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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长白猪生理生化常值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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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983 年和 1986 年分别在 30 和 44 头 6～ 7 龄健康的丹麦长白猪中测定主要的生理生化

指标结果: 体温全距为 3819～ 3919℃, 呼吸数全距为 23～ 48 次öm in, 心率全距为 64～ 152 次ö

m in; 红细胞数平均为 50019 万ömm 3, 白细胞数平均为 1915 万ömm 3, 血小板数平均为 511554 万

ömm 3, 血红蛋白量平均为 914gö100m l; 白蛋白平均为 42107% , 球蛋白平均为 14148% , 每 100m l

中的血清总蛋白 6131g, 血糖 98118m g, 血钙 10119m g, 血清无机磷 5165m g, 血清总胆固醇

177103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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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study w as conducted on 30 and 40 healthy p igs of D anish L andrace and the m ajo r

physio logical and b iochem ical indices w ere determ inated. T he tested values of D anish p igs w ere

compared w ith tho se of Ch inese indigenous breed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temperatu re

ranged from 3819 to 3919℃, b reath ing tim es from 23 to 48öm in, heart rhythem from 64 to 152ö

m in, and red b lood cell num ber w as 50019 (×104) ömm 3 in average, w h ite b lood cell 1918 (×

104 ) ömm 3 in average, the average red and w h ite b lood album en w ere 914 gö100m l and 42107%

respectively, m ean globu lim 14148% , to ta l b lood serum album en 6131 gö100m l, b lood sugar

98118 m gö100m l, b lood Ca 10119m g, ino rgan ic P and to ta l cho lesterine in b lood serum are

5165m g and 177103m g respectively. T he resu lts are valub le fo r the p ig breeding, feeding and

disease diagno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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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生化值能反映种猪的生理状态和健

康状况, 也是改进饲养管理和选育猪新品种

的依靠参数。为配合完成“中国瘦肉猪新品

系 (SÌ 系) 选育”的任务, 在江西农业大学

师生的配合帮助下, 分别于 1983 年 10 月和

1986 年 10 月对 6～ 7 月龄丹麦长白猪进行

生理生化常值的测定,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收稿日期: 1994- 10- 12

材料与方法

(一) 生理常值的测定

测定种猪为 1983 年春季出生的 6～ 7 月

龄丹麦长白猪, 计 30 头 (公 11 头、母 19

头)。

1. 测定项目及方法　体温的测定于上

午 8 时至 10 时采用兽用肛表测定; 呼吸频率

的测定是待猪只安静后, 观察其腹部起伏次



数; 心率的测定采用听诊法。

2. 对血液的采集, 确定当日测定的猪只

停止早饲, 于上午 8 时至 10 时由耳静脉采

血。除血凝时间和血液涂片在现场进行未加

抗凝剂外, 另外每头采血约 2m l 于事先加好

双草抗凝剂 (草酸铵 112g、草酸钾 018g, 用

蒸馏水 100m l 溶解后每小试管分装 012m l,

置 50℃温箱中烘干) 的小试管中混匀, 使血

液不凝固。

3. 血凝测定采用毛细玻璃管法; 红细胞

的渗透抵抗力采用试管法; 血沉测定采用

W estergxen 法; 血红蛋白测定采用 Shali 法;

红白细胞计数采用改良 N eubouer 氏法计

算; 白细胞分类计数是以W righ t 氏法染色的

血液涂片在显微镜下计数; 血小板采用直接

计数法。

各项测定均在本场实验室, 由专人和专

用仪器进行。室内气温为 20～ 22℃。

(二) 生化常值的测定

测定猪为本场 1986 年春季出生的 6～ 7

月龄丹麦长白后备种猪 44 头 (公 18 头, 母

26 头)。

1. 血样的采集, 于早饲前, 用干燥玻璃

注射器从前腔静脉一次采血, 每头 5m l, 立即

轻轻沿管壁注入小试管中, 置于室温下自然

凝固后, 以 2500R、P、M 15m in 离心, 再用

细长吸管将血清吸出装入另一试管中, 置

4℃冰箱保存。

2. 测定项目和方法, 血清蛋白电泳分析

采用醋酸纤维薄膜电泳法; 血清蛋白总量测

定采用 fo lin- 酚试剂法; 血糖的测定采用邻

甲苯胺法; 血清钙的测定采用 ED TA - N a2

滴定法; 血清无机磷的测定采用硫酸亚铁法;

