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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福利受损模型的建立
及营养干预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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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方法

目的

探索建立实验小鼠的福利受损模型，
并研究营养干预对模型小鼠福利的改善作用。

以反复制动模拟常规实验处置对小鼠的福利损害，测定与福利相关的神经内分泌、免疫、

生化、生长指标和饲料效价，评价其在实验中消耗的生物学代价；采用营养咬棒对模型小鼠同步
干预，测定相关指标。结果
制动小鼠体增重和饲料效价（ＦＥＲ）显著降低（Ｐ＜０．０１），血清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皮质酮（ＣＯＲＴ）、肾上腺素（ＥＰＩ）、去甲肾上腺素（ＮＥ）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１），
血清 β－ 内啡肽（β－ＥＰ）、白介素 －２（ＩＬ－２）水平、脾脏指数、外周血白细胞总数（ＷＢＣ）、脾脏 Ｔ 、Ｂ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ＳＩＴ， ＳＩＢ）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Ｐ ＜０．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营养咬棒组ＣＯＲＴ、
ＡＣＴＨ 、ＥＰＩ 和 ＮＥ 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脾脏指数、脾脏 Ｔ 、Ｂ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ＩＬ－２ 和 ＷＢＣ
显著升高（Ｐ＜０．０５，
Ｐ ＜０．０１）。
结论 制动小鼠再现了福利损害时动物的神经内分泌紊乱、
免疫抑
制和生长抑制状况，可作为福利受损的动物模型，营养干预有助于改善制动小鼠的神经内分泌紊
乱和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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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动物福利技术研究领域，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常规的实验处置手段能够引起动物
的应激反应，如不予及时控制和干预，往往导致
额外的福利损害［１］，不仅降低了实验动物的福利水
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科学研究。对此类福
利损害的技术评价和干预，正成为该领域的热点问
题。然而，由于缺乏合适的动物模型，这方面的
研究受到极大限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
指标和成熟的干预技术。本研究参考制动术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的方法，采用小鼠建立实验性福利受
损动物模型，并根据动物在应激状态下的营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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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小鼠的行为习性对模型动物进行营养干预，
初步探索该模型在动物福利评价和干预技术研究中
的意义， 以及采取营养干预改善小鼠福利的可行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
清洁级封闭群雄性 ＫＭ 小鼠 １９２ 只，２０￣２２ 日
龄， 购自复旦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 并在该部ＳＰＦ级
动物实验设施内进行［ＳＣＸＫ（沪）２００５－０００２，ＳＹＸＫ
（沪）２００２－００１１］。动物饲养于无色透明塑料小鼠盒
内（尺寸为 ２９４ ｍｍ × ２０２ ｍｍ × １３５ ｍｍ）， ４ 只 ／ 笼，
采用 １２ ｈ 明 ／ 暗光制，照明时间 ７∶００￣１９∶００。
１．２ 主要仪器和试剂
上海精科 ＭＰ５０２Ｂ 型电子秤， 双圈牌 ＭＡ１１０ 型
电子分析天平，德国 Ｅｏｓ－ｂｒａｖｏ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日本ｐｏｃＨ－１００ｉｖ Ｄｉｆｆ全自动动物血液分析仪，
美国 Ｂｉｏ－Ｔｅｋ Ｅｌｘ８００ ＵＳＡ 酶标仪，美国 ＳＨＥＬＬＡＢ
Ｃ Ｏ ２ 培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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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常规指标（ 血清总蛋白、血糖、总胆固

指数（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和胸腺指数（ｔｈｙｍｕｓ ｉｎｄｅｘ）：

醇）测定试剂由北京利德曼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脏器指数＝

激素和细胞因子（ 小鼠皮质酮、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β － 内啡肽、白

脏器重量／ｇ
体重／ｇ

×１００％

细胞介素 － ２）测定试剂盒全部为血清型，系美国

１．４．４ 血液生化指标测定 动物经眼眶动静脉取血，
室温静置３０ ｍｉｎ，４℃离心（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５ ｍｉｎ，分

