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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畜牧部门以新发展理

念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三农”工作决

策部署，深入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了突破性、历史性成就。五年来，畜牧业在稳量

保质的基础上，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向现代化迈

进。集中表现为“三提升、四优化”。规模化水平提

升。2017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8 %左右，比

2012年提高 9个百分点，规模养殖已经成为畜牧

业生产的中坚力量。生产效率提升。生猪饲养和

蛋鸡饲养的饲料转化率比 2012 年分别提高了

10.5 %和 10.2 %，奶牛平均单产由 5.6吨提高到 7
吨，平均每头母猪年提供肥猪数由 13.4头提高到

16头。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全国饲料产品抽检合

格率达到 97.4 %，比 2012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

生鲜乳中三聚氰胺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合

格率长期保持 100 %。生产结构优化。粮改饲试

点面积扩大至1300多万亩，新型种养关系加快构

建，草食畜牧业蓬勃发展，猪肉比重下降到

62 %，整体饲料转化率在提升，更有利于节水、节

粮、节地，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区域布局优化。生

猪养殖北移西进，蛋鸡养殖东扩南下，水网地区

生猪饲养密度有效纾解，南方长距离调运鸡蛋的

情况逐步改善。经营主体优化。产业化龙头企业

不断壮大，乳品企业 20强市场占有率超过 55 %，

35家百万吨级饲料企业的产量占比达62 %，家庭

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崛起，一体

化经营迅速发展，产业链的协调性大大增强。生

态环境优化。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5.3 %，

较2012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天然鲜草产量连续7
年保持在10亿吨以上，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制度全面建立，综合利用率达到60 %以上。畜

牧业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协调推进，为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畜牧

业发展既是重要任务，也是重大机遇。推动畜牧

业在农业中率先实现现代化，是畜牧业助力“农业

强”的重大责任；带动亿万农户养殖增收，是畜牧

业助力“农民富”的重要使命；开展养殖环境治理和

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是畜牧业助力“农村美”的历

史担当。新时期新起点，面对新要求，畜牧业发

展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从全球

化竞争的大趋势看，效率仍然不够高。众多的小

散户拉低了畜牧业生产的整体水平，每头母猪每

年提供的上市肥猪比国际先进水平少 8～10 头，

畜禽饲料转化率比发达国家低10 %以上，奶牛养

殖成本比发达国家高40 %以上，畜产品生产成本

高，竞争力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二是从兴农

强牧的大格局看，体系仍然不完善。面向养殖场

户尤其是散养农户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

建立起来，畜牧业产加销联结关系松散、利益分配

失衡，畜产品加工流通发育滞后，肉类和蛋品深

加工比重低于发达国家25～30个百分点，增值空

间受到很大制约。三是从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

看，结构仍然不平衡。农牧结构上种养分离，区

域结构上与资源环境匹配度差，畜种结构上“一猪

独大”的耗粮型结构特征明显，产品结构上高端产

品和特色产品生产跟不上市场需求，功能结构上

生产强生态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扭住关键，重点突破。

今后一个时期，畜牧业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导，深入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

议决策部署，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美丽

中国的新任务、新要求，以“优供给、强安全、保生

态”为目标，以“增效”为着力点加快转变生产方

式，以“增值”为着力点加快塑造产业新形态，以

“增美”为着力点加快重构种养关系，以“增绿”为

着力点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持续提升劳动生

产率、资源利用率、畜禽生产力，推动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在农业中率先实现现代化。

2018年，要重点抓好七方面工作。

2018年农业部畜牧业工作要点

来源：农业部办公厅 发布时间：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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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新型种养关系

1. 持续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深

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组织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行动。完善制度设计。推动完善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用地政策、畜禽规模养殖场环评制度、碳

减排交易制度。印发《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

术指南》，指导各地合理布局畜禽养殖，推进种养

结合、农牧循环发展。落实支持政策。继续实施整

县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增加资金投入，扩

大覆盖范围，支持 200个左右畜牧大县开展集中

整治，推动形成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可持续运行

机制。加强工作考核。健全绩效评价考核制度，

联合环境保护部出台《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工作考核办法》，定期开展工作督导，切实落实地

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示范引领。组织召开

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会议，举办畜牧

业现代化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论坛，开展畜牧

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活动，新增 50个示范县，

示范引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全面铺开。推

进粪肥还田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组织开展粪污资

源化利用全产业链监测。

2.全面实施粮改饲政策。以“镰刀弯”地区和

黄淮海玉米主产区为重点，扩大粮改饲政策覆盖

面和实施规模，完成粮改饲1200万亩以上。在主

推青贮玉米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广苜蓿、燕麦、

甜高粱等优质饲草料品种。大力发展社会化专业

收贮服务组织，提高优质饲草料商品化供应能力。

积极争取大型收获机械设备购置、饲草料运输、收

贮企业融资等配套政策支持，加强饲草料利用技

术模式研发推广，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营造良好

政策氛围。

3.大力发展现代草业。加强牧草种质资源保

护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审定并推广一批优良牧

草品种。加强草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服务，制定

牧草栽培、加工、贮藏等技术标准和规程，不断提

升产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发展人工种草，集成

推广牧草丰产栽培技术，建设一批标准化牧草丰

产栽培示范基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壮大

草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打造草产

品知名品牌。

二、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4.启动现代化示范牧场创建。组织制定现代

化示范牧场评选标准，印发开展现代化示范牧场

创建方案。启动示范创建活动，以生猪、奶牛等主

要畜禽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兼顾其他特色畜禽规

模养殖场，通过申请创建、专家指导、评审确定、现

场考核等环节，创建 100个示范牧场。加强宣传

引导，发挥示范牧场在畜牧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带

头作用，鼓励引导其他养殖场提升现代化水平。

以畜牧业现代化建设为抓手，组织科研院所、技术

推广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围绕畜禽生产关键环

节开展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促进技术模式组装集

成和推广应用。完善畜禽规模养殖装备指标体

系，推动开展重点机械品类标准建设，提升现代

畜牧业设施装备水平与智能化水平。

5.推进现代畜禽种业振兴。落实遗传改良计

划，加强核心育种场和良种扩繁推广基地遴选和

管理。开展生猪区域性联合育种，推动全基因组

选择工作，强化种猪遗传评估，建立生猪育种企

业利益共享机制。制定实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

推进肉牛、羊联合育种。推进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

程规划，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支持大中型畜禽

育种企业和科研院所推进育种创新、遗传资源保护

等工作。继续加强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和种畜

禽质量安全监督。修订《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和

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办法》，抓紧开展畜禽新品系评

审。开展国外畜禽种业发展研究。

6.提升中小养殖场户的生产经营水平。集成

推广畜禽规模养殖技术模式，加强社会化服务，

促进小散户融入现代化生产体系。加快构建饲料

大数据平台，推广饲料精准配方和发酵饲料等增

效技术。鼓励饲料企业和科研机构针对中小养殖

户，研发推广饲料配制技术、饲喂饲养工艺和自动

化智能化装备，依托“技术、工艺、设施”三配套，

带动中小养殖户跟上现代畜牧业发展行列。积极

推行订单畜牧业，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强化面向

中小养殖户的金融保险服务，降低经营风险。

三、优化畜牧业供给结构

7.支持畜牧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开展马、

驴、兔、蜂、奶山羊等特色产业发展研究，制定马、

蜂产业发展规划，制定蜜蜂遗传改良计划。举办

·· 2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广东畜牧兽医科技 2018年（第43卷）第2期 行业动态

