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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仔猪口服补铁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仔猪口服补铁剂及其制备
方法，
所述仔猪口服补铁剂主要包括以下有效成
分：
5～25重量份的有机铁、500～2000重量份的
核苷酸、5～35重量份的维生素、5～30重量份的
寡糖、
10～20重量份的葡萄糖氧化酶和益生菌，
所述益生菌与所述有机铁的用量比为( 5×104～
2×105 )Cfu:(5～25 )mg。
该仔猪口服补铁剂通过
核苷酸、
维生素、
寡糖、
葡萄糖氧化酶和益生菌与
有机铁按照特定比例搭配，
相互协同作用，
不但
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和利用，
提高口服补铁剂的生
物利用度，
在补铁性能方面达到注射铁剂的补铁
效果，
还能提高仔猪的免疫力，
而且不会造成仔
猪氧化应激和铁过载的问题，
还能减少病原体交
叉感染带来的疾病传播的风险，
提高仔猪的生长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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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主要包括以下有效成分：
5～25重量份的有机铁、
500～2000重量份的核苷酸、5～35重量份的维生素、5～30重量份的寡糖、
10～20重量份的
4
葡萄糖氧化酶和益生菌，
所述益生菌与所述有机铁的用量比为(5×10 ～2×105)Cfu:(5～
25)mg。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有机铁选自乳酸亚铁和甘
氨酸螯合铁中的至少一种。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核苷酸选自腺苷酸、尿苷
酸、
胞苷酸和鸟苷酸中的至少一种。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益生菌选自枯草芽孢杆菌
和乳酸杆菌中的至少一种。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益生菌为枯草芽孢杆菌和
乳酸杆菌的混合物。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维生素选自维生素B12 、
维
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中的至少一种。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寡糖选自低聚果糖和低聚
半乳糖中的至少一种。
8 .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仔猪口服补铁剂中，
所述有机铁的含量为5mg～25mg，
所述核苷酸的含量为0 .5g
4
5
～2g，
所述益生菌的含量为5×10 Cfu～2×10 Cfu，
所述维生素的含量为5mg～35mg，
所述寡
糖的含量为5mg～30mg，
所述葡萄糖氧化酶的含量为10mg～20mg。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仔猪口服补铁剂中，
所
述有机铁的含量为10mg～20mg；
所述益生菌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
所述枯草芽孢
杆菌的含量为5×104Cfu～1 .5×105Cfu，
所述乳酸杆菌的含量为0 .5×104Cfu～2×104Cfu；
所述维生素包括维生素B12 、维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
所述维生素B12的含量为0 .001mg～
0 .003mg，
所述维生素C含量为5mg～30mg，
所述叶酸的含量为0 .1mg～0 .3mg，
所述维生素E的
含为0 .5mg～2mg。
10 .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仔猪口服补铁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
骤：
将所述有机铁、所述核苷酸、所述益生菌、所述维生素、所述寡糖和所述葡萄糖氧化酶
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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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口服补铁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动物饲养产品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仔猪口服补铁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铁(Fe)是机体最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
它参与机体多种营养生理功能，
如参与载
体组成、转运和贮存营养素；
参与体内的物质和能量代谢；
参与生理防卫的功能。动物体内
铁的含量随动物种类、性别、年龄、
