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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迄今的研究结果表明，共辘亚油酸(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CLA)对人体健康有利，天然的优质CLA主要来源于反

当家畜乳和肉的脂肪。改进各种CLA的分析方法，可进一步

解明CLA异构体的生理作用。因为乳和肉中发现的CLA对

人的健康有利，所以消费者对牛乳、牛肉产生很大的兴趣。有

必要对其进行长期的研究。

    通过改变饲料能够提高牛乳中c一9,t =11 CLA含量。有

必要开发提高牛乳中t-10, c-12CLA和牛肉中c-9,t-

11 CLA的饲料。

    牛乳中CLA的变动很大，其变动原因还不十分清楚。搞

清饲喂各种饲料在瘤胃内是如何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加氢的;

搞清牛乳和牛肉中CLA含量变化的原因;为提高CLA含量，

开发科学的饲养方法;这些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

    为了预防和降低癌症的发生，人们对保健食品，特别对

含有CLA这一对人体健康有益成分的食品更为关注。含

CLA的食品很多，但其主要来源为由反当家畜生产的畜产品

(牛奶、牛肉及其加工品)，主要乳制品中CLA的含量(m9/g
脂肪)为:均质乳4.5、炼乳7.0、黄油6.，、干酪4.9、酸奶4.8,

冰淇淋3.6，主要肉制品中CLA的含量(mg/g脂肪)为:牛肉
4.3、羊肉5.6、猪肉0.6、鸡肉0.9、火鸡肉2.5,畦鱼肉0.30

，CLA对健康的益处 \
    研究表明，CLA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益处，反当家畜的乳