特色畜牧业发展培训班，总结交流各地典型经验。

总结提炼各地畜牧业新业态发展典型模式，推动

畜牧业与文化、休闲、旅游等产业紧密联结，打造

畜牧业发展新模式。坚持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

合，修订《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

理办法》，以生猪为重点全面梳理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利用现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利用体系，促进优势特色畜牧业发展。以质

量兴牧、品牌强牧为重点，研究谋划畜产品品牌推

介活动，通过畜博会等展会，搞好品牌营销。

8.深入推进畜牧业扶贫工作。积极构建“一体

两翼”扶贫工作新机制，不断创新扶贫形式，提升

扶贫水平，打造扶贫亮点。协调整合现有项目及

资金渠道，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区、环京

津贫困地区、武陵山区和大兴安岭南麓特殊困难地

区倾斜。积极发挥协会学会作用，鼓励引导支持

有发展需求和扶贫意愿的畜牧业龙头企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发挥集团化、协同化优势，扎实推进产

业精准扶贫。联合金融保险机构，推进养殖收益

险、价格指数险、保险+期货、全产业链组合险等新

产品试点，进一步推广“免抵押免担保”普惠金融。

继续挖掘畜牧业精准扶贫的好经验好模式，开展

畜牧业优秀扶贫成果评选推介和龙头企业社会责

任评选等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推广，营

造产业扶贫良好氛围。

四、强化饲料和生鲜乳质量安全

9.健全饲料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研究推进药

物饲料添加剂减量退出计划，对促生长和疾病预

防产品严格执行分类管理，力争到“十三五”末禁

止预防疾病用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督促饲

料企业认真执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研究

建立宠物饲料管理制度，制定完善标签管理、卫生

指标、原料和添加剂目录等技术要求。研究养殖场

自配料监管方式方法，选择有条件地区开展养殖

场自配料管理试点示范。

10.严格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完善

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推进行业管理和安全监

管结合联动，探索采取饲料企业监督检查和产品

抽样相结合、异地质检机构检测等方式，提高饲料

质量安全监测监管效率。以牛羊为重点实施养殖

环节“瘦肉精”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开展养殖、交

易、屠宰等多环节拉网监测，落实好检打联动、案

件移送等工作机制。以饲料中未知风险物质、药物

饲料添加剂、生物饲料、病原微生物、宠物饲料等为

重点，开展筛查研究和监测预警，加快研发针对

性的检测方法标准和技术防控措施。

11.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加强对奶牛养

殖场、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三个重点环节监管，

着力构建严密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整

合提升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监管监测信息系统，

实现生鲜乳收购运输的信息化、精准化管理。开展

生鲜乳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整改、取缔不合格奶站

和运输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实施全

国生鲜乳质量监测计划，加大风险隐患排查，确

保乳品源头质量安全。

五、持续推进奶业振兴

12.贯彻落实国家奶业发展政策措施。全面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奶业振兴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组织制定贯彻落实方案，细化具体政策措

施，强化奶业产业链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加大工

作力度，加快推进奶业全面振兴。

13.推动奶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启动优质奶

牛种公牛培育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完善奶牛生产

性能测定工作，遴选一批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

提升奶牛良种繁育水平。继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

发展行动，新建高产优质苜蓿基地50万亩。支持

奶牛养殖场转型升级和家庭牧场发展，引导适度

规模养殖。推广应用奶牛场物联网技术和智能化

技术设施设备，推进“数字奶业信息服务云平台”

建设试点。指导奶业主产省尽快建立生鲜乳价格

协商机制，开展生鲜乳质量第三方检测试点，完

善奶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整顿生鲜乳收购秩

序，依法查处和公布不履行生鲜乳购销合同以及

凭借购销关系强推强卖兽药、饲料等行为。

14.做大做强民族奶业品牌。实施奶业品牌推

进行动，激发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优质品

牌，引领奶业发展。完善中国奶业 20强（D20）联

盟机制，举办第四届奶业D20峰会，促进乳品企

业大联合、大协作，提升中国奶业品牌影响力。通

过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推介产品优质、美誉度

高的企业品牌。

15.引导培育乳制品消费。积极宣传奶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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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定期发布乳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展示国

产乳制品良好品质。加大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

推广力度，持续开展中国小康牛奶行动和奶酪校

园推广行动，推介第二批休闲观光牧场，组织乳

品企业公众开放日活动，扩大奶业公益宣传，激

发消费活力。加强乳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16.推进草原保护制度建设。深入开展草原资

源清查，完成牧区半牧区县的内业分析和京津冀

区域的外业清查工作。落实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

制度，研究制订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创建草畜平衡示范县，推进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

平衡制度落实。研究制订国有草原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制度方案。制定草业产值测算办法，编制草

原资源资产负债表。开展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预

警评价，研究制订草原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关键技

术标准。推动设立“6·18草原保护日”。

17.开展大美草原守护行动。开展草原执法检

查“绿剑行动”，建立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和约谈机

制，严厉打击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行为。开展草

原征占用专项检查“护卫行动”，严格草原征占用

审核审批，严控草原非牧使用。开展草原补奖政

策“宣贯行动”，宣讲解读草原补奖政策，加强政

策落实信息管理、绩效评价和督导检查。开展新闻

媒体“发现美丽草原行动”，推介一批美丽草原牧

场，发掘一批基层草原干部典型。开展最美草原

管护员“寻找行动”，树立一批草原管护员典型，

促进草原管护员队伍建设。

18.实施草原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继续实施

《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十三五”规划》和《耕地草

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扎实推进

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草原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农

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及石漠化草地治理等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集中治理退化沙化草原，保护和