营养和健康状况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由于新生仔
猪体内铁的含量仅约为35mg/kg，
且大部分以血红蛋白的形式存在；
待新生仔猪生长至少1
月龄，
其体内铁的含量约为15mg/kg，
每天代谢需要7～10mg铁，
而每升母乳平均含铁量约为
1mg，
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铁。
因此，
仅靠母乳提供铁源的新生仔猪容易发生贫血，
表现出生长
缓慢、
精神萎靡、
被毛粗乱、
皮肤褶皱等症状。
由于传统的口服补铁剂的吸收利用度低，
在生
产实践过程中，
主要通过给仔猪注射牲血素来进行补铁，
以满足仔猪的生长需要。
[0003] 然而，
对于规模化养殖而言，
通过注射补铁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
而且注
射时会给仔猪带来应激，
有时处理不当还会导致注射部位脓肿，
造成仔猪铁过载，
引起仔猪
氧化应激和铁吸收障碍乃至应激死亡。
除此以外，
注射操作时难以频繁更换针头也易造成
猪场内病原体交叉感染传播。并且一旦仔猪因补铁不及时造成免疫力下降时，
单纯补铁已
无法满足临床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
有必要提供一种仔猪口服补铁剂，
使用方便，
且在补铁的同时可提高仔猪
免疫力。
[0005] 一种仔猪口服补铁剂，
主要包括以下有效成分：
5～25重量份的有机铁、
500～2000
重量份的核苷酸、
5～35重量份的维生素、
5～30重量份的寡糖、
10～20重量份的葡萄糖氧化
酶和益生菌，
所述益生菌与所述有机铁的用量比为(5×104～2×105)Cfu:(5～25)mg。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有机铁选自乳酸亚铁和甘氨酸螯合铁中的至少一种。
[000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核苷酸选自腺苷酸、
尿苷酸、
胞苷酸和鸟苷酸中的至少
一种。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益生菌选自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中的至少一种。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益生菌为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混合物。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维生素选自维生素B12、
维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中的至
少一种。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寡糖选自低聚果糖和低聚半乳糖中的至少一种。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
在所述仔猪口服补铁剂中 ，所述有机铁的含量为5mg～
25mg，
所述核苷酸的含量为0 .5g～2g，
所述益生菌的含量为5×104Cfu～2×105Cfu，
所述维
生素的含量为5mg～35mg，
所述寡糖的含量为5mg～30mg，
所述葡萄糖氧化酶的含量为10m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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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g。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
在所述仔猪口服补铁剂中 ，
所述有机铁的含量为10mg～
20mg；
所述益生菌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
所述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5×104Cfu～
1 .5×105Cfu，
所述乳酸杆菌的含量为0 .5×104Cfu～2×104Cfu；
所述维生素包括维生素B12、
维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
所述维生素B12的含量为0 .001mg～0 .003mg，
所述维生素C含量为
5mg～30mg，
所述叶酸的含量为0 .1mg～0 .3mg，
所述维生素E的含为0 .5mg～2mg。
[0014] 本发明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仔猪口服补铁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5] 将所述有机铁、
所述核苷酸、所述益生菌、所述维生素、所述寡糖和所述葡萄糖氧
化酶混合均匀。
[001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上述仔猪口服补铁剂含有有机铁、
核苷酸、
维生素、寡糖、益生益和葡萄
糖氧化酶，
其中核苷酸和益生菌能协同铁的吸收代谢和促进肠道发育，
维生素能协同铁的
吸收代谢和降低机体的应激，
寡糖能协同铁的吸收代谢和促进肠道益生菌定植，
葡萄糖氧
化酶能清除机体的自由基，
具有抗炎和抗应激的效果，
通过上述多种增效剂和有机铁按照
特定比例搭配，
相互协同作用，