ＲａｐｉｄＢｉｏ公司产品，购自上海轩昊科技发展有限公

离血清，立即测定血清总蛋白（ＴＰ）、血糖（ＧＬＵ）和

司。Ｃ ｏ ｎ Ａ、ＬＰＳ、Ｍ Ｔ Ｔ 和 Ｒ Ｐ Ｍ Ｉ － １ ６ ４ ０ 培养基为

总胆固醇（ＴＣＨＯ）含量，测定采用终点法， 按仪器说

Ｓｉｇｍａ 公司产品。

明操作。用于测定激素和细胞因子的血清分装后 －

１．３ 实验分组和处理

２０℃保存待测， 测定采用ＥＬＩＳＡ法， 按试剂盒说明书

和处理如下： 对照组，４８ 只， 常规饲养，不作任何

操作。
１．４．５ 淋巴细胞增殖活性测定

实验处理， 实验组， ４８ 只， 每日早（７∶００－８∶００）

１．４．５．１

晚（１８∶００－１９∶００）各制动 １ ｈ，具体操作为：将

取脾，剔净结缔组织，用无菌 Ｈａｎｋｓ 液漂洗数次，
用玻璃注射器芯将脾脏碾碎，加入适量无菌 Ｈａｎｋｓ
液制成单细胞悬液，于 ２００ 目不锈钢筛网上过滤 ３
遍，收集滤液并用无菌 Ｈａｎｋｓ 液洗涤 ３ 次，除去
红细胞，以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完全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
为 ２．５ × １０６ 个 ／ｍｌ 备用。
１．４．５．２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取制备好的脾细胞悬
液按２００ µｌ／ｗｅｌｌ接种于９６孔细胞培养板，每份样
品均设 ３ 个 Ｔ 细胞平行试验孔，３ 个 Ｂ 细胞平行试
验孔，以及 ３ 个对照孔，每个试验孔加入预先平
衡至室温的 ＣｏｎＡ 工作液（Ｔ 细胞）或 ＬＰＳ 工作液（Ｂ 细
胞）１０ µｌ， 对照组加入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完全培养液１０ µｌ，
置培养箱中以 ５％ ＣＯ２，饱和湿度， ３７℃培养 ７２ ｈ。
另设不加细胞悬液的空白孔。
１．４．５．３ 呈色与测定 于培养结束前４ ｈ取出培养
板，每孔加入 ＭＴＴ 工作液 ２０ µｌ，按前述条件继
续培养 ４ ｈ 后，终止培养，吸弃孔内上清 ２００ µｌ，
每孔加入 １５０ µｌ ＤＭＳＯ，置酶标仪上震荡 １０ ｍｉｎ，
在 ４９０ ｎｍ 处读取各孔吸光度值（Ａ４９０）并以空白孔调
零。以刺激指数表示淋巴细胞增殖能力，按以下
公式计算刺激指数：

１．３．１

福利受损模型建立

研究观察期为９ ｄ，
分组

小鼠水平装入自制塑料制动器，调节制动器活塞使
之限制小鼠进退和掉头，但不产生压迫感，实验
处理同时禁饮食。非处理时间的饲养管理操作和环
境条件控制同对照组。
１．３．２

营养干预研究

观察期为１４ ｄ，
分组和处理

如下： 模型对照组，４８ 只，处理同 １．３．１ 实验组。
干预组，４８ 只，处理同模型对照组，自处理之日
起采用营养咬棒同步干预，具体操作为：白天
２ 次处理间隙给予营养咬棒 １ 支 ／ 笼，悬于笼盒内。
咬棒按《实验动物 小鼠大鼠配合饲料》国家标准
ＧＢ１４９２４．３－２００１ 用氨基酸和维生素配伍，并以琼
脂赋形，每支长约 ８ ｃｍ， 直径 １．５ ｃｍ，重量约
１２ ± １ ｇ。
１．４ 测定项目和测定方法
１．４．１

生长和摄食测定

每次实验处理结束后立即

测量体重，饲料消耗测定于每次实验组处理前、
后进行， 分别统计 ４ 个时段（１９∶００￣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１９：００）的饲料消耗。
按下列公式计算饲料效价：
饲料效价（FER）=