修复草原生态环境。组织实施草原防火和生物灾

害防控项目，加强草原防火物资装备建设，提高

火情监控的信息化水平，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和督

导检查。

19.开展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创建。在主

要草原牧区省区开展草牧业试验试点，总结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模式。组

织实施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合理开发

利用南方草山草地资源。以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

方式为主线，开展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创建。

突出条件能力建设，推行划区轮牧和适度规模标

准化养殖，促进牧民分散养殖与市场有效衔接，

实现草原畜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七、做好畜牧业发展的长远性基础性工作

20.强化畜牧业形势分析和预警。继续强化监

测预警体系建设，做好监测点轮换、信息员培训等

工作，提高数据采集的及时性、准确性。集中开展

数据实地核查，强化省县绩效考评管理，保障数

据质量。修订完善畜牧业监测预警专家组聘任和

考评办法。定期开展畜牧业生产跟踪监测与形势

会商，做好关键时点的形势分析研判，及时报送

信息。拓宽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建设好发布平

台，指导养殖场户适时调整生产计划，促进养殖

增收。

21.全面推进养殖场、生产企业信息直联直报。

加强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平台建设，在生产监测

基础上，建设完善备案管理、粪污资源化利用、项

目管理和绩效考评等模块功能，强化数据和信息

点对点服务，打造养殖场监管监测一体化数据服

务平台。扩大养殖场数据自动化采集试点范围。

探索开展直联直报数据质量第三方评估，提高数

据准确性。加快推进饲料企业生产数据直联直

报，实现精准动态监测。

22.推动畜牧兽医监管监测信息一体化。围绕

“一个平台、一次填报、一套数据”目标，加快畜牧

兽医监管监测信息横向互通、省部互联共享步伐。

修订《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加强畜牧

兽医生产、监管全程联网追溯管理。推广应用畜牧

业生产经营单位代码，实现畜牧兽医监管监测对

象“一场（厂、企）一码”，为数据互联互通奠定基

础。加快推进畜牧业政务信息系统实质性整合，

建设畜牧业中心数据库。规范统计监测类报表制

度，实行统一备案管理，建立统一指标体系。推

动监管监测制度融合，为监管监测一体化提供保

障。

23.强化产业发展专题研究。聚焦加快实现畜

牧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开

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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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农业部兽医工作要点

来源：农业部办公厅 发布时间：2018年2月14日

2018年，全国兽医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

作会议部署要求，突出“质量兴农”和“绿色发展”

两大主题，紧密围绕“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目

标任务，继续推进《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2012⁃2020 年）》《全国兽医卫生事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贯彻落实，努力提高从养殖到屠

宰全链条兽医卫生风险管理水平，促进乡村振兴

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高效实施。

一、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治

（一）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制定实施动物

疫病净化指导意见，推动动物疫病防控从有效控

制到逐步净化消灭转变。强化动物疫病区域化管

理，推进大东北无疫区建设，鼓励引导具备条件

的地区建设无疫区，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建设无

疫小区。鼓励已建成的无疫区和无疫小区扩大范

围、扩大病种，申请国际无疫认证。全面启动养殖

场动物疫病净化工作，推动规模养殖场率先净

化，鼓励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区域净化、扩大

净化病种。

（二）强化布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治。深化布病

分区防治策略，制定实施深入开展布病防治方

案，强化防治措施落实，推进区域联防联控，严

格规范活畜从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降低布

病传播风险。一类地区突出抓好布病免疫措施的

落实，保持应免牲畜的免疫密度在 90 %以上；二

类地区突出抓好布病净化措施的落实，整县连片

推进布病净化，减少阳性畜群数量；三类地区加强

监测，严防布病传入。总结推广石渠县包虫病防

治经验，落实好犬驱虫、羊免疫、病变脏器无害化

处理等措施，全面加强包虫病防治。加大奶牛结

核病检测扑杀力度，继续做好血吸虫病、狂犬病等

人畜共患病防治，巩固和扩大防治成效。

（三）全面抓好H7N9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

治。制定实施全国家禽H7N9流感防治指导意见，

确保H5+H7双价苗全面免疫到位，落实好各项综

合防治措施，配合有关部门落实活禽经营市场

“1110”制度。鼓励有条件的省份逐步退出小反刍

兽疫免疫，推进小反刍兽疫消灭计划的实施。落

实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监测与流行病学调

查计划。加强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和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控。统筹做好其他动物疫病防

治工作，特别是塞内卡病毒病等新传入疫病的防

治。

（四）严密防范非洲猪瘟等外来动物疫病。密

切关注境外疫情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完善风险

分析与评估机制，重点关注畜禽异常发病死亡等

情况。加强应急准备，完善应急机制和预案，特

别是有关边境地区要加强应急演练和应急物资储

备。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密切监视进口

动物健康状况，加强国（境）外动物疫情信息监测

分析，开展国（境）外动物卫生信息风险评估，会

同质检总局制定并发布动物及其产品出入境检疫

禁令、解禁令，严密防范非洲猪瘟、疯牛病等境外

疫情传入风险。

（五）深入推进“先打后补”等防疫政策的落

实。加强对试点工作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完善

实施方案和推进措施，切实扩大“先打后补”实施

范围。推动口蹄疫免疫政策调整，退出亚洲Ⅰ型

口蹄疫免疫后要加强监测，强化应急处置；各省根

据评估结果确定实施生猪A型口蹄疫免疫，适时

评估免疫效果。

二、切实加强兽医卫生监管

（六）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规范年活动。进

一步厘清动物卫生监督法定职责，落实权力清单

和责任清单制度。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案件查办，

消除“零办案”县。开展执法案卷评查，规范执法

程序和行为，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落实信息公开制度。组织举办全国动物检疫

技能竞赛活动，提升动物检疫操作技能和综合业

务水平。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培训考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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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骨干轮训和动物卫生监督执法

人员网上考试。

（七）加强兽药质量安全监管。制定实施全国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监督抽检重

点针对乙酰甲喹注射液等20种兽药以及生产经营

问题较多、诚信较差企业的产品，风险监测重点针

对抗寄生虫类药物和中药散剂。强制免疫用疫苗

全部从流通环节抽检。深入实施“检打联动”，严

格执行兽药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公告，定期通报各

地假劣兽药案件查处情况，严厉打击违法添加、无

证生产经营、违规使用等行为。组织开展飞行检

查，及时公开飞行检查结果。组织开展兽药生产

环节追溯工作专项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兽医器械

质量调查。

（八）开展兽用抗菌药综合治理。深入实施全

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对喹烯酮等促

生长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人兽共用抗菌药开展风

险评估和安全再评价，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品种。

以兽用抗菌药生产经营企业、畜禽规模养殖场（小

区）、畜禽养殖大县和问题多发领域为重点，持续

开展兽用抗菌药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实施动物及

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

测计划，对猪肉等5大类主要畜禽产品检测9大类

70余种兽药残留；对生猪养殖场等5类场所监测大

肠杆菌等 8种细菌对氨苄西林等 18种抗菌药的耐

药状况。选择 100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展兽用抗

菌药使用减量化示范创建。组织开展《药物饲料添

加剂目录》修订工作。

（九）完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按照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强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体系建设，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提升集中处理比例。总结推广

“浙江龙游”“河南济源”“河北平山”等模式，强化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和保险联动。推广新型、