不但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和利用，
提高口服补铁剂的生物利用
度，
在补铁性能方面达到注射铁剂的补铁效果，
还能提高仔猪的免疫力，
而且不会造成仔猪
氧化应激和铁过载的问题，
还能减少病原体交叉感染带来的疾病传播的风险，
提高仔猪的
生长性能。
[0018] 2)本发明仔猪口服补铁剂中的各有效成分均易溶于水，
可直接用水或生理盐水等
配制成水剂，
便于喂服，
且易于吸收和利用。
[0019] 3)本发明上述制备方法，
操作简单，
易于实现。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
下面将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
并给出了本发明的较
佳实施例。但是，
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
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
反地，
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21] 除非另有定义，
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
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2]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提供一种仔猪口服补铁剂，
主要包括以下有效成分：
5～25重量
份的有机铁、
500～2000重量份的核苷酸、
5～35重量份的维生素、
5～30重量份的寡糖、
10～
4
20重量份的葡萄糖氧化酶和益生菌，
其中，
益生菌与有机铁的用量比为(5×10 ～2×105)
Cfu:(5～25)mg。
[0023] 可以理解，
益生菌与有机铁的用量比指益生菌的活菌与有机铁的用量比。
[0024]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仔猪口服补铁剂可以是水剂、
粉剂或颗粒剂等，
其中水剂的溶
剂可以为水或生理盐水等常用口服剂的溶剂；
使用时可直接口服，
或将粉剂或颗粒剂加溶
剂溶解后口服，
也可添加至仔猪的饲料中进行饲喂。
[0025] 在一实施例中，
仔猪口服补铁剂主要包括10～20重量份的有机铁、
500～2000重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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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核苷酸、
5～35重量份的维生素、
5～30重量份的寡糖、
10～20重量份的葡萄糖氧化酶和
4
益生菌，
其中，
益生菌与有机铁的用量比为(5×10 ～2×105)Cfu:(10～20)mg。
[0026] 在一实施例中，
有机铁选自乳酸亚铁和甘氨酸螯合铁中的至少一种。
[0027] 乳酸亚铁易溶于水，
口服后易被肠道吸收利用，
且对胃肠道的刺激较轻。甘氨酸螯
合铁易于吸收，
且不易与其他微量元素产生拮抗作用，
对维持肠道pH值也具有一定的缓冲
能力。
[0028] 在一实施例中，
核苷酸选自腺苷酸、
尿苷酸、
胞苷酸和鸟苷酸中的至少一种。
[0029] 在一实施例中，
益生菌选自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中的至少一种。
[0030] 较优地，
益生菌为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混合物。
[0031] 枯草芽孢杆菌能产生蛋白酶、
淀粉酶和脂肪酶，
促进肠道的消化吸收；
乳酸杆菌能
产生乳酸并协同铁的吸收代谢，
同时具有抗炎和抗应激的效果。
[0032] 在一实施例中，
维生素选自维生素B12、
维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中的至少一种。
[0033] 较优地，
维生素为生素选自维生素B12、
维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的混合物。
[0034] 在一实施例中，
在所述仔猪口服补铁剂中，
有机铁的含量为5mg～25mg，
核苷酸的
4
5
含量为0 .5g～2g，
益生菌的含量为5×10 Cfu～2×10 Cfu，
维生素的含量为5mg～35mg，
寡糖
的含量为5mg～30mg，
葡萄糖氧化酶的含量为10mg～20mg。
[0035] 上述仔猪口服补铁剂特别适用于21日龄及以内的新生仔猪。
具体地，
将上述仔猪
口服补铁剂按照仔猪出生后每周口服一次，
能够很好地起到补铁、
抗应激、
提高免疫力的作
用。
[0036] 进一步地，
在仔猪口服补铁剂中，
有机铁的含量为10mg～20mg；
益生菌包括枯草芽
4
5
孢杆菌和乳酸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5×10 Cfu～1 .5×10 Cfu，
乳酸杆菌的含量为
4
4
0 .5×10 Cfu～2×10 Cfu；
维生素包括维生素B12、
维生素C、
叶酸和维生素E，
维生素B12的含
量为0 .001mg～0 .003mg，
维生素C含量为5mg～30mg，
叶酸的含量为0 .1mg～0 .3mg，
维生素E
的含为0 .5mg～2mg。
[0037] 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提供一种上述仔猪口服补铁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8] 按照仔猪口服补铁剂的配方，