血清总胆固醇的测定采用单一显色法。

比色均采用 72- 1 型分光光度计; 血清蛋

白电泳用D yy- Ë 型电泳仪和平板电泳槽。

所有各项测定均由江西农业大学老师在

该校实验室进行。

结果与分析

(一) 体温、呼吸和心率

从表 1 看出, 丹麦长白猪的体温全距为

3819～ 3919℃, 平均为 39135℃; 呼吸数全距

为 23～ 48 次öm in, 平均为 3418 次öm in; 心

率全距为 64～ 152 次öm in, 平均为 115123 次

öm in。这 3 项常值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而

且都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但与《中国地方猪

种种质特性》一书中的数据相比 (除二花脸

和大围子猪的呼吸数相近外) , 无论是同一品

种或是国内各地方品种, 都略偏高, 尤以心

率较为明显。这可能与听诊时丹麦长白猪表

现敏感、易受惊有关。

(二) 血液生理常值

如表 2～ 5 所示, 红细胞数平均为 50019

万ömm 3; 白细胞数平均为 1198 万ömm 3; 血

小板数平均为 511554 万ömm 3; 血红蛋白量

平均为 914gö100m l。白细胞分类计数中: 嗜

酸性白细胞为 0197% , 嗜中性杆型为

6177% , 嗜中性分叶型为 29153% , 淋巴细胞

为 62159% , 单核细胞为 0133% , 血片中未

找到嗜碱性白细胞。红细胞沉降速度: 15m in

平均值为1105mm , 30m in 为1183mm , 60m in

表 1　体温、呼吸和心率测定结果

Table 1 T est resu lts of temperatu re, b reath ing and

rhythm of the heart

测定项目 n 范围 Xϖ±Sxθ

体温 (℃)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3819～ 3915

3819～ 3919

3819～ 3919

3912±0108

3914±0106

39135±0105

呼吸 (次·m in- 1)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23～ 41

26～ 48

23～ 48

34145±1164

35±1175

3418±1124

心率 (次·m in- 1)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67～ 150

64～ 152

64～ 152

121111±8103

114126±4156

115123±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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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白细胞数和血小板血红蛋白量测定结果

Table 2　T he test resu lts on the num bers of red and w h ite b lood cell, the quan tity of b lood p latelet and red

b lood album en

性别
测定头数

n

红细胞数

106 个·mm - 3

白细胞数

103 个·mm - 3

血小板数

103 个·mm - 3

血红蛋白量

g·100m l- 1

xθ±Sxθ xθ±Sxθ xθ±Sxθ xθ±Sxθ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6109±0131

5179±0113

5190±0114

2216±0116

1812±0108

1918±0108

49017±4316

52919±2816

51515±2316

914±0125

914±0120

914±0115

表 3　白细胞分类计数结果 (% )

Table 3 N um bers of w h ite b lood cell w ith differen t k inds

性别
测定头数

n

嗜酸性白细胞 嗜中性杆型 嗜中性分叶型 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

xθ±Sxθ xθ±Sxθ xθ±Sxθ xθ±Sxθ xθ±Sxθ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1±0133

0195±0171

0197±0118

7191±1171

6111±0189

6177±0184

28118±2148

30132±1114

29153±1115

62145±1171

62168±1117

62159±0194

0145±0125

0126±0110

0133±0111

表 4　红细胞沉降速度测定结果

Table 4　T he p recip ita t ion speed of b lood red cell

性别
测定头数

n

15m in 30m in 60m in 120m in

xθ±Sxθ

(mm )

xθ±Sxθ

(mm )

xθ±Sxθ

(mm )

xθ±Sxθ

(mm )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1±0

1108±0106

1105±0104

118±0109

1184±0114

1183±0114

219±0164

2189±0136

219±0132

5118±1132

4126±0169

4162±0164

表 5　血凝时间和红细胞渗透抵抗力

Table 5 B lood congealing tim e and perm eating resistance of red b lood cell

性别
测定头数

n

血凝时间 红细胞渗透抵抗X (% )

xθ±Sxθ

(分·秒)

