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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发育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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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旨在研究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发育及卵巢促卵泡素受体（FSHR）和促黄体

素受体 （ LH/CGR） mRNA表达的影响。选择27头体重(61.0±3.1) kg的长×大二元母猪，随机分成3
组（每组3个重复，每个重复3头猪），分别饲喂低、中、高3个能量水平[分别为NRC(1998)推荐消化
能需要的90%、100%和110%]的饲粮。试验期内各组平均日采食量相同，但摄入的消化能水平不同。
试验母猪在第2个发情期的第19天屠宰。结果表明：高能组卵巢重及大卵泡数显著高于低能组
(P<0.05)；各组间小卵泡数量差异不显著(P>0.05)。高能组卵巢FSHR和LH/CGR mRNA表达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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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低能组(P<0.05)。由此得出，高能量水平饲粮可促进后备母猪卵巢发育，有利于促进卵巢
FSHR和LH/CGR mRNA的表达。
关键词：能量水平；后备母猪；卵巢发育；基因表达
中图分类号：S828
作为哺乳动物的性腺，卵巢与母猪繁殖性能密切相关。后备母猪的卵巢发育、卵母细胞成熟和质
量直接影响母猪排卵率及性腺激素的分泌，从而影响胚胎数和产仔数[1]。关于饲粮能量对母猪繁殖性
能影响的研究有诸多报道，但结论不尽一致，多数研究者认为，通过对不同生长或繁殖周期母猪采用
一定方式的限饲与补饲，可影响卵泡发育（总卵泡数、大卵泡数等）、排卵率、胚胎发育等[1-6]。但也
有不同的报道，Almeida等[7]研究发现，母猪发情周期采取第1～7天限饲、第8～15天限饲及第1～15天
饱饲3种饲喂方式，排卵率并没有显著差异。而营养因素对卵巢促性腺激素受体表达影响的报道较少，
因此，关于后备母猪营养调控的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鉴于此，本试验以后备母猪为研究对象，
研究不同饲粮能量水平对卵巢发育及卵巢促卵泡素受体（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FSHR）
和促黄体素受体（luteinizing hormone/chorionic gonadotropin receptor，LH/CGR）mRNA表达的影响，
旨在为完善饲粮能量对动物繁殖性能作用的机制提供依据。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计
选用健康、体况良好的（150±3）日龄、体重为（61.0±3.1） kg 的“长×大”二元后备母猪 27 头，

随机分成 3 个组（每组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3 头），分别为：14.28 MJ/kg 消化能组(中能组)，按 N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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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设计的饲粮（能量摄入为猪营养消化能需要量的 100%）饲喂；12.86 MJ/kg 消化能组(低能
组)，按标准饲粮能量降低 10％的饲粮（能量摄入为猪营养消化能需要量的 90%）饲喂；15.71 MJ/kg
消化能组(高能组)，饲喂按标准饲粮能量增加 10％（能量摄入为猪营养消化能需要量的 110%）的饲
粮。各组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试验前将猪舍彻底清洗并消毒。参照 NRC（1998）后备母猪
营养需要推荐量，在试验期内，试验猪体重在 75 kg 以内时，每头猪饲喂量为 2.1 kg/d；体重达到 75
kg 后，每头猪饲喂量为 2.4 kg/d。除能量以外的其他营养成分摄入量相同。每天 08:00、15:00 饲喂 2
次，2 次饲喂量相同。试验母猪单圈饲养，自由饮水。在试验猪体重达到 80 kg 后，约 26 周龄开始，
每天检测发情 2 次，以出现静立反射记为发情第 1 天。
表1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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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levels of diets (air-dry basis)

%

低能组 Low energy

中能组 Mid energy

高能组 High energy

group

group

group

玉米 Corn

58.00

73.00

65.20

小麦麸 Wheat bran

21.94

豆粕 Soybean meal

17.60

22.50

23.90

1.75

8.13

0.70

0.66

0.70

0.78

项目 Items

原料 Ingredients

豆油 Soybean oil
石粉 Limestone

1.10

磷酸氢钙 CaHPO4
预混料 Premix1)

1.00

1.00

1.00

食盐 NaCl

0.24

0.28

0.28

L–赖氨酸 L-Lys

0.09

0.04

0.02

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

0.03

0.03

0.03

100.00

100.00

100.00

粗蛋白质 CP

15.52

15.51

15.52

钙 Ca

0.51

0.49

0.51

总磷 TP

0.47

0.45

0.45

有效磷 AP

0.15

0.24

0.25

合计 Total
营养水平 Nutrient level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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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赖氨酸 L-Lys