实验期间体增重 /g
实验期间饲料消耗总量 /g

脾细胞悬液制备

将动物脱颈处死，
无菌

刺激指数（ＳＩ）＝ 试验孔 Ａ４９０ 均值 ／ 对照孔 Ａ ４９０ 均值
×100%

１．４．２ 外周血白细胞（ＷＢＣ）计数 动物经单侧尾静脉
采血 ２０ µｌ，以 １５ ｇ／Ｌ 的 ＥＤＴＡ－Ｋ ２ 溶液抗凝，２ ｈ
内置ｐｏｃＨ－１００ｉｖ Ｄｉｆｆ全自动动物血液分析仪上测定
白细胞总数。
１．４．３ 胸腺和脾脏指数测定 取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的动物，完成白细胞计数后当天摘取胸腺和脾脏，
剔净结缔组织，称量湿重，按下列公式计算脾脏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实验结果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进行统计，结果以均
值±标准差(x－ ± ｓ)表示，
两组均数比较采用ｔ 检验，
检验水准，α＝ ０ ． ０ ５ ，α＝ ０ ． ０ １ 。

２ 结果
２．１

福利受损动物模型的建立
随着日龄增长，实验组和对照组体重差距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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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大，实验组的体增重（△ ＢＷ）和饲料效价（ＦＥＲ）

应显示实验组 Ｔ 细胞刺激指数（ＳＩＴ）和 Ｂ 细胞刺激指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表 １），两组

数（ＳＩＢ）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表４）。

饲料消耗总量和日、夜摄食量构成无显著差异。

２．２ 营养咬棒干预研究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 Ｃ Ｏ Ｒ Ｔ 、Ａ Ｃ Ｔ Ｈ 、Ｎ Ｅ
升高，β－ＥＰ 下降，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ＥＰＩ 显

干预组和模型对照组实验期间体增重和饲料效
价差异均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表５）。

著升高（Ｐ＜０．０５）（表２）。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干预组 Ｃ Ｏ Ｒ Ｔ 、Ａ Ｃ Ｔ Ｈ 、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血清 Ｔ Ｐ 、Ｇ Ｌ Ｕ 、Ｔ Ｃ Ｈ Ｏ 含

ＥＰＩ和 ＮＥ 均降低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６）。

量差异均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表３）。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干预组的 Ｔ 细胞刺激指数

与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脾脏指数（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Ｔ）和ＩＬ－２升高且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Ｂ细胞刺

降低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ＩＬ－２和ＷＢＣ降低且差异
极显著（Ｐ＜０．０１）。测定小鼠脾脏细胞对丝裂原的反

激指数（ＳＩＢ）、脾脏指数（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和 ＷＢＣ升高
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７）。

表 １ 小鼠实验期间体重变化和饲料效价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ｎ

ＢＷ１／ｇ

ＢＷ２／ｇ

△ＢＷ／ｇ

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６

１８．９１±１．５１

３８．７２±１．７８

１９．８１±１．９４

２２．４６±１．９８

实验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１８．３０±１．２

３２．５３±１．６１＊＊

１４．２２±１．６７＊＊

１５．２２±１．３２＊＊

注： ①ＢＷ１： 实验初始体重； ＢＷ２： 实验终末体重； △ＢＷ＝ ＢＷ２－ＢＷ１； ②与对照组比较，
Ｎｏｔｅ： ①ＢＷ１：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ＥＲ／％

＊＊

Ｐ ＜０．０１

ＢＷ２：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Ｗ＝ ＢＷ２－ＢＷ１

②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表 ２ 小鼠血清中５种激素的水平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５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ｎ ＣＯＲＴ／ｎｍｏｌ·Ｌ－１

组别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实验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３９．６５±４．１６

５．７６±０．５９
＊＊

１６

β－ＥＰ／ ｎｍｏｌ·Ｌ－１

ＡＣＴＨ／ｎｇ·Ｌ－１

６．１３±０．６４
＊＊

４４．２３±４．５７

ＥＰＩ／ｎｇ·Ｌ－１

７．８５±１．３１

ＮＥ／µｇ·Ｌ－１

３６．４６±４．２５

＊＊

１６．８３±１．７２

＊

３．５６±０．３９

１９．２０±１．８３＊＊

４１．６５±６．７７

注： ①与对照组比较，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１
Ｎｏｔｅ： ①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１

表 ３

血清 Ｔ Ｐ 、Ｇ Ｌ Ｕ 、Ｔ Ｃ Ｈ Ｏ 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Ｐ，ＧＬＵ ａｎｄ ＴＣＨＯ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ｎ

ＴＰ／ｇ·Ｌ－１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１

ＴＣＨＯ／ｍｍｏｌ·Ｌ－１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６

４８．１６±３．１６

７．０５±０．９５

２．６１±０．３０

实验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４８．９１±３．１０

６．９２±１．０１

２．５５±０．３８

表 ４ 免疫指标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ｎ

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６

０．２５５±０．０３１

实验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ｔｈｙｍｕ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２３８±０．０３０
＊

０．２２８±０．０２５

０．２４５±０．０３７

注： ①与对照组比较，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１
Ｎｏｔｅ： ①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１

ＩＬ－２／ ｎｇ·Ｌ－１

ＷＢＣ／１０９·Ｌ－１

２０．７９±２．１１

ＳＩＴ

８．２１±０．７０
＊＊

１４．４５±１．５９

ＳＩＢ

１．５２±０．１３
＊＊

７．０４±０．７６

＊＊

１．１７±０．１０

１．３４±０．２０
１．０９±０．１１＊＊

７７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 Laboratory Animal and Comparative Medicine

Ａｐｒ．２００８，２８（２）

表 ５ 营养干预对制动小鼠体重和饲料效价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ＥＲ ｉ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ｎ

ＢＷ１／ｇ

ＢＷ２／ｇ

△ＢＷ／ｇ

ＦＥＲ／％

模型对照组 Ｍｏｄｅｌ

１６

１８．９５±１．４２

３２．３０±１．８５

１３．３５±１．８４

１５．０３±１．４１

干预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１８．７６±０．９３

３２．５７±２．２０

１３．８１±２．０９

１５．３３±１．１５

表 ６ 营养干预对制动小鼠血清中５种激素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５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ＲＴ／ｎｍｏｌ·Ｌ－１

ｎ

ＡＣＴＨ／ｎｇ·Ｌ－１

β－ＥＰ／ ｎｍｏｌ·Ｌ－１

ＥＰＩ／ｎｇ·Ｌ－１

ＮＥ／µｇ·Ｌ－１

模型对照组 Ｍｏｄｅｌ

１６

４５．８７±４．７６

７．９６±１．３３

３．１２±０．５１

４０．１５±６．６７

２０．７９±２．０７

干预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４１．０４±５．５６＊

７．０４±１．１２＊

３．２５±０．４１

３６．０３±４．１８＊

１８．８２±２．２５＊

注： ①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Ｐ ＜０．０５
Ｎｏｔｅ： ①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０．０５

表 ７ 营养干预对制动小鼠免疫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ｍｉｃｅ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Ｂ

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Ｌ－２／ ｎｇ·Ｌ－１

ＷＢＣ／１０９·Ｌ－１

ｎ

ＳＩＴ

模型对照组 Ｍｏｄｅｌ

１６

１．１７±０．１３

１．１２±０．１０

０．２３０±０．０２１

１４．６８±１．５１

５．９７±０．８６

干预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６

１．３０±０．１２＊＊

１．２０±０．０９＊

０．２５１±０．０１７＊

１７．７１±１．９２＊＊

６．８３±１．０４＊

注： ①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Ｐ ＜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Ｎｏｔｅ： ①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动物实验研究中， 实验处理给动物带来的生理
痛苦和心理压力及其累积效应是公认的福利损害［２］，
确切评价此类损害程度是实验动物福利技术研究的
重要基础。对多种动物的观察和研究表明，动物
的福利水平表现为动物在适应环境改变过程中付出
的生物学代价，评价这一生物学代价必须综合考虑
动物外观、行为模式、生长发育水平、特异性和
非特异性免疫力、神经内分泌反应以及器官组织病
理等福利相关指标的变化［３］。然而由于缺乏合适的
动物模型，目前对这些指标在动物福利技术评价中
的意义及其应用的研究受到极大限制。因此，本
研究借鉴一种温和的身心刺激手段（制动术）模拟实
验中动物的福利损害，探索建立能够重现慢性福利
损害累积效应的动物模型，为实验动物福利技术评
价和干预研究提供合适的对象。本研究参考目前探
讨较多的动物福利相关指标，以小鼠的体重变化反
映其生长发育水平，以饲料消耗反映其摄食行为，
以血清 Ｔ Ｐ 、Ｔ Ｃ Ｈ Ｏ 和 Ｇ Ｌ Ｕ 反映其物质代谢状况，
以外周 Ｗ Ｂ Ｃ 总数、主要免疫器官指数、脾淋巴细
胞增殖能力、血清 ＩＬ－２ 水平反映其基础免疫状况，

以 ５ 种激素（神经递质）的血清含量反映其神经内分
泌反应，通过综合评价这些指标的变化来比较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福利状况。
在对福利受损小鼠模型研究中发现，实验组
外周 Ｃ Ｏ Ｒ Ｔ 、Ａ Ｃ Ｔ Ｈ 、Ｅ Ｐ Ｉ 和 Ｎ Ｅ 水平升高而 β－ Ｅ Ｐ
的水平下降，提示实验处理改变了动物相关神经内
分泌系统活性。外周 ＣＯＲＴ 和 ＡＣＴＨ 水平升高是下
丘脑－垂体－肾上腺（ＨＰＡ）反应的主要的生物化学表
现。在动物福利评价中，Ｈ Ｐ Ａ 反应程度是最经典
的指标［４］。实验表明制动刺激引起 ＨＰＡ 轴的级联激
活，导致肾上腺皮质释放大量糖皮质激素（ＧＣ）并使
其维持在较高水平。生物体面对环境挑战时提高
ＧＣ 的循环水平有助于帮助维持机体在不同环境中
的稳态，然而血液中持久的高水平 ＧＣ 会导致机体
损伤，也可能减弱机体对外界的适应力。Ｅ Ｐ Ｉ 和
ＮＥ是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ＳＮＳ）反应的主要外周
产物， ＳＮＳ反应的生理意义是通过紧急动员确保重
要器官的血液供应， 迅速提高机体防御能力， 然而制
动导致 ＳＮＳ 反应持续较长时间则可能导致多种组织
的缺血坏死和功能紊乱［５］。内阿片肽家族的重要成
员 β－ＥＰ 已被证明和身心刺激存在某种联动［６］，而
且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共同物质基础以及作

７ ８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 Laboratory Animal and Comparative Medicine

Ａｐｒ．２００８，２８（２）

用最强的内源性镇痛物质， 推测制动小鼠外周β－ＥＰ

长发育方面较好地模拟实验中动物的福利损害情况，

水平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网络调节的紊乱以及可

适合作为相关的福利评价和干预研究的动物模型。

能改变动物的痛阈， 从而间接影响动物福利水平。

在模型动物的基础上， 本研究观察了采用特制

和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血清中这５种激素（神经递质）
的水平的明显波动提示制动使动物的稳态受到破坏，

的营养咬棒实施营养干预的效果。根据对模型和常
态动物的比较分析， 研究确立用 ＨＰＡ 反应、ＳＮＳ 反

内环境失调， 罹患适应性疾病的风险大大增高。

应和β－ＥＰ外周水平综合评价实验动物的神经内分泌

免疫抑制是公认的实验动物福利问题 。研究
［７］

反应， 用外周白细胞总数、脾脏指数、外周 ＩＬ－２水

也观察到实验组外周 ＷＢＣ 总数、外周 ＩＬ－２ 含量、

平以及脾脏淋巴细胞增殖能力评价其基础免疫状

脾脏指数和淋巴细胞增殖力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况，用体增重和饲料效价评价其生长。结果显