高效、环保的无害化处理技术和装备，实现病死畜

禽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规范养殖环节无

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的包干拨付和使用。

三、切实促进兽药和屠宰行业发展

（十）推动兽药行业提质增效。落实国务院“放

管服”改革精神，切实做好兽药行政许可审批工

作。严格兽药生产企业准入审查，坚决淘汰落后

产能。严格落实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现场核查、抽样

制度。实施兽药GLP/GCP监督检查及新兽药注册

现场核查工作，公开监督检查结果，严厉打击新

兽药研究数据造假行为。推进《兽药注册资料技术

要求》《新建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兽药GMP检查

验收评定标准》《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

防护要求检查验收评定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化完

善兽药注册、生产设施技术要求，促进兽药行业健

康发展。

（十一）推动屠宰行业转型升级。会同有关部

门联合开展生猪屠宰资格审核清理活动，严格按

要求关停不符合条件的屠宰厂（场）和小型屠宰场

点，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好淘汰落后产能的减

法。深入推进生猪屠宰标准化创建活动，主攻“集

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提升屠

宰行业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水平，促进行

业转型升级，做好品牌强农的加法。组织开展生

猪屠宰专项整治行动，完善屠宰环节“瘦肉精”监

管和风险监测工作机制，严厉打击屠宰违法违规

行为，保障屠宰环节肉品质量安全，规范行业秩

序，做好质量兴农的加法。定期组织开展生猪屠

宰行业统计监测和形势会商分析，充分发挥行业

协会、屠宰企业、业内专家的作用，推动屠宰行业

共同治理。

四、切实加强兽医体系能力建设

（十二）强化兽医卫生法治。加快兽医法律法

规及配套规章制修订进程，扎实推进兽医领域依

法行政。加快推进《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出台，继

续推进《兽医法》立法和《兽药管理条例》修订工作。

组织做好执业兽医、官方兽医、动物诊疗活动、动物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动物检疫管理、生猪屠宰证章标志、屠宰风险分级

和质量安全管理、兽药注册、兽药生产质量管理和

生产许可等方面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修订工

作。依法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十三）推进新型兽医制度建设。贯彻实施《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加强执业兽医、乡村兽医准入

和从业管理。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推进兽医社会

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各地抓紧制定推进本地

区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培育发

展提供畜禽免疫诊疗等服务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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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挖掘典型做法，强化示范引领。配合兽用抗

菌药使用减量化示范创建行动，强化畜禽规模养

殖场落实执业兽医和处方制度。强化兽医人才队

伍建设，研究编制执业兽医队伍建设规划；继续开

展官方兽医师资培训，提高官方兽医综合素质。

做好2018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工作，推进计

算机考试试点。启动执业兽医“一点注册，多点行

医”试点工作。

（十四）推进兽医标准体系建设。以绿色发展

为引领，组织制定动物卫生、屠宰加工、兽药及兽

药残留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织制定国家标

准20项和行业标准16项，协调推动相关标准立项

和发布工作。组织对已列入兽医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项目实施督导检查。继续开展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编撰及兽药国家标准制

修订工作。

（十五）强化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加强兽医实

验室体系建设，完善兽医实验室动态管理制度，

提高动物疫病检测诊断能力。推动建立各级各类

兽医实验室合作共享和开放交流机制。开展兽医

实验室生物安全专项检查。规范兽医实验室生物

安全审批，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十六）推进兽医卫生信息化建设。推进代码

规范、交换接口等兽医卫生信息标准规范编制工

作。推进兽医领域信息系统整合，实现养殖、运

输、屠宰等环节的监管信息共享和大数据应用。完

善国家兽药基础数据信息平台，持续推进“国家兽

药产品追溯系统”建设，启动“国家兽药生产许可

信息管理系统”，加大兽药经营环节追溯工作力

度，力争实现兽药经营企业入网全覆盖、50%以上

兽药经营企业实施追溯。

五、切实加强兽医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七）深化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推动与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兽医卫生国

际规则标准制修订，推动国际规则标准转化应用。

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实

施区域和全球兽医合作项目。组织开展相关国际

公约履约工作。加强兽医国际人才培养和推送机

制建设。

（十八）强化双多边交流合作。参与兽医涉外

事务磋商谈判、规则制定，开展政府间兽医双多边

协议、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进与周边国家、“一带

一路”参与国在动物疫情通报、政策法规、人才培

训、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支持边境省份加强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积极探索边境动物疫

病区域化管理模式，完善跨境动物疫病联防联控

机制。

六、切实强化保障措施

（十九）加强行风和作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坚持行风建设不放松，深入学习宣传兽医系

统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继续强化兽医队伍管理。

进一步修改完善延伸绩效管理考核指标体系，强

化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加强制度

建设，强化权力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使用，

加强对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的监督管理，严禁截

留、挤占、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规范行政审批、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行为，确保公正公开、透明高效

地行使公共权力。

（二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创新方式、拓宽渠

道，统筹兼顾好主动宣传与应急宣传，对内宣传

与对外宣传，动员各方力量全方位开展兽医卫生

信息宣传工作。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强化风险沟

通和舆论宣传引导。做好中国兽医工作对外宣介

工作。利用“传递爱心 守护健康 全国兽医在行动”

主题公益活动暨全国兽医挑战“世界最长信封链

条”活动以及“科学使用兽用抗菌药百千万接力”公

益行动等载体，依托行业主流媒体和“中国兽医发

布”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把握重要时间节点，讲

好兽医故事、宣传制度政策、征求意见建议，进一

步营造全社会关注兽医、理解兽医、支持兽医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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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2017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在广州
成功召开

通讯员：马新燕 蒋守群 单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2018年3月3日至6日，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

系2017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在广州市燕岭大厦成功

召开，会议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承办。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陆华忠、农业部畜牧

业司行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罗健、农业部科教司产

业处调研员孙俊立、广东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程文

章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站长及团

队成员、广东省家禽创新团队等共150余人参加了

会议。

开幕式上，陆华忠、罗健、孙俊立、程文章等领

导分别做了讲话。陆华忠院长简要介绍了我院科

技创新进展与成果转化情况，表示我院将进一步

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的紧密联系，建立地方分

院、促进中心等协同创新体系，组建从育种、养殖

到加工的全产业链专家团队，积极服务地方产业

发展。

本次会议重点开展岗位科学家和站长2017年

工作考评及产业重点技术研讨。罗健处长主持首

席科学家文杰研究员 2017年度述职和民主考评；

执行专家组成员主持体系其他成员年度考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两位岗位

科学家分别作了工作汇报。其中，国家肉鸡产业

技术体系遗传改良与育种功能实验室主任舒鼎铭

研究员围绕地方鸡种质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特性

调查、核心群持续改良与新品种培育、专门化品系

选育等内容进行述职汇报；黄羽肉鸡营养与饲料岗

位科学家蒋守群研究员从黄羽肉种鸡能量营养需

要模型、黄羽肉鸡饲料原料数据库和饲养标准建立

等方面研发亮点进行述职汇报。

在产业重点技术需求的互动交流环节中，围

绕“肉鸡产业技术体系科技转化服务平台”、“深化

绿色养殖提质增效技术示范与培训探讨”、“食用色

素、抗氧化应激营养技术、造血营养技术研发创新

与难点突破”、“发酵饲料技术研究与应用”、“黄羽

肉鸡加工技术难点与方向探讨”、“信息技术在种鸡

生产管理中的应用”等专题，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

的交流。

最后，首席科学家文杰研究员进行了会议总

结，点评了肉鸡体系 2017年度工作亮点与不足，

对“十三五”时期体系发展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

安排，并强调以体系重点任务为主线，开展联合

攻关，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力争取

得更大的成果，推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

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专家谈“肉鸡行业发展

及肉鸡的营养”：

“2018年肉鸡产业发展的展望：1.生产震荡地位徘

徊，较 2017年微幅增长，估计年出栏量约 80亿

只，产肉量约1250万吨；2.肉鸡育种取得进展，白

鸡育种工作推进，黄鸡育种将更关注屠宰性能，

肉蛋杂交的育种模式受到关注；3.黄鸡屠宰冰鲜上

市加速推进；4.科技推动产业变革，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提升，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突破了提升

