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黄酮也称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水果、
蔬菜、谷物等植物中。由于其分子结构中存在 3个
以上的苯环，类黄酮又被称为多酚类物质。一些类
黄酮对于植物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可产生昆虫
和动物不喜欢的气味，从而减少被采食的机会 ［1］。
目前被研究最多的类黄酮有槲皮素（quercetin）、柚
苷（naringin）、橘皮苷（hesperidin）和儿茶素（cate-
chins）等［2］。 植物中的槲皮素（分子结构见图 1）一
般以糖苷形态存在， 比如在荞麦中的葡萄糖鼠李
糖苷—芦丁 （glucorhamnoside rutin），在其他饲草
中也大量存在［3-4］。 Besle等［3］测定该类黄酮苷在青
草中的含量为 35.3 g/kg DM，在青贮玉米中的含量
是 3.2 g/kg DM。

由于槲皮素具有抗氧化、 抗炎症以及代谢效
应等特点，且在多种饲用作物中大量存在，是被研
究最多的类黄酮物质［5-7］。 首先，槲皮素对动物疾
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Zhu 等［8］研究发现，槲皮
素对小鼠关节肿胀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是治疗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有效成分。 临产母牛由于
采食高能量日粮，极易发生脂肪肝 ，危害健康 。
利用槲皮素对母牛脂肪肝进行治疗， 能够降低脂
肪肝程度和肝脏损伤 ［9-10］。 其次，多种饲用植物
都含有槲皮素等类黄酮，包括银合欢 、灯芯草 、

槲皮素等类黄酮对瘤胃微生物影响研究进展
杨 鼎，晔薷罕，李长青，王慧敏，田 丰，孙海莲，伊风艳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1）

摘要：槲皮素等类黄酮存在于多种饲料作物中。由于其具有抗氧化、抗炎症等特性，可作为饲料添加剂替
代抗生素，保障家畜健康。结合近几年国内外研究进展，对槲皮素等类黄酮的作用机理、在瘤胃微生物代
谢过程中的变化、对宿主动物的作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今后槲皮素等类黄酮在反刍动物瘤
胃微生物代谢方面的基础研究及产品开发提供借鉴。
关键词：类黄酮；槲皮素；瘤胃微生物；代谢
中图分类号：S81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顺序编号：1672-5190（2020）06-0032-05

Research Advances on the Effects of Quercetin and Other Flavonoids on Rumen
Microorganisms
YANG Ding，Yeruhan，LI Chang-qing，WANG Hui-min，TIAN Feng，SUN Hai-lian，YI Feng-yan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Sciences，Hohhot 010031，China）
Abstract：Flavonoids such as quercetin exist in a variety of feed crops. As quercetin and other flavonoids have anti-oxidation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they can be used as feed additives to replace antibiotics to ensure the livestock health. Based on the
research advances in China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he action mechanism, the changes in the metabolism of rumen
microorganisms, and the effect on host animal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methods of quercetin and other flavonoids are
reviewed,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basic research of flavonoids such as quercetin in ruminant microbial metabolis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lated products.
Keywords：flavonoids；quercetin；rumen microorganisms；metabolism

收稿日期：2020-07－23
项目来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500705）；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31560623）；内
蒙古农牧业创新基金项目（2017CXJJM04）。

作者简介：杨鼎（1981—），男，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微
生物与宿主及环境互作方面的组学研究工作。

通信作者：伊风艳（1984—），女，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
旱生牧草选育与利用研究工作。

杨 鼎，晔薷罕，李长青，等.槲皮素等类黄酮对瘤胃微生物影响研究进展［J］.畜牧与饲料科学，2020，41（6）：32-36.