将有机铁、
核苷酸、
益生菌、
维生素、
寡糖和葡萄糖氧
化酶混合均匀。
[0039] 上述仔猪口服补铁剂可以直接采用口服的途径，
给仔猪经口补充铁源和上述的增
效剂，
增效剂能够很好地促进铁的吸收和利用，
达到防治仔猪缺铁性贫血的目的；
同时，
能
够避免仔猪氧化应激和铁过载，
提高仔猪免疫力和减少病原体交叉传播的风险，
提高仔猪
群体的生长性能。
[0040] 具体地作用原理为：
有机铁提供充足有效的铁源，
核苷酸能协同铁的吸收代谢，
促
进肠道发育；
乳酸杆菌能产生乳酸并协同铁的吸收代谢，
同时具有抗炎和抗应激的效果；
维
生素能协同铁的吸收代谢，
降低机体的应激；
寡糖能协同铁的吸收代谢，
促进肠道益生菌定
植；
枯草芽孢杆菌能产生蛋白酶、淀粉酶和脂肪酶，
促进肠道的消化吸收；
葡萄糖氧化酶能
清除机体的自由基，
具有抗炎和抗应激的效果；
通过有机铁和上述多种增效剂的协同作用，
提高有机铁的生物利用度的同时提高仔猪的免疫力和生长性能。
[0041] 以下为具体实施例
[0042] 1、
配制仔猪口服补铁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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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按照下表1称取各实施例和对比例的原料组分，
然后分别取4mL无菌水，
将各组分
加入至水中，
震荡混合均匀，
即得到实施例1～5和对比例1～4的口服补铁剂。采用表1配方
配制的口乳补铁剂的量为一头仔猪单次的口服量。
[0044] 表1
[0045]

[0046]
[0047]

2、
动物试验
选取体重、遗传背景相近的0日龄哺乳仔猪80头分为10组，
交由同胎次(第3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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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寄养，
第3天起给予不同的处理，
每周一次，
具体处理时间为仔猪出生后第3天、第7天、第
17天，
其中，
对照组的8头仔猪灌服生理盐水，
注射补铁组的8头仔猪注射牲血素，
剩余8组仔
猪分别喂服上述实施例1～5和对比例1～3的口服补铁剂，
并相应记为实施例1～5和对比例
1～3。然后于第21天测定试验仔猪的血常规参数和体重，
统计结果见下表2。
[0048] 表2
[0049]

Hb(血红蛋白)
HCT(红细胞压积)
21日龄体重(kg)
对照组
74 .3±17 .9c
23 .4±5 .48c
3 .06±0 .12c
注射补铁组
99 .29±17 .04a
30 .9±4 .95a
5 .76±0 .28a
实施例1
100 .28±5 .5a
30 .2±1 .52a
6 .42±0 .31a
实施例2
104 .19±10 .7a
30 .8±3 .57a
6 .51±0 .27a
实施例3
103 .65±15 .1a
30 .4±3 .12a
6 .36±0 .28a
实施例4
98 .23±6 .7a
29 .2±1 .34a
5 .93±0 .42a
实施例5
110 .12±9 .2a
31 .3±1 .59a
6 .61±0 .34a
对比例1
88 .45±16 .7b
27 .2±1 .28b
5 .13±0 .15b
对比例2
93 .15±8 .1b
26 .4±3 .12b
6 .16±0 .46a
对比例3
92 .48±7 .5b
28 .1±2 .74b
6 .32±0 .41a
对比例4
86 .68±10 .5b
26 .0±2 .15b
4 .39±0 .43c
[0050] 由上表数据可知，
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5的口服补铁剂进行补铁，
在补铁性能方
面能达到注射牲血素的补铁效果，
且采用实施例1～5的口服补铁剂进行经口服补铁的试验
组，
21日龄的仔猪的体重明显重于注射补铁组，
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口服补铁剂能够提高
仔猪群体的生长性能。
[0051] 对比例1～4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补血作用，
但是效果不佳，
其补血效果达不到注
射补铁的效果，
口服对比例1～4的口服补铁剂还不能替代注射补铁。
[005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
为使描述简洁，
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
然而，
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
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5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
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
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因此，
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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