生产效率水平的瓶颈。”……………………… 文杰

首席科学家

文杰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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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周龄阶段白羽快大型肉仔鸡玉米⁃豆粕型实

用饲粮中硒的营养需要量适宜水平为0.46 mg/kg，有

利于提高肉仔鸡的抗氧化和抗应激能力。

2、饲粮添加100 mg/kg低聚木糖可以提高白羽快大

型肉仔鸡生长性能，改善胴体和肌肉品质，可用

于肉鸡全程的提质增效。

3、肉仔鸡前后期玉米⁃豆粕饲粮中添加吡咯喹啉醌二

钠的适宜水平为0.1 mg/kg，能显著提高肉仔鸡的抗

氧化功能，改善后期饲料转化效率和肌肉品质。

4、肉仔鸡对玉米⁃豆粕型饲粮中添加的超微粉亚硒

酸钠形态的硒生物学利用率相对于普通亚硒酸钠

硒提高了58 %。” ………………………… 罗绪刚

“1、饲粮中添加亚麻油、紫苏油、灵芝粉，可提高饲

料转化率，提高肉鸡的抗氧化能力，改善黄羽肉

鸡肉品质。

2、开发了对文昌鸡抗高温热应激效果较好的复合

酸化剂和复合抗热应激剂产品。

3、黄羽肉鸡钠、氯营养需要参数和黄羽肉种母鸡色

氨酸、精氨酸、维生素A的营养需要参数，详见表

1 所示。”…………………………………… 蒋守群

“1、初步建立了高温腐质霉丝状真菌表达系统，进

一步构建了高效表达甘露聚糖酶、纤维素酶、过氧

化氢酶的工程菌株，酶蛋白的表达量达到 10～
35 g/L。
2、开发了广谱霉菌毒素降解酶新产品。”…… 姚斌

种类

黄羽肉鸡

黄羽肉种鸡

营养指标

钠、氯

色氨酸

精氨酸

维生素A

饲养阶段

1～21日龄

22～42日龄

43～63日龄

产蛋高峰期

产蛋高峰期

产蛋高峰期

营养水平

0.14%
0.10%
0.09%
0.20%
0.95%

10800 IU/kg

每日营养
需要量

44.8 mg/d
103 mg/d
111 mg/d
254 mg/d
1.19 g/d

1350 IU/d

表1 黄羽肉鸡和种鸡营养需要参数

营养与饲料研

究室岗位科学

家蒋守群

营养与饲料研

究室岗位科学

家罗绪刚

营养与饲料

研究室岗位

科学家姚斌

营养与饲料研

究室岗位科学

家蔡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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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硫酸锌添加60～90 mg/kg能够满足肉仔鸡生长

和免疫状况和环保要求的需要，肉鸡对不同锌的

表观利用率在13～26 %，其摄入总锌的85 %以上

被排泄到环境中。

2、动态细分饲粮营养供给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

响，全部采用肉鸡前期料或后期料全程不分阶段

饲养效果，其生产效能和前后期分别饲养的效果

差异不显著。

3、开发了肉鸡原料玉米、豆粕、小麦的发酵工艺；开

发了西兰花茎叶专用发酵剂。”…………… 蔡辉益

“1、比较笼养、网上平养和垫料平养发现，笼养模

式肉鸡生产性能最好。

2、畜禽舍低湿或高湿均不利于肉鸡的生长，以正

常湿度60 %为对照，30 %的低湿显著降低肉鸡平

均日增重及降低饲料转化率；90 %的高湿显著影

响屠宰性能及肉品质，长期异常湿度降低肉鸡免

疫功能和抗氧化能力，损害肉鸡的呼吸道黏膜屏

障。

3、以黄羽肉鸡为研究对象，完成了群体密度对肉

鸡环境参数、生产性能和健康影响，明确生长后期

适宜的饲养密度参数为10只/m2。
4、饲料添加剂硫辛酸能够显著缓解高密度对肉鸡

生长和健康的影响，降低氧化应激，恢复机体免

疫功能。”…………………………………… 张宏福

展畜牧业现代化及国际经验、畜牧业新业态、新型

种养关系、中小养殖场户与现代畜牧业发展有机衔

接、畜牧科技创新与推广、畜牧业监管方式改革、牧

区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质

量兴牧品牌强牧等专题研究，梳理行业发展的现

状、问题和趋势，谋划好畜牧业中长期发展的宏观

思路和政策体系。加强畜牧业和饲料工业标准体

系建设，围绕绿色发展加快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加强日常调研，充分了解掌握实际工作当中

突出问题和一手信息，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和政策建议。

24.加强畜牧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

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坚决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奶业振兴、畜

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粮改饲的重要批示和指

示，以新举措取得新业绩。始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管行业”与“管行风”两手抓、两手硬，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倡导求真务实、服务

群众的工作作风，强化敢于担当、开拓创新的意识

勇气，以新作风创出新作为。增强各相关单位工

作的协同性，提高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实效性，不

断开拓现代畜牧业发展新局面。

生产与环境

控制研究室

主任张宏福

上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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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以来，缘于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玉

米、麸皮、豆粕、鱼粉等饲料原料的涨价，加之，第

四季度年关消费高峰的带动，鸡蛋生猪行情较

好，支撑饲料终端需求，促使饲料价格不断攀升。

春节后虽然生猪价格不断下行，但今年环保要求

更加严格，饲料原料生产厂家仍将持续面临洗牌

竞争压力，中小型企业被迫退出在所难免，原料

供应紧张局面短期内难以缓解，由此预计，未来

饲料生产将进入高成本时代，饲料行情上涨或将

成为新常态，对此业界必须予以充分认识，未雨

绸缪。

1 饲料价格全线上涨，行业利润明显缩水
维生素暴涨，鱼粉上涨，预混料、全价料涨

价。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饲料涨价的消息充斥整

个市场。对于养殖者而言，2017年前半年鸡蛋价

格持续低迷，猪价也逐渐进入下行通道，虽不至

于赔本，但养殖利润明显缩水。当前，鸡蛋行情

尚可，但生猪出栏均价已大幅下跌，行业亏损不

可避免。

据了解，2017年 8月份以来，虽然饲料价格

出现上涨，但被业内普遍称为“雷声大雨点小”。

12月以来饲料价格上涨大潮席卷全国各地，导致

饲料大规模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维生素等添加剂及

微量元素价格的疯涨。根据中国养猪网和猪价格

网信息显示，截至今年 3月 14日，玉米收购价格

已接近2000元／吨，豆粕价格普遍涨至3300元左

右，进口鱼粉报价达到 13800～14000元，麸皮价

格涨至1300元左右，小苏打价格涨至2100元，磷

酸氢钙涨至2100元，进口肉骨粉涨至5000元。

维生素添加剂价格涨幅更是惊人。比如，猪

多维从每公斤（下同）80元涨至 200元，蛋鸡多维

从 57 元涨至 160 元，肉鸡多维从 76 元涨至 200
元，维生素E从 37元涨至 140元，维生素C从 32
元涨至60元等。在维生素持续攀高的同时，矿物