DOI：10.12160/j.issn.1672-5190.2020.06.006

Animal Husbandry and Feed Science 畜牧与饲料科学2020，41（6）：32-36

图 1 槲皮素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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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皮等［7，11-12］。
1 瘤胃微生物对槲皮素的代谢

瘤胃微生物可迅速对槲皮素进行降解。Berger
等［13］发现在短短 5 h 的培养时间中，90%的槲皮素
就被瘤胃微生物分解，得到 2 种代谢产物，分别是
3，4-二羟基—苯乙酸 （3，4-dihydroxyphenylacetic
acid）和 4-甲基邻苯二酚（4-methylcatechol）。 不同
微生物对其代谢机制不尽相同。 目前发现梭菌属
细菌可代谢槲皮素， 直接破坏槲皮素中的碳环结
构。Schoefer等［14］在人粪便中分离并鉴定出 1 株可
降解类黄酮的梭状芽孢杆菌 （Clostridium orbi-
scindens）。 奥氏梭状芽孢杆菌 （Clostridium orbi-
scindens sp. nov.） 可将槲皮素分解为间苯三酚
（phloroglucinol）和 3，4-二羟基苯乙酸（3，4-dihy-
droxy-phenylacetic acid，DHPA）（见图 2）［15］。 此外，
氧化还原真杆菌 （Eubacterium oxidoreducens sp.
nov.）也可代谢槲皮素，但需要氢气参与代谢反应，
反应式如下 ：quercetin+H2+5H2O圹2 acetatc -+0.5
butyrate -+ HCO3

-+3，4 -dihydroxphenylacetate -+
4.5 H+［16］。

打断槲皮素分子的 6-C环结构， 是微生物降
解槲皮素的关键。 Winter 等［17］发现梭菌可以将槲
皮素 6-C 环结构中的 C-3—C-4 键打断， 从而分
解包括槲皮素在内的山萘酚（kaempferol）和柚苷
等类黄酮。

对槲皮素在瘤胃微生物中代谢机制的研究，
使检测其代谢产物如 DHPA 成为可能， 进而对瘤
胃微生物代谢槲皮素的进程进行监测和控制。 目
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瘤胃微生物种类多样，仅凭 2
个种属显然不能代表整个瘤胃微生物， 今后需要
从微生物学和药理学的角度对瘤胃中其他优势微
生物代谢类黄酮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才能满足

在不同条件下调控该代谢过程的需求。
2 槲皮素等类黄酮与瘤胃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动物安全是饲料添加剂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
前提。多项动物试验表明，槲皮素是一种安全的饲
料添加剂。 Maciej等［18］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槲皮
素对犊牛直肠温度、心跳和呼吸速率、呼吸音等指
标没有影响。此外，Gruse等［19］研究发现，槲皮素对
新生犊牛肝脏中抗氧化酶的表达和血浆中氧化应
激标记物的浓度都没有影响。

槲皮素等类黄酮可提升瘤胃发酵水平、 瘤胃
微生物多样性以及饲料消化率。 Nezarati等［20］发现
石榴皮提取物（富含类黄酮）在体外发酵试验中能
够显著提高瘤胃液产气量和葵花籽日粮的消化
率。 Zhan等［21］将苜蓿类黄酮提取物作为添加剂饲
喂奶牛，通过 16S rDNA 测序研究发现类黄酮可提
升瘤胃微生物多样性，同时，还发现该类黄酮提取
物可改善牛奶品质， 提高饲料消化率和奶牛免疫
力［22］。 Kong等［23］将类黄酮作为饲料添加剂饲喂犊
牛时， 瘤胃微生物纤维素消化能力和抗氧化能力
有明显提升。

槲皮素有利于瘤胃健康，可缓解应激反应，预
防瘤胃酸中毒。 Paniagua 等 ［24-25］利用酸橙提取物
（富含槲皮素）开展奶牛饲喂试验，对奶牛采食效
果及瘤胃壁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添加槲
皮素会降低奶牛总采食量，但可提升单次采食量；
降低瘤胃内壁光秃面积，有利于瘤胃健康，同时奶
牛的争斗和发情行为相对减少。但是，Mendel等［26］

研究发现添加槲皮素可干扰皱胃平滑肌细胞膜的
响应，造成皱胃蠕动障碍。 此外，类黄酮还能有效
缓解动物的应激反应［27］。Alhidary等［28］发现在热应
激状态下，羔羊日粮中每日添加 1 g的柚苷，可以
提高日增重以及饲料转化率。 Seradj 等 ［29］将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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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奥氏梭状芽孢杆菌分解槲皮素过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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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黄酮的柑橘提取物作为添加剂饲喂高精日粮的
肉牛， 由于类黄酮的存在， 调整了瘤胃微生物结
构，有效预防了酸中毒。