和肉具有抗癌作用。芬兰的研究表明:牛乳摄取量和乳癌的

发生率呈负相关，证明CLA对预防和降低癌症的发生有效。

法国的研究表明:乳房脂肪组织中CLA水平和乳癌的发生

率呈负相关，乳房脂肪组织中CLA水平高的患者，其乳癌的

肿块也小。

    CLA和普通抗癌剂不同，它不但具有降低癌症发生率，

而且同时还能抑制癌症病情的发展。CLA的抗癌作用机理还

不十分清楚。

    用大白鼠、鸡和猪的研究表明，CLA有抑制体脂肪蓄积

和增加瘦肉的作用。

2  CLA的异构体

    CLA是亚油酸一连的共扼异构体的总称。CLA对人体

健康有益的研究报告很多，多为用合成的CLA饲喂实验动

物的试验。合成的CLA有以下几种异构体，即顺式异构体cis

(c) -8反式异构体 trans(t) -10 ( 14% ), c-9 , t-11

(30%)，t一10, c一12(31%)及c一11,t一13(24%)的混合

物。CLA的异构体占牛奶中总CLA的90%以上。干酪的分析

结果表明脂肪中的总CLA的78% --84%为c-9,t一11,8%

一13%为t一7, c一9+t一8, c一lo' l一2%为t一11,c一13,

c-13, c-11 , t-13在1%以下。牛肉脂肪中的总CLA的

60%一90%为c-9, t一，1，随饲料的变化有所变动，人乳中

CLA的含量为每1g脂肪中3.7一7. 5mg，平均为5. 4mg , CLA
中的大部分(71%)为c一9,t一110

3 瘤胃内CLA的合成

    CLA是饲料中的脂肪在瘤胃微生物的作用(加水分解

和与氢结合)生成的中间代谢产物。

    反当家畜饲料中的脂肪主要来源于饲草和谷类，饲喂反

色家畜的粗粉碎谷类一般多含油酸(C18:1)和亚油酸

(C18 :2)，饲草中，特别是青草中多含亚麻酸(C18:3)。摄

人的饲料中的脂肪、甘油三脂在瘤胃微生物脂肪酶的作用下

迅速加水分解，大部分分解成游离脂肪酸，这些所生成的不

饱和脂肪酸，在瘤胃微生物的作用下，迅速加氢形成饱和脂

肪酸。比如，c-9, t一11 CLA在微生物(Butyrvibrio fibrisol-

vens和其它细菌)的亚油酸酶的作用下，通过亚油酸的加氢

工程生成中间代谢产物。

    长时间认为在瘤胃内可加氢的细菌只有B. fibrisolvens,

但近期的研究表明，很多细菌能将不饱和脂肪酸加氢。

    牛乳中共扼不饱和脂肪酸是日。oth等，935年最早观察

到的。约40年后Prodi分离到牛乳脂肪中的c -9, t一11型的

亚油酸异构体。他认为:共扼不饱和脂肪酸通常在奶牛饲料

中不存在，而在瘤胃内在微生物作用下加氢才在牛乳中出

现。

4 脂肪的加水分解和氮化

    饲料的组成配比、化学成分、物理形状等因素影响与瘤

胃内脂肪的分解和氢化有关的微生物数量。研究表明，用谷

物替代饲料中的饲草，瘤胃内的脂肪分解和氢化率降低。黑

麦草收割期越迟，其在瘤胃内的脂肪分解和氢化率越低，另

外饲料中氮含量提高，脂肪分解和氢化率也随之提高。饲料

在瘤胃内的脂肪分解和氢化率和饲料的颗粒大小也有关，颗

粒为1 -2，要比。.1一0.4，时脂肪分解和氢化率均提高，其

原因是微生物数量不同，脂肪酸的氢化率饲喂椰子油制成的

万方数据



16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24 No. 2

脂肪酸钙在瘤胃内平均为47%，饲喂动物性油脂时平均为

71% 。

    为提高瘤胃内的丙酸:乙酸比，抑制甲烷的生成，反当家

畜饲料中添加了离子载体。最近，Fellner等研究通过使用离

子载体使C18:0的含量降低，提高CLA和C18:1的含量，

在体外阻碍亚油酸的氢化。根据这点表明，离子载体能促进

瘤胃内的氢化反应。

5 牛乳中CLA含皿的强化

    如前所述，乳脂肪是天然的最好的CLA供给源。全乳的

平均每1g脂肪中含有CLA4. 5mg。研究表明:人一次进食全

乳2308+干酪30g时，即平均CLA81 mg，这一摄取量还不足
抑制癌症发生必需量的25%。所以要提高CLA的摄取量，是

多量进食由反当家畜生产的食品呢?还是设法提高乳和肉中

CLA的含量呢?当然后者是比较实用的方法。

    影响牛乳中CLA含量的主要因素是饲喂的饲料，试验

表明。一直在草地上放牧的牛比以50 : 50标准精粗比的饲料

饲喂的牛其乳中的CLA的含量要高500%。在多年生黑麦草为

主的草地上放牧的牛比在围栏中饲喂干草的牛其乳中CLA的含

量有显著提高(每1g脂肪中的含量为:23.0:14. 2mg)
    试验表明:饲料中添加鱼油，牛乳中CLA的含量有显著

提高，饲料中添加，%,2%,3%(以干物质计)的鱼油，饲料摄

取量、乳量、乳脂率直线下降，但CLA的含量直线上升。添加

3%鱼油组，乳中CLA的含量每1g脂肪中为22. 5mg。饲料中
添加3%(以干物质计)的鱼粉，乳中CLA的含量增加63%.

每天每头添加monensin250rng，乳中CLA的含量没有变化。
    试验表明:给奶牛饲喂大豆、向日葵、花生等或椰子油，

乳中CLA的含量增加。对提高乳中CLA含量的效果，亚油酸

含量高的油脂好于亚麻酸含量高的油脂。

    试验表明:给奶牛饲喂膨化大豆或棉籽，牛奶和干酪中

的亚油酸含量增加2倍，饲喂没加热的粗粉碎大豆牛奶中的

亚油酸含量没有变化，饲喂加热的粗粉碎大豆牛奶中的亚油

酸含量提高2倍。

    奶牛的饲养管理体系也影响牛奶中的CLA含量。试验

表明:牛奶每1g脂肪中的CLA含量在惯用的常年舍饲条件

下为3. 4n-g,夏季放牧时为6. 1 mg，如饲喂不使用化肥所生产
的饲草、夏季放牧时为8. Omg。牛奶中的CLA含量，因季节引
起的变化幅度在2.6一11.4mgo
    牛奶中的CLA含量，即使饲喂同一饲料，因个体差异也