最小 最大

xθ±Sxθ xθ±Sxθ

公

母

合计

11

19

30

2′10″±0130

1′34″±0108

1′47″±0114

0159±0102

0157±0101

0157±0101

0149±0102

0144±0102

0146±0101

为 219mm , 120m in 为 4162mm。血凝时间平

均为 1m in47s。红细胞渗透抵抗力最小平均

为 0157% , 最大平均为 0146%。

本测定结果除白细胞数量和血凝时间在

性别间有显著差异外, 其他项目性别间差别

都不显著, 全部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波动。而

与《中国地方猪种种质特性》一书中所载同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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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合猪生长及胴体测定结果

Table 1 D eterm ination of grow ing2fin ish ing perfo rm ance and carcass m erit in varions cro ss com bin it ion of p igs

组合 始重 未重 月增重 2kg 增重耗料 背膘厚 瘦肉率 肉色 大量石纹 pH 值 含系水率 肌肉含脂率

杜洛克 261317 911458 733 21832 1154 64115 3141 3124 6132 85143 4130

杜浙 26115 91192 671 2189 2113 62192 312 3 6125 85153 4130

长浙 2311 90141 543 3155 2129 621186 2188 3 6118 80131 3143

大浙 2614 9618 595 3114 2155 58113 3120 219 6117 85134 2169

4. 79 个百分点, 同时杜洛克 (S I 系) ×浙江中白

(D Ë 系) 组合有含脂率高, 肉色鲜红。系水率等肉

质较佳表现。

(三) 经 12 窝杜洛克 (S I系) ×浙江中白 (D Ë
系) 143 头大群肥育试验, 其生长肥育、胴体品质测

定结果看均与组合试验结果一致。与 1990 年〔5〕选用

第二世代杜洛克 (S I系) 猪×浙江中白 (D Ë 系) 母

猪大群肥育测定结果相比, 肥育期日增重提高 22g,

每千克增重耗料省 0. 095 千克, 胴体瘦肉率提高 1.

91 个百分单位, 窝产瘦肉量增加 24. 1 千克。表明

了高世代杜洛克 (S I) 猪通过选育提高主选性状的实

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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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比, 红细胞数、血红蛋白量偏低, 和内江

猪、民猪、香猪、河套大耳猪、金华猪等相比

则更低; 白细胞数与各地方品种相比均明显

偏高。白细胞分类中, 嗜酸性和嗜碱性
表 6　生化常值测定结果

Table 6　T est resu lts of b iochem ical constan t value

测定项目 n xθ±Sxθ

血清蛋白电泳

　 白蛋白 (% ) 44 42107±0168

　球蛋白

　　 Α1—G (% ) 44 8155±0151

　　 Α2—G (% ) 44 6156±0170

　　 Β—G (% ) 44 12151±0151

　　Χ—G (% ) 44 30131±0178

血清总蛋白 (g·100m l- 1) 44 6131±0108

血糖 (m g·100m l- 1) 44 98118±1153

血钙 (m g·100m l- 1) 44 10119±0116

血清无机磷 (m g·100m l- 1) 44 5165±0127

血清总胆固醇 (m g·100m l- 1) 44 177103±1169

白细胞都偏少, 嗜中性幼年型白细胞除低于

内江猪外, 都高于其他猪种, 其余数值均较接

近。红细胞沉降速度各品种间差异较大, 而丹

麦长白猪与同品种及河套大耳猪、内江猪的

数据则较接近, 另与二花脸、嘉兴黑猪、金华

猪、大花白猪相比都明显偏低。
(三) 生化常值

从表 6 可看出, 丹麦长白猪血清总蛋白

含量与《中国地方猪种种质特性》一书所载同

品种及其他品种如姜曲海猪相比都较接近,

与内江猪比则略低, 血清蛋白电泳中白蛋白

含量与大花白猪相接近, 而与同品种及内江

猪、大花白猪、姜曲海猪相比偏低; Α- 球蛋

白与 Β球蛋白偏低, 而 Χ- 球蛋白则明显偏

高。血清钙与同品种相比较接近, 与姜曲海猪

相比属略低, 与内江猪、大花白猪相比略高。

血清无机磷与同品种相比较近似, 比内江猪

高, 比姜曲海猪、大花白猪低。血糖含量与各

品种比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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