以上研究表明， 选取富含类黄酮的植物或其
提取物作为饲用添加剂是动物获得类黄酮最直接
的方式。此外，还可以通过饲料加工方式的调整达
到提高饲料中类黄酮含量的目的。 He等［30］通过改
变桑叶青贮方式， 以纤维素酶和干酪乳杆菌为青
贮菌剂， 将制备的青贮桑叶进行体外瘤胃发酵试
验， 结果表明应用以上 2 种青贮剂可以显著提升
类黄酮的产量。
3 类黄酮可有效减少瘤胃甲烷的排放

目前瘤胃微生物的研究热点之一是如何降低
其代谢产物———甲烷的水平， 一般从减少产甲烷
菌的相对菌群丰度或降低其代谢水平 2 个方向入
手。其中，抑制产甲烷菌的生长和代谢水平被认为
是最有效的方式， 另外就是通过调节瘤胃内微生
物区系，使氢气的比例下降，从而减少代谢产物甲
烷的含量［31］。Purba等［32］利用含有槲皮素的蒌叶进
行体外发酵试验， 结果发现蒌叶在不影响瘤胃液
pH 值的前提下，显著降低了发酵液产物的甲烷产
量。 Susanne等［33］研究了类黄酮对瘤胃液甲烷产气
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对照相比，槲皮素、异槲皮
素、表儿茶酸等类黄酮可以显著降低甲烷的产量。
另外，Al-Sagheer 等 ［34］发现番石榴叶片中含有大
量类黄酮化合物，在不影响瘤胃发酵的同时，还可
降低甲烷的产量。 Bata 等［35］在木槿叶中也发现了
类黄酮， 以木槿叶作为添加剂可以降低瘤胃甲烷
产量，并提高饲料转化率。 Ramos-Morales 等［36］在
甘草提取物中发现大量的甘草黄酮， 可以提高瘤
胃中氮的利用率并降低甲烷的排放， 由于其具有
抗菌作用， 降低了瘤胃液中的细菌和古细菌的生
物多样性。

以上研究表明，多种饲用植物都含有类黄酮，
并对瘤胃中甲烷生成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其
中的一些植物如甘草，在抑制甲烷的同时，还抑制
了瘤胃中其他微生物的生长代谢。因此，为了抑制
甲烷的产生， 在选择富含类黄酮添加剂时要进行
全面的考量和筛选。
4 类黄酮在瘤胃微生物中代谢的检测方法

瘤胃是一个密闭、无光、厌氧的环境。 目前厌
氧微生物体外培养方法主要采用的是 Hungate ［37］

经典技术和在其基础上改进的 Bryant［38］技术。 瘤

胃微生物生存在瘤胃液中， 其代谢产物分为液相
和气相。 对液相成分如槲皮素的检测一般用高效
液相色谱（HPLC）方法；对气相成分，如甲烷、氢气
以及挥发性脂肪酸（VFA）等物质则采用气相色谱
（GC）的方法进行分析。

瘤胃液的成分复杂， 不利于色谱对目标成分
的分离和鉴定，因此，除了对样品进行过滤等净化
步骤，还要对 HPLC检测方法进行优化。 针对不同
的目的成分，各项检测条件都可以调整优化。条件
包括层析柱选择、洗脱液成分、洗脱策略、流速、柱
温、加样量和检测波长等。 Sepahpour等［39］对姜黄、
咖喱、火炬姜和香茅提取物中的槲皮素进行 HPLC
检测，分别用 80%丙酮、80%乙醇和 80%甲醇作为
溶剂进行检测，经过对检测条件优化，发现 80%乙
醇是相对最优的溶剂。 Zhang 等 ［40］ 建立了一种
HPLC方法， 对分离自柴胡属植物中的 12 种类黄
酮物质（包括槲皮素）进行了有效的分离鉴定。 此
外，Olszewska ［41］通过优化检测方法，实现了应用
HPLC方法对包括槲皮素在内的 10 种类黄酮的分
离鉴定。 Zu 等 ［42］也应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RP-
HPLC）技术对沙棘中的儿茶素、芦丁、槲皮素、山
荼酚和异鼠李素等 5 种类黄酮物质进行了分离
鉴定。

