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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胱胺对成年鹅糖和蛋白质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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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瘘管收集 l4只装有翅静脉瘘管的成年杂交鹅 (川白 ×太湖)的血样作为对照，随后一次性添喂 

100 mg／kg·bw的半胱胺 (处理)。分别用放射免疫和分光光度等方法测定一些与糖和蛋白质代谢有关的激素和 

生化指标。处理后第 1、3、5、7天分别收集血样。其中，4个检测 日的血浆尿酸含量降低 ，谷丙转氨酶升高 ； 

第 5天和第 7天的血糖降低 ；第 5天胰岛素高于对照，而胰高血糖素低于对照，二者比值最大。这些结果暗示 

半胱胺促进了鹅机体的同化作用。 

关键词 ：半胱胺 ；激素；生化指标 ；鹅 

中图分类号：$835；Q45；$8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4—5853(2003)04—0302—03 

Effects of Cysteamine on the M etabol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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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rteen aduh crossbred geese(Chuan white X Tai lake)fitted with chronic wing vein cannula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ysteamine(CS)on the metabolisms of surgar and protein，which were checked with radioim— 

munoassay，spetrophotometery and other methods．This experiment began with collecting blood samples from the cannulas 

as control，and then the geese were fed on food with CS(100 mg／kg·bw)．rI’heIT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fter l， 

3，5 and 7 days after the treatment．In the four days，the urea acid in plasma decreased，and the activity of the dutam— 

ic—pyruvic transaminase increased．The blood sugar decreased on day 5 and day 7．On day 5，the insulin increased while 

the glucagon decreased and the ratio of insulin to glueagon reached a peak．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CS can enhance the 

assimilation in g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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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外周和中枢注射半胱胺 (cysteamine， 

cs)均能降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及外周组织中生长 

抑 素 (somatostatin，SS) 的 免 疫 活 性 和 浓 度 

(Cook，1989；Bakhit，1983)。由于 SS可抑制人和 

狗的内源性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释放 (Ai 

&Han．2000；Zhou，1991)，因此 cs通过降低 ss 

的浓度来影响与生长代谢相关的激素水平 (Ai& 

Han，1998)，进而加速小鹅的生长 (Ai& Han， 

1999)。CS可促进胰液的分泌及增加胰液中主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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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酶的含量 (Ai& Han，2002b)，影响机体 的消 

化，且具有周日效应。本试验旨在了解添加半胱胺 

后对鹅糖和蛋白质生化代谢的影响及内分泌调节的 

机理 ，为半胱胺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动物、日粮及药品 

体重为 (2．5±0．12)kg的 14只成年鹅 (川白 

X太湖)由南京农业大学江浦农场畜牧试验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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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圈饲 ，自由采食和饮水。 

日粮配方 ：大麦粉 45％，玉米 17％，豆饼 

15％，菜籽饼 5％，小麦粉 15％，CaHPO4 1％．石 

粉 0．5％，食盐 0．5％，维生素与矿物质预混料 

(每 kg含有 20 mg Cu，120 mg Fe，100 mg Zn，30 

mg Mn，0．4 mg I， 0．25 mg Se， 6 000 IU VA． 800 

IU VD3，30 IU VE，2 mg VBl， 4 mg VB2，0．02 mg 

VB12，0．3 mg叶酸，20 mg烟酸，O．4 mg生物素， 

1Omg泛酸，500 mg胆碱)1％。总能：11．08 MJ／ 

， 粗蛋白：16．08％。 

半胱胺由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生理生化实验室提 

供，为易溶于水的白色结晶。 

1．2 实验设计及样品收集 

经长久性翅静脉瘘管采取对照期血样后，一次 

性添喂含有 100 mg／kg·bw半胱胺的饲料，再分别 

于第 1、3、5、7天采取试验期血样 ，用肝素抗凝， 

经 3 000 r／min×10 min离心制取血浆，一3O℃冰箱 

中保存待测。 

1．3 血样分析 

1．3．1 激素测定 采用挖 I标记、双抗体法做放射 

免疫测定血液中的激素含量。胰岛素药盒购自卫生 

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胰高血糖素药盒购自中国 

原子能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 

1．3．2 生化指标分析 血糖用葡萄糖氧化酶 (过 

氧化物酶终点 比色法测定，谷丙转氨酶 (glutamic． 

pyruvic transaminase，GPT)用赖氏比色法测定，尿 

酸用磷钨酸法检测 (Ai&Han，2002a)。血糖、 

GPT试剂盒均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出品。 

2 结 果 

添加半胱胺后，血浆中尿酸显著下降，第 1、 

3、5和7天均低于对照；谷丙转氨酶升高后有所 

波动，但均显著高于对照期。血糖在第 1～3天变 

化不大，第 5天和第 7天分别较对照低；相应地， 

胰岛素水平在第 5天较对照高；胰高血糖素的水平 

在第 1、3天较对照高，而第 5天低于对照；胰岛 

素与胰高血糖素的比值在第 5天达到最高 (表 1)。 

3 讨 论 

生长抑素存在于下丘脑、胃、小肠前部和胰岛 

的D细胞中，对机体激素的分泌具有广泛的抑制作 

用。研究表明，cs活泼的游离巯基和氨基可影响 

ss的分子构型，破坏了 ss14的第 3和第 14位之间 

以及 ss28的第 17和 18位之间的分子内二硫键，形 

成分子间二硫键而产生大分子聚合体，导致 ss丧 

失生物和免疫活性 (Mollard&Vacher，1988)，从 

而耗竭 机体 中的 ss，削弱对 其他 激 素 的抑 制 

(Sagar，1982)。 

尿酸是禽类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主要终产物。日 

粮中蛋白质水平的差异可导致血浆尿酸浓度的变化 

(Graham．1992)；反之，尿酸在血浆中的浓度与营 

养状 况 相关 ，反映 了机 体蛋 白质代 谢 的差 异 

(Featherston，1969)。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强时，尿 

酸含量升高。因此血浆中尿酸含量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机体内蛋白质合成与分解状况。GPT是动 

物体内一种重要的转氨酶，它催化氨基在丙氨酸和 

谷氨酸之间转移，在非必需氨基酸的合成和蛋白质 

分解代谢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 (Ding et al，1998)。 

本试验添加半胱胺后的第 1、3天，血浆中 GPT活 

性增强，尿酸含量降低，提示体内蛋白质分解下 

降，合成加强，增进了机体对营养物质的转化效 

率，将有利于机体生长。 

表 1 半胱胺对成年鹅若干血浆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X±SD) 

P<O．05． P<O．01(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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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胱胺可促进鹅胰液分泌，提高机体对食糜中 

淀粉、脂肪、蛋白质的消化率，致吸收进入血液的 

小分子物质在组成和量上均有所不同，使体内代谢 

激素也随之发生变化 (Ai&Han，2002b)。正常情 

况下 ，血糖的含量变化是机体对糖吸收、运转和代 

谢的动态平衡的反映。血糖水平升高刺激机体释放 

胰岛素，而低 血糖促进胰 高血糖素 的释放 (见 

Wang，1993)。胰岛素升高有助于葡萄糖转运进入 

细胞，降低细胞中环一磷酸腺苷 (cAMP)的浓度， 

加强了糖元的合成。Cheng(1984)指出，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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