有不同。试验表明:在泌乳期中限制饲料给量比自由采食牛

奶中的CLA含量要低。奶牛的年龄、胎次对牛奶中CLA含量

有很大影响，但原因还不清楚。

    进行往瘤胃以后消化道注射CLA或饲喂瘤胃保护性

CLA来提高牛奶中CLA的试验。连续5天注射合成的CLA

0,50,100,150g，结果表明:随注射量的增加，乳量、乳脂率

显著降低;而牛奶中的CLA含量(每1g脂肪中)从5, 4mg增加
到19. 1 mg。注射的CLA向牛乳中的移行率不到22%，表明所
注射CLA在体内广泛地代谢。

    试验表明:给泌乳初期的奶牛饲喂保护性CLA的钙盐，

其乳脂率从3.6%下降3.1%，但每1g乳脂肪中CLA的含量

从4. Omg增加到5. 9mg o
    最近，Corl等研究报道:泌乳牛体内可合成从 t-

11C18 ，到c-9,t-11的CLA。根据这一点，瘤胃中合成的
CLA不是牛乳中的CLA，体内从t-11C18 : 1合成的CLA

的作用机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6 牛乳加工对乳制品中CLA含f的影响

    目前的报道认为:牛乳在通常条件下加工成乳制品其

CLA的含量没有影响。乳酸菌的培养，加工条件及成熟时间

对乳制品CLA的含量的影响可以不计。在120℃的温度条件

下制造液状黄油(butter oil)乳脂肪中的CLA含量有相当的

增加。迄今的研究结果表明，CLA在通常的加工和贮藏条件

下，是稳定的化合物。但是，高温处理CLA含量有所增加。

7 牛肉中CLA含f

    和牛乳相比，饲料对牛肉中CLA影响的研究要少。北美

的牛肉中CLA含量(每1g脂肪中)为3.5 - 5. 5 mg。牛肉中
CLA含量的幅度比牛乳小。牛肉中总CLA的60% -90%为

c -9, t一11的CLA。有研究表明，多饲喂粗料时，总CLA的

90%为c一9, t一11的CLA。有研究报道，以牧草为主体的饲

料和以牧草十谷类为主体的饲料条件下饲喂的去势牛CLA

含量(每1g脂肪中)分别为7.5和5. 1 mg。迄今的研究结果表
明，多饲喂牧草牛肉中总CLA，特别是c-9,t一11的CLA的

含量增加。但是，饲喂牧草或放牧牛肉中c-9,t一11 CLA的

增加，和牛乳没有多大差异。其差异主要是牛肉和奶牛的瘤

胃内环境有所不同。

    为了提高牛肉中CLA含量，在标准的肥育牛饲料中添

加2%和4%的大豆油进行试验，结果表明，即使添加大豆油

其c一9,t一11 CLA含量没有变化，但t一10, c一12CLA含量

增加了950%。最近的研究表明，t一，0, c一12CLA和体脂肪

的减少有关。给大白鼠饲喂t一，0, c一12CLA，结果表明:体

脂肪减少，体蛋白增加。因此，牛肉中t-10,c-12CLA含量

提高，有益于人的健康。

    牛肉中CLA的含量各国也有不同，美国产的牛肉中

CLA含量(每1g脂肪中)平均为4. 5m9，德国产的牛肉中CLA

含量(每，9脂肪中)平均为8. 1 mg。美国产的牛肉中CLA含量
低，是在上市前过多饲喂高谷类饲料的原故。

8 牛肉的调理对CLA含f的影响

    试验表明:调理方法(油煎、烤、红外线加热)对牛排中肉

CLA的含量没有影响，生鲜(无处理)和调理牛肉中CLA的

含量(每，9脂肪中)分别为:6.3和6. 8 mg。将调理的牛肉在
4℃条件下贮藏7天CLA的含量没有变化。以上结果表明:牛

肉中CLA在通常的调理和贮藏条件下，是稳定的化合物。

                                    (收稿日期:2001 -03 - 27)

    参考文献:

美国《Feedstuffs)72,18 , Mayi , 2000, p24一31
日本《科学饲料》第45卷，第11号，p2 - 5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