微量元素价格也是翻了数翻，比如，硫酸亚铁从

每公斤（下同）0.8元涨至4.5元，甘氨酸锌从6.8元

涨至18元，氯化胆碱从4.7元涨至12元；另外，氨

基酸类呈跳跃式上涨，其中，色氨酸从66元涨至

115元还缺货，苏氨酸从9元涨至13元，赖氨酸从

8元涨至10元等等。

据市场调查，目前维生素、微量元素价格依然

居高不下，导致饲料生产厂家配方成本加大，库

存原料难以满足需要，受此影响，国内大型饲料

饲料生产进入高成本时代
行情稳中上行成为新常态

刘国信

（山西省阳城县畜牧局，山西 晋城 048100）

摘要：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环保压力之下，原料生产厂家不断关停或转，导致原料供应

紧张，价格大幅上涨，使得饲料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拉动饲料价格攀升。未来，环保督

查将常态化，环保要求更加严格，生产厂家竞争压力非常大，有些或将被迫退出，由此饲料

行业的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饲料生产或将进入高成本时代，饲料行情稳中上行也将成为

大势所趋。

关键词：饲料生产； 行情； 高成本

中图分类号：S81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码：1005⁃8567（2018）02⁃0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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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都相应上调了饲料价格。谈及今年的市场行

情，不少养猪户表现很无奈。事实上，春节刚过

生猪价格就大幅回落，在双重挤压下，无论大型

畜牧上市企业，还是一般养殖场户，已处于深度

亏损区域。

2 严格环保要求，原料紧缺成本增加
业内人士指出，在养殖总成本中，饲料占到

80 ％以上，猪肉、鸡蛋作为畜禽类产品，实质上

是饲料的转化物。饲料原料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

响饲料成本的变化，进而影响终端产品价格和饲

料生产企业与养殖场户的整体利润。由于环保政

策趋严，原料生产厂家不断关停并转，由供应短

缺导致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饲料添加剂的暴涨，

以及近期玉米、麸皮、鱼粉等原料价格的上行，已

使饲料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从而带动饲料价格快

速上行。

据行情宝监测数据，2017年 5、6月维生素价

格开始呈现高位反弹，10月份达到历史高点，其

中，VA的价格升至每吨350～400元；但到了2017
年 11月 28日，维生素价格再创新高，其中，VA
报价高达 840～850 元/公斤，VE 报价 110～120
元/公斤，同比2016年最大涨幅超过5倍以上。据

了解，维生素价格暴涨与德国BASF柠檬醛工厂发

生事故和国内环保高压政策导致不少厂家停产直

接相关。该工厂 2017年 10月 31日发生重大火灾

事故后，维生素系列产品大幅减产，其中，VA产

品产量减少约 700～1000 吨（2016 年总共生产

VA2400吨，由于本次事故，预计至今年 4月左右

才能恢复正常生产），该工厂不仅为安迪苏提供

VA 的前体（安迪苏饲料 VA 的全球市场份额

15 %），而且也是中国金达威 VA 中间体的供应

商，维生素产量的大幅缩减，事必对全球食品级

和饲料级维生素A、E的供应造成严重影响。

去年夏季以来，国内行业受环保高压政策制

约，不少维生素厂家因此停产，产品供应紧缺，

导致价格开始上涨。由于BASF工厂的供货尚未恢

复正常，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维生素A将难以满

足预混料生产所需。基于上述因素分析，预计全

球饲料维生素A市场的严峻形势至少要到 2018年

下半年才能有所缓解。

此外，氨基酸价格上涨也是供应出现阶段性

偏紧局面所致。近年来我国氨基酸产业得到较快

发展，但去年因环保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中小型

厂商淘汰退出超出预期，加之生产环节停机时间

延长，产能减少，在双重影响下，市场出现供不

应求的局面，令行情连续上涨。矿物微量元素亦

是如此。目前，市场上硫酸亚铁、硫酸锌、氧化锌

基本都处于紧缺坚挺状态，不是缺货，就是有货

卖天价，近期价格回落可能性依然渺茫。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

米、麸皮、豆粕、鱼粉等价格仍在上涨。比如，东北

新季玉米由于品质优于往年，在深加工企业“抢

粮”带动下，引发了一波不错的行情，整体涨幅在

每吨 100～200元左右，使东北玉米优质优价市场

效应得以充分显现。据了解，2017年后市以来，

华北和东北，玉米深加工企业利润都较为可观，

其中，淀粉利润从每吨 100 多元增加到数百元，

酒精盈利甚至达到近千元，加工企业由于利润丰

厚而任性收购，加之，华北、黄淮地区玉米品质不

佳，一时间吸引了全国各类收购主体和贸易商云

集东北“抢粮”，导致东北玉米呈现一轮火爆行情。

不过，随着深加工企业玉米库存不断充实，目前

采购渐趋理性，部分市场主体已退出争夺战，近

期东北玉米收购价涨跌互现，逐步开启震荡调整

格局，短期内玉米行情或将维持现状，再往上走

恐缺乏支撑。

目前，鱼粉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受国际市场影

响。当前秘鲁超级蒸汽鱼粉报价偏高，为每吨

13800元～14000元，实际成交价格为每吨 13500
元左右，与去年 11 月底相比每吨上涨超过 1000
元。此外，在鱼粉外盘价格上涨带动下，国产鱼

粉价格大幅上调。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62 %和

63 %蛋白含量的鱼粉主流报价为每吨 10000元左

右，与去年12月初相比每吨上涨500元以上。

相关信息显示，由于麸皮供应偏紧，价格在

今年初又开启了新一轮上涨，目前各地主流价格

都在每吨1300元以上。目前尽管有部分饲料厂开

始调整饲料配方，采用性价比较高的米糠、玉米皮

及大豆皮等替代麸皮，但厂家调整配方还需要一

定的过渡时间，当前产品间的替代效应尚不明

显，不过后市麸皮价格上涨空间或将缩窄。

行业动态 饲料生产进入高成本时代行情稳中上行成为新常态⁃刘国信·· 12



豆粕价格虽然去年相对比较平稳，但今年春

节过后涨势明显加快。据了解，自 2016年 7月豆

粕价格突破每吨 3560 元高点后，2016 年波动不

断，但基本一直在高位徘徊；而 2017年以来豆粕

行情出现下跌，基本保持在3000元/吨左右。今年

1月份以来，豆粕价格开始上涨，目前每吨已达到

3300元以上。

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暴涨和玉米、麸皮、豆粕、

鱼粉的涨价，都是饲料价格上涨的幕后推手。

3 行业洗牌在所难免，饲料价格上行大势所

趋
长期以来，中国的饲料企业存在养殖业的发

展速度与饲料加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的问

题。目前，我国养殖集约化程度低而且发展速度

缓慢，影响了商品饲料入户率的进一步提高。与

此同时，大多数企业粗放式的经营行为使得市场

乱象更加严重。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后，随着严格环保时代来临，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饲料厂被责令停产整改，中小企业在劣势竞争中