ＷＢＣ 总数和脾脏指数是评价实验动物免疫系统功能
的常用指标，两者降低提示机体免疫细胞总数减少

示，干预显著降低了实验性福利损害模型小鼠的
Ｈ Ｐ Ａ 反应和 Ｓ Ｎ Ｓ 反应相关激素水平，并使小鼠各

并可能发生免疫器官萎缩，淋巴细胞增殖活性下降

项免疫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恢复，提示营养咬棒的干

反映机体对特异性抗原的应答能力降低，ＩＬ－２是体

预能够促进小鼠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恢复正常，缓

内作用最强的 Ｔ 细胞生长因子，由 Ｔ 细胞系分泌，
其产量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免疫抑制状
况。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实验组出现了免疫抑制，
这表明可以通过制动模拟实验动物福利损害时的免
疫抑制状况。
此外，实验动物福利受到损害时，往往引起
生长发育迟缓。研究中，实验组体重增长明显低
于对照组。由于两组饲料消耗总量差异不显著而饲
料效价差异显著，可知制动没有明显抑制动物的采
食行为，但是降低了饲料作用于动物生长的效率。
因此， 制动小鼠再现了福利受到损害时神经内
分泌、免疫和生长方面的非特异性变化。制动术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是研究身心压力对机体影响的常用方法［８］。
运用制动术模拟动物在实验中的福利损害，主要是
依据其刺激方式、刺激性质和所引发的反应。多
数实验都需要对动物进行保定，保定的过程和制动
极其相似。许多“无害”的常规实验操作往往同
时造成动物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制动术也属于身
心刺激。在福利受损的实验动物中，常常观察到
生长、行为、内分泌和免疫的一系列非特异性反
应，制动也使机体出现类似变化［ ９ ， １ ０ ］ 。而且，制
动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轻微的福利损害，就实验小鼠
而言，制动至少限制了其活动自由，剥夺了其舒
展肢体、选择自然姿势的权利，妨碍其梳理、清
洁等个体修饰行为的表达以及社群交流，并引起恐
惧、憎恶的情绪［１１］。因此， 制动小鼠的各项指标的
变化反映了一般动物实验过程对动物机体稳态的累
积损害效应。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采用该方法
建立的福利受损模型能够在神经内分泌、免疫和生

解小鼠的免疫抑制，对于改善其内环境的失调、
预防和纠正各组织器官功能紊乱具有显著作用。
许多研究发现，机体在应对劣性刺激的时候
会提高对某些营养素尤其是一些氨基酸和维生素类
的需求，及时补充不仅有利于机体物质代谢平衡和
恢复体力，并可帮助动物保持正常精神状态，降
低对疾病的易感性［ １ ２ ￣ １ ４ ］ 。本研究发现，通过营养
咬棒提供这些营养素有助于降低小鼠在对抗制动过
程中消耗的生物学代价，改善其福利状况。鉴于
实验动物的营养摄入必须兼顾动物正常生长和实验
应用的要求，营养干预的思路是通过弥补所缺乏的
营养素维持机体的正常状态，咬棒配伍所用营养素
均属于小鼠常规饲料的营养成分，且参考《实验
动物 小鼠大鼠配合饲料》国家标准 ＧＢ １４９２４．３－
２００１ 和常用实验剂量设计，因此在维护动物健康
和保障实验应用两方面均符合安全性原则。此外，
研究亦观察到小鼠对咬棒表现出频繁的探究和把玩
行为，提示营养咬棒的形状和给予方式符合小鼠的
行为习性和天性。行为调节也是动物福利干预的重
要方式，推测营养咬棒的干预作用还可能与行为调
节有关，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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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Welfare Impaired Mice Model
and Effect of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ＹＡＮＧ Ｆｅｉ， ＨＵ Ｙｉｎｇ， ＸＵ Ｌａｎ－ｗｅｎ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the welfare impaired mice model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Methods Mice undergoing poor welfare due to repeated restraint ( simulate the
procedures of laboratory routin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biological value when they were adapting to
this procedure by testing welfare related indices (neuroendocrine parameters, immune parameters，
biochemical parameters, body weight and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effect of nutrient agar stick was
assessed by using this model. Result Restraint mice showed higher basal serum CORT, ACTH, EPI,
NE and lower basal serum β-EP, IL-2 as well as lower body weight gain and FER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Meanwhile, WBC, spleen index and splenocyte proliferation of restraint on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nutrient stick group showed lower levels of CORT, ACTH, EPI, NE, higher
levels of β-EP, IL-2, WBC, spleen index and splenocytes proliferation. All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study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an animal model that display the neuroendocrine
disorder, immune suppression and growth suppression due to impaired welfare, and suggested that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do benefit to improve the neuroendocrine disorder and immune suppression.
[Key words] Animal welfare; Model; Biological value;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M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