此外，通过优化 HPLC 的选择性、线性、精密
度、准确度、检测极限和定量极限等指标，可以达
到高效检测类黄酮物质的目的。 Tuszynska［43］通过
以上步骤， 摸索出一套能够快速高效检测西蓝花
中槲皮素和山荼酚的方法。
5 小结与展望
5.1 深入研究类黄酮与瘤胃微生物、类黄酮与宿
主动物的作用机制

大量研究表明， 槲皮素等类黄酮有益于反刍
动物健康和提升动物产品质量 ［2］。 但其对动物的
治疗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如类黄酮在降低甲烷产
量的同时也降低了乙酸/丙酸比；但是在奶牛从围
产期向哺乳期过渡时，抗炎症反应也会发生乙酸/
丙酸比的降低 ［27］，导致单依靠某一项生理指标变
化不能评价类黄酮的作用。此外，瘤胃微生物对类
黄酮的代谢机制尚不完全明确， 仅确定了几种梭
菌和真细菌可代谢类黄酮， 其他微生物代谢类黄
酮的机制还不明确。为了满足生产需求，这些问题
需要从微生物学和药理学角度再进行基础、 深入
研究。

畜牧与饲料科学34 第 41 卷



5.2 甲烷减排与提高生产效益并举
尽管类黄酮能够减少甲烷排放， 有利于生态

保护， 但如果添加剂选择不当会降低瘤胃微生物
的代谢能力，造成生产效益损失，需要在降低甲烷
排放、 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效益之间找到平
衡点。选择的类黄酮添加剂，要从其含有的类黄酮
种类、含量、有无副作用、获取的难易程度和成本
核算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在提升生产效益的前
提下，兼顾降低甲烷排放。需要研究人员对适用于
不同地域和气候条件下的饲用植物的类黄酮作用
和营养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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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杜蒙杂交羊是在天然草原自然放牧条件下，

利用杜泊公羊与当地蒙古母羊经过十多年的人工
杂交改良选育而成，是具有耐寒、耐粗饲、宜牧、生
长速度快、无脂尾等特点的瘦肉型优质肉用羊。杜
蒙杂交羊肉具有肉质细嫩、瘦肉率高、脂肪少、味
美多汁、高蛋白、低脂肪、无膻味、香味浓郁等特
点。 杜蒙杂交羊的屠宰性能以及羊肉色泽和嫩度
明显优于亲本蒙古羊 ［5］。 对于杜蒙杂交母羊发情
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其繁殖效率，从而进行生
产资源的合理分配。

杜蒙杂交母羊的发情季节性和时间性比较明
显，便于大规模组织配种工作，也便于繁殖生物技
术如同期发情技术和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 更有
利于组织化、规模化饲养。杜蒙杂交母羊的发情周
期集中于 15.0～17.0 d，平均为 16.0 d；发情持续时
间为 20.0～27.5 h。 羊的发情周期受外界因素影响
很大，年龄、营养、气候等因素均对其有影响，但主
要受遗传因素影响［6］。 一般 2.5～4.5岁母羊发情周
期比较短，发情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小于或大于这
个年龄范围的母羊发情周期比较长， 发情持续时
间比较短。营养状况好的母羊发情周期短，发情持
续时间长，而营养状况差的母羊相反。发情持续时
间长的母羊多为营养状况不良且体质较弱的母
羊，导致很难受胎［7］。

杜蒙杂交母羊的性成熟时间一般为 8.5 月
龄，属于晚熟品种，其性成熟时间和初配年龄都与
内蒙古绒山羊和新疆山羊相似 ［8］。 而杜泊母羊在
5～6 月龄性成熟，8 月龄以上就可以配种 ［9］。 杜泊
羊初产母羊、 经产母羊的繁殖率分别为 135.13%
和 144.44%，产双羔率分别为 35.13%和 44.44%［10］。

杜蒙杂交母羊的产羔率平均为 119.7%，产双羔率
平均为 19.7%。 相比杜泊母羊，杜蒙杂交母羊的繁
殖性能有所下降， 该情况可能与杜蒙杂交羊的选
育标准有关。

该研究明确了四子王旗杜蒙杂交母羊的繁殖
规律， 提供了杜蒙杂交母羊的繁殖性能关键指标
参考值， 为杜蒙杂交母羊的繁育及产业化生产提
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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