将被迫退出，业内龙头企业竞争格局将继续维

持，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和 2014年底全国

获得饲料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数量分别为 10858、
10113和 7061家。由于饲料企业数量众多，作坊

式生产、零散经营、品种单一品质差，经营者的小

农意识促使各厂家单打独斗，与国外大型饲料企

业相比，我国饲料企业在组织规模、科技含量、营

销管理、产品研发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距。近年

来，伴随着国内养殖业的去产能，饲料生产也步

入一个新的阶段，产量增速出现明显的拐点。随

着行业快速增长的红利消失，饲料企业之间竞争

加剧，行业也迎来了一轮洗牌与升级。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末，全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数量为

13236家。其中，饲料添加剂（含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企业 1691 家，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企业 2747
家，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和精料补充料企业 6764

家，单一饲料企业2034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所长齐广海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饲

料企业数量将可能进一步减少到3000家左右。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全国饲料工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到2020年，全国肉类、奶类和养殖水产

品预期产量分别为 9000万吨、4100万吨和 5240万

吨，分别比2015年增加4.3 %、5.9 %和6 %，禽蛋

预期产量3000万吨，与2015年基本持平。从现在

到2020年，需增加1600万吨配合饲料消费，年增

长约400万吨，增速1.9 %。肉禽和蛋禽工业饲料

普及率超过90 %，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工业饲料

普及率为 75 %。未来 5年，饲料利用效率可提高

3 %以上，节约配合饲料 600 万吨左右。总体来

看，“十三五”规划为需求进入低速增长期的饲料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反映未来

饲料需求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

再看过去一年来国内养殖业的情况。2016年

国内蛋鸡、生猪利润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对下游养殖企业形成一定刺激，但生猪养殖受

限于环保标准的提高，其扩充规模的程度不是很

激进。蛋鸡养殖虽然在2016年大部分时间处于较

好的盈利状态，但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份

蛋价持续下行，导致养殖规模明显缩减。不过，

从总体上看，2018年猪鸡存栏将有一定的回升，

这也使得业界对于2018年的饲料需求有一个相对

乐观的期待。

从长远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生活消

费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对于肉、蛋、奶的需求还会

有更大增加，未来饲料产业的发展空间依然很

大，且随着国内玉米种植面积调减，库存逐步去

化，养殖行业对有关环保整改措施逐步实施、调整

到位，供需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玉米价格有望

逐渐呈现向上趋势；严格环保时代来临，中小企业

被迫退出，饲料原料及添加剂原料供应紧缺局面

短期内难以缓解，价格上升成为必然，继而将带

动饲料生产进入高成本时代，饲料行情整体上行

或将成为新常态。

饲料生产进入高成本时代行情稳中上行成为新常态⁃刘国信 行业动态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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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利用发酵技术加工菠萝皮渣生产饲用膳食纤维技术及其应用前景。菠萝

皮渣中的膳食纤维及丰富的营养物质，能为动物养殖带来福利，同时可为养殖场创造更大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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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学名Ananas comosus，又名凤梨，是岭南四

大名果之一，原产巴西、阿根廷等一带干燥的热带山

地。据记载，菠萝于1558年传入广东［1］。据统计，

广东菠萝种植面积占全国菠萝种植面积的49.7 %，

占广东省水果种植面积的3.1 %；产量占全国菠萝产

量的55.9 %，占广东省水果产量的7.0 %。广东菠萝

产地主要集中在湛江、汕头、江门等地区及广州市郊，

其中，湛江等粤西地区菠萝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广东

全省菠萝种植面积和产量的63.7 %和79.5 %。湛江

地区年加工菠萝鲜果能力达到50万吨，目前年加工

菠萝鲜果总量约30万吨，生产罐头15万多吨。

1 菠萝皮渣现状
目前菠萝的加工产品主要是菠萝罐头，在生

产过程中，副产品菠萝皮渣，包括芯、皮、刺等量

很大，约占原重量的50～60 ％［2］。至今为止，菠

萝皮渣主要进行榨汁，一部分返回利用，但大部

分由于糖分较低，只能以低价出售或丢弃，既造

成资源浪费，又严重污染环境。废渣榨汁后仍有

大量的酶、有机酸、糖分、膳食纤维等，将此下脚料

合理利用在食品、化工、畜禽饲料等领域，可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国内外在菠萝果皮渣的利用方

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好的成果［3⁃7］。

寻求菠萝皮渣合理利用途径，实现菠萝加工业变

废为宝，是菠萝产业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结合我国对菠萝果皮渣的研究和利用现状，

浅谈利用生物技术，菠萝加工废渣参与豆粕发酵

的应用，为我国菠萝产业和饲料产业进一步发展

提供参考。

2 菠萝皮渣膳食纤维的功能与应用
2.1 膳食纤维的定义

膳食纤维于2000年被AACC（美国谷物化学家协

会）最终确定为不能被人体消化的可食碳水化合物及

其类似物，这些物质不能被小肠消化吸收，但在大

肠中可部分或全部发酵消化。膳食纤维主要来自植

物的细胞壁，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

木质素等。膳食纤维被国内外营养学和医学视为“第

七类营养素”。当前国际营养组织对人体营养结构的

改变提出可靠建议；国内也给予了相关的报道和重视，

“十二五”规划当中，倡导发展膳食纤维的应用，改

善我国国民营养结构，提高国民身体免疫力，以遏

制慢性病对国人造成的潜在危害。

目前，膳食纤维有粮食类传统膳食纤维，如小

麦麸皮纤维、玉米麸皮纤维、米糠纤维、大豆纤维、甜

菜纤维、燕麦膳食纤维等，水果膳食纤维有木瓜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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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苹果膳食纤维等［8，9］，研究及开发水果膳食纤

维将使膳食纤维家族更加丰富。菠萝皮渣含有丰富

的膳食纤维，也能为饲料行业发展提供新方向。

2.2 菠萝皮渣膳食纤维的特性与功能

菠萝皮渣与其它果渣不同的就是糖分丰富，

糖类依据其溶解性不同可分成不可溶性与可溶性

两大类。不可溶膳食纤维是细胞壁的组成成分，

包括纤维素和木质素，可溶性膳食纤维包括植物

细胞壁内贮存物质和分泌物。菠萝皮渣内可溶性

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持水性较好，含水量达

到 40～50 %，是碳源的良好来源，可以为微生物

发酵提供良好的发酵基体。张海生［10］研究表明菠

萝皮渣中粗纤维含量高，占干果渣 65～75 %，是

一种很有开发前景的新型膳食纤维资源。菠萝皮

渣的膳食纤维与其他进口膳食纤维相比，价格便

宜，而利用菠萝皮渣制备的膳食纤维需求较大、功

能独特在畜禽饲料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

阔的市场前景。

菠萝皮渣膳食纤维有多种生理功能。菠萝皮渣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清洁消化壁和增强消