0.76

0.75

0.75

蛋氨酸+半胱氨酸 Met+Cys

0.53

0.57

0.56

标准回肠可消化赖氨酸 SID Lys

0.66

0.66

0.66

标准回肠可消化蛋氨酸 SID Met

0.20

0.23

0.23

标准回肠可消化苏氨酸 SID Thr

0.50

0.55

0.55

标 准 回 肠 可 消 化 蛋 氨 酸 +半 胱 氨 酸 SID

0.40

0.43

0.43

标准回肠可消化色氨酸 SID Trp

0.15

0.16

0.16

消化能 DE/(MJ/kg)

12.86

14.28

15.71

Met+Cy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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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克预混料含有 One kilogram of premix contained the following：VA 175 000 IU，VD3 20 000 IU，VE 1 100 IU，

VK 50 mg，VB2 300 mg，VB1 100 mg，VB6 150 mg，VB12 1 500 µg，生物素 biotin 5 mg，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 40
000 mg，叶酸 folic acid 30 mg，烟酸 nicotinic acid 1 250 mg，D–泛酸 D-pantothenic acid 900 mg，Cu (as copper sulfate)
500 mg，Fe (as ferrous sulfate) 8 000 mg，Mn (as manganese sulfate) 300 mg，I (as potassium iodide) 14 mg，Zn (as zinc
sulfate) 8 000 mg，Se (as sodium selenite) 25 mg。
2）

1.2

粗蛋白质为实测值，其余为计算值。CP was a measured value, while the others were calculated values.

样品采集
在第2次发情的第19天，屠宰取卵巢，用吸水纸吸去卵巢表面水分后称重，并统计大卵泡数(直

径＞3 mm)和小卵泡数(直径＜3 mm)，然后将卵巢置于液氮中速冻后－80 ℃保存，用于分子生物学
检测。
1.3

试验材料
焦磷酸二乙酯(DEPC)(美国Sigma公司)、Trizol试剂(美国Invitrogen公司)、反转录酶(M-MLV)(美

国Promega公司)、dNTP(中国TaKaRa公司)、RNase抑制剂(中国TaKaRa公司)、Oligo(dT)18(中国TaKaRa
公司)。
ABI System–7000型 PCR 仪 (美 国 ABI公 司 )、 GeneQuant–100核 酸 浓 度 测 定 仪 (英 国 Pharmacia
Biotech公司)、Sigma–3k15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Sigma公司)。
1.4
1.4.1

卵巢FHSR和LH/CGR mRNA表达的检测
样品总RNA提取
取 样 品 50 ～ 100 mg ， 采 用 Trizol 一 步 法 提 取 总 RNA 。 经 电 泳 检 测 总 RNA 的 完 整 性 。 用

GeneQuant–100核酸浓度测定仪检测总RNA的浓度和纯度。
1.4.2

引物设计与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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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使用Primer 5.0软件设计，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如表2所示。
表2
Table 2

试验所用目的基因引物和探针

Objective gene primers and probe designed for this study

基因

引物序列

长度

登录号

Genes

Primer sequences (5'—3')

Length/bp

Accession No.

促 卵 泡

F：GCCTGCCCATGGATATTGAC

素 受 体
R：TAGCAACCACAGATGACCACAAA

FSHR

103

AF025377

145

M29525

FAM-TAMRA：CCCTTGTCGCAGCTGTACGTTGTGTC
促 卵 泡

F：CCCAGCATCTTGGATATTTC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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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受 体
R：TGGCATCTAGGAGATTGGTAAATTT

FSHR

FAM-TAMRA：TGGAGTCCATTCAGACGCTAATTGCCA

1.4.3

目的片段的扩增
采用常规 PCR 法扩增目的片段和内参，用 FSHR、LH/CGR 引物，以高能组、中能组和低能组

卵巢的 cDNA 为模板，扩增目的片段，目的片段长度分别为 103 和 145 bp。反应条件为：94 ℃预变
性 3 min；94 ℃变性 30 s，59 ℃退火 30 s，72 ℃延伸 30 s，35 个循环；72 ℃延伸 6 min；4 ℃保
存。
1.4.4

纯化PCR产物的回收、连接、转化及序列测定
采用V-gene Biotechnology Limited的DNA凝胶回收试剂盒回收目的基因产物，与pMD 18-T载体

连接后，利用蓝/白菌落筛选法进行阳性克隆的初步筛选，运用日常型质粒DNA快速制备试剂盒提取
质粒。将PCR鉴定正确的重组质粒送到TaKaRa公司进行序列测定。将测序结果与互联网上已知的核
酸序列进行比较，用DNAMAN软件将测序结果与GenBank上的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
1.4.5

卵巢FSHR和LH/CGR mRNA表达量的测定
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仪，采用TaqMan探针法对FSHR和LH/CGR mRNA表达量进行检测。以连

续稀释的重组质粒作为阳性质控标准品，制作标准曲线。PCR反应体系为25.0 µL，其中：cDNA 1.00
µL，10×Ex Taq Buffer 2.50 µL，2.5 mmol/L dNTP Mixture 2.00 µL，10 pmol/L上下游引物各0.50 µL，
10 pmol/L FAM-TAMRA探针0.25 µL，Ex Taq HS 0.15 µL，ddH2O 18.10 µL。反应条件为：95 ℃预
变性6 min；94 ℃变性30 s，59 ℃退火30 s，48个循环。每份样品所含的拷贝数通过Ct值与相应的标
准曲线比较而得到。
1.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SPSS 15.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LSD法进行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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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发育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饲粮能量水平显著影响后备母猪大卵泡数及卵巢重（P<0.05），对小卵泡数无显著

影响（P>0.05）。随着饲粮能量水平的提高，大卵泡数增多，卵巢重增加。其中高能组大卵泡数、卵
泡重均显著高于低能组（P<0.05），与中能组均差异不显著（P>0.05）；低能组与中能组间大卵泡数
量、卵泡重均无显著差异（P>0.05）。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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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发育的影响

Effects of dietary energy level on ovary development of prepubertal gilts

项目

低能组 Low

中能组 Mid

高能组 High

P值

Items

energy group

energy group

energy group

P-value

卵巢重 Ovary weight/g

11.45±1.97a

12.67±2.04ab

13.85±3.14b

0.031

大卵泡数 Number of large follicle

17.21±2.26a

19.06±1.75ab

23.49±4.34b

0.029

小卵泡数 Number of small follicle

23.65±2.81

23.74±3.94

21.86±2.03

0.541

同行数据肩标无字母或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0.05)。下表同。
In the same row, values with no letter or the same letter superscripts mea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while with different small letter superscript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as
below.
2.2
2.2.1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FSHR和LH/CGR mRNA表达的影响
卵巢组织总RNA的鉴定
提取的总 RNA 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见图 1，有明显的完整 3 条带，分别为 28S、18S 和

5S，RNA 没有降解，完全符合反转录要求。吸光度（OD）260/OD280 值均达到 1.8～2.0，达到试验纯
度要求。

图1

卵巢组织总 RNA 电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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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2.2.2

The electrophoresis result of total RNA from ovary

目的基因PCR产物的鉴定
以重组质粒为模板，采用 FSHR、LH/CGR 引物进行常规 PCR 鉴定，见图 2，电泳可见 103 和

145 bp 处有特异的条带，与预计的片段大小相符。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测序结果与 GenBank 中
公布的 FSHR 和 LH/CGR 基因序列的同源性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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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促黄体素受体 LH/CGR；2：DL-2000 DNA Marker；3：促卵泡素受体 FSHR。
图2
Fig.2
2.2.3

FSHR 和 LH/CGR 重组质粒片段的 PCR 鉴定结果

Identification of FSHR and LH/CGR recombinant plasmid by PCR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FSHR和LH/CGR mRNA表达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饲粮能量水平显著影响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的表达量（P<0.05）。随着饲

粮能量水平的提高，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量均显著增加（P<0.05）。高能组卵巢 FSHR
mRNA 表达量均显著高于低能组和中能组（P<0.05）；而中能组和低能组间 FSHR mRNA 表达量差异
不显著（P>0.05）。高能组卵巢 LH/CGR mRNA 表达量显著高于低能组（P<0.05），但与中能组差异
不显著（P>0.05）；中能组和低能组间 LH/CGR mRNA 表达量差异不显著（P>0.05）。
表4
Table 4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背母猪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量的影响

Effects of dietary energy level on expression levels of FSHR and LH/CGR mRNA in ovary of
prepubertal gilts
低能组 Low energy

中能组 Mid energy

高能组 High energy

P值

group

group

group

P-value

1.74±0.12a

2.65±0.17a

4.27±0.35b

0.042

2.59±0.23a

4.38±0.39ab

7.16±0.57b

0.038

项目 Items

促卵泡素受体 FSHR/(×1010
copies/mL)
促黄体素受体 LH/CGR/(×107
copies/mL)

3
3.1

讨

论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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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的成熟是后备母猪初情期启动的标志之一。卵泡发育经历征集、选择、优势化和排卵等过
程，期间受内分泌、旁分泌及自分泌等因素的影响。多个研究证实，能量可影响不同繁殖时期母猪
的卵泡发育。本研究中，饲粮能量水平影响后备母猪大卵泡数及卵巢重，高能量水平显著增加大卵泡
数及卵巢重，这与王延忠[8]、周东胜[9]在对 59 kg 体重后备母猪饲喂混合油脂(油脂占消化能 29％，猪
油∶菜籽油=1∶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初情期前母猪在 75 kg 之后限饲至 85 kg，Booth 等[1]发现卵泡
数量显著低于自由采食母猪。Zak 等[5]、Van Den Brand 等[6]和 Hazeleger 等[10]在初产泌乳母猪中均得
到了相近的结论。卵巢重量与母猪繁殖性能密切相关，卵巢重增加，可促进性腺激素的分泌，也利
于更多的小卵泡继续发育。而排卵前大卵泡数的多少代表着可能的排卵率[8]。高能饲粮母猪卵巢重
及大卵泡数的增加，可能引起排卵率、配种后胚胎数和产仔数的相应提高。另外，本研究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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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水平对小卵泡数无显著影响，这与王延忠[8]、周东胜[9]的结论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饲粮中添加
油脂的种类差异所致。
3.2

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FSHR和LH/CGR mRNA表达的影响
关于饲粮能量水平对后备母猪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中，

饲粮能量水平引起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量的显著变化，高能可促进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的表达，且高能组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量最高，均显著高于低能组，这与
王延忠[8]的结论一致。这种显著性差异同样表现在 50 日龄初情期前小母猪的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量上[11]。由此表明，饲粮能量水平对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表达量的差异影响具
有长期效应，可能贯穿初情期前母猪的整个生长期内。
众所周知，促卵泡素（FSH）、促黄体素（LH）是调控母畜繁殖系统的重要激素，FSH 可启动
卵泡征集，促进卵泡发育、成熟至排卵前阶段；LH 与 FSH 协同促进卵泡生长成熟，并可诱发排卵。
FSH、LH 的生理作用是通过分别与 FSHR 和 LH/CGR 特异性结合所介导。能量因素影响卵巢上 FSHR
和 LH/CGR 表达的分子机制，目前还不是十分明了，可能通过调节卵巢 FSHR 和 LH/CGR 的表达而
改变卵泡对 FSH、LH 的敏感性，从而达到刺激卵泡发育、提高排卵率和产仔数的目的[11]，具体机
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揭示。
4

结

论

① 提高饲粮能量水平可增加后备母猪卵巢重量，增加大卵泡数。
② 提高饲粮能量水平有利于促进后备母猪卵巢 FSHR 和 LH/CGR mRNA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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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etary Energy Level on Ovary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Gene Expression of Prepubertal Gi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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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etary energy level on ovary development and mRNA
expression of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FSHR) and luteinizing hormone/chorionic
gonadotropin receptor (LH/CGR) of prepubertal gilts. Twenty-seven crossbred (Landrace×Yorkshire) gilts
with the body weight of (61.0±3.1) kg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allocated to 3 groups with 3 replicates
each and 3 pigs in each replicate, and were fed diets with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which were 90%, 100%
and 110% digestible energy (DE) recommended by NRC (1998), respectively. Gilts in all group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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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the same average daily feed intake in experimental period, but got different DE. Gilts were
slaughtered on the 19th day of the 2nd estrus cyc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vary weight and the number of
large follic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igh energy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low energy group
(P<0.05). Whereas the number of small follicl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energy level
groups (P>0.05). The high energy group had the highest FSHR and LH/CGR mRNA expression level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energy group (P<0.05). In conclusion, higher dietary
energy leve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ovar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expression of FSHR
and LH/CGR in ovary of prepubertal gilts.
Key words: energy level; prepubertal gilts; ovary development; gen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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