化功能，减少病原菌从后肠向前肠移动，吸附病原

菌及霉菌毒素等，调节肠道微生物菌群平衡，改善

肠道健康；可减缓消化速度和最快速度排泄胆固醇，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浓度，降低血液胆

固醇水平。同时菠萝皮渣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增加

饱足感，满足咀嚼等生理需求。目前，传统纤维源

存在一定问题，纤维含量低，占配方空间大，稀释

营养浓度，大多数纤维源可发酵性较差，含有霉菌

毒素及病原菌污染严重，矿物质含量不平衡，含有

抗营养因子，影响营养的消化吸收。纤维源的卫生

质量方面上，传统的纤维源如麦麸、干酒糟及其可溶

物（DDGS）、草粉等霉菌毒素污染普遍比较严重，如

黄曲霉，有些甚至含有病原菌［11］。饲料中添加这些

卫生质量不佳的纤维源，容易损伤机体免疫系统，

降低抗病力，甚至导致畜禽腹泻。而菠萝皮渣膳食

纤维内成分比较丰富，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

3 菠萝皮渣的应用
3.1 豆粕在饲料应用方面的局限性

由于大豆存在着许多抗营养因子（如蛋白过敏

原、水苏糖、棉籽糖、尿素酶、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植

酸、植物凝集素等对动物有毒性作用的物质），限

制其在饲料中的应用范围，尤其在高档饲料中的

应用，因此研究和开发去除大豆蛋白中抗营养因

子的技术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当前鱼粉资源的

紧缺，促使改良解毒大豆蛋白在饲料应用高潮到

来。目前国内外去除大豆抗营养因子的方法主要

有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等方法，其中以生物技术

去除效果最全面、成本最低、最安全［12］。我国是大

豆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产地之一。

大豆生物发酵产品在食品上的使用有几千年的历

史，这些传统产品主要有酱油类、豆豉类、腐乳类

等［13］，大豆发酵的基础技术比较深厚。目前国内

外应用微生物发酵解毒技术处理植物性蛋白的研

究，重点是采用真菌和细菌发酵降解，针对豆粕、

菜仔粕、棉粕的发酵脱毒研究。关于利用菠萝酶直

接用于饲料添加剂有多种产品，但利用菠萝酶对

豆粕酶解，提高豆粕消化率和有机酸含量等，引

入发酵体系进行复合发酵的研究报道尚属少见。

3.2 菠萝皮渣配合豆粕发酵在畜禽上的应用

传统的纯豆粕发酵，虽然去除了豆粕中大部

分抗营养因子，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微生物源性

营养，有较强的肠道微生物种群调节功能。但由

于目前大多数猪饲料含有或多或少的抗菌素，抑

制了常规发酵豆粕这方面的功能，且毕竟还是植

物蛋白，短期内要看到明显效果并不现实。菠萝

皮渣中还含有丰富的菠萝酶、果糖、有机酸等营养

物质，促使发酵豆粕中大豆异黄酮的活性增加，

抑制黄曲霉等其他霉菌毒素。通过加入菠萝皮

渣，先对产品加以酶解，使得产品降解程度大幅

提高，且具有丰富的特定有机酸，促使豆粕发酵

效果大幅提高，生产出新型菠萝皮渣汁酶解蛋白

粉类等产品。梁耀开等［14］研究发现，菠萝皮渣配

合菌种发酵生产出高蛋白的畜禽饲料。大量的生

产试验证明，新型菠萝皮渣汁发酵的酶解蛋白

粉，富含具协同生理调节作用的特定有机酸且小

分子蛋白比例大幅提升，可解决母猪产后应激，

同时增加采食量，减少便秘，提高母猪泌乳的质

量；而且新型菠萝皮渣汁发酵的酶解蛋白粉明显提

高仔猪断奶窝重量，可以替代鱼粉、鸡蛋粉、血浆

蛋白粉、诱食剂、消化酶、乳清粉与乳清蛋白等。

菠萝皮渣含有丰富的汁液，风味和营养成

浅论菠萝皮渣的发酵应用技术⁃陈言言， 等 专题综述 ·· 15



分，是良好的多汁饲料资源。许多学者根据其开

发利用和饲用价值进行大量研究。吕庆芳等［15］研
究发现，菠萝皮渣中丰富的营养成分促进贵妃鸡

日粮提供能量。叶盛权等［16］成功开发出营养丰

富，风味独特的菠萝皮渣饲料添加剂。另外一些

学者［17，18］分别在奶牛、肉牛及生长猪上得出，菠

萝饲料具有良好的饲养效果。菠萝渣引入发酵工

艺中，生产出风味独特，且营养效价显著的新型

发酵豆粕，这样不仅可以改善普通发酵豆粕风味

和营养效价，减少饲养动物特别是高档水产、畜禽

饲料对动物性蛋白源的依赖，缓解动物性蛋白源

紧缺的局面，确保我国养殖业和饲料业的可持续

发展；而且还使菠萝加工生产得到有效延伸，减少

菠萝罐头生产过程中生产废渣废水的排放，缓解

企业生产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从源头上保

护日益脆弱养殖环境。

4 全自动车阵式连续发酵系统和特有的曲种配

合发酵，确保发酵效果
菠萝皮渣配合豆粕发酵，以发酵豆粕为载

体，添加菠萝皮渣，并加入芽孢杆菌、酵母菌、乳

酸菌等复合菌种进行复合发酵，应用自控固体连

续发酵系统，通过优化菌种组合、调整发酵时间、

增加翻箱次数等，确保发酵效果，生产出优质的

新型的高蛋白饲料产品。经本工艺生产的酶解发

酵蛋白粉可以大幅度替代白鱼粉，用于高档水产、

畜禽饲料生产，可提高饲料中有机酸和小分子蛋

白，解决母猪产后应激，增加采食量，减少便

秘，提高母猪泌乳质量，增加仔猪断奶窝重量。

高能普鱼肽是以鱼溶浆、菠萝皮渣、鱼油和豆粕

作为载体进行复合发酵的一种功能性蛋白原料，2017
年研究了其对保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保育猪在25.5天的试验期后，对照组（饲喂基

础配方）头均增重8.36 kg，试验组（在基础配方之外

添加4 %的高能普鱼肽）头均增重9.92 kg。保育猪试

验组相比对照组每头多增重1.56 kg。根据当地当时

行情每头 15 kg的保育猪出售，多出的重量按 10
元/kg来核算，对于该批次保育猪来说，每头保育猪

试验组比对照组额外产出15.6元。而每头保育猪试

验组成本比对照组多投入5.88元，以此来核算得出

投入产出为1∶2.65。因此，从钱肉比和投入产出比

来分析，高能普鱼肽极大降低了猪场生产成本，为

养殖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高能普鱼肽

高效的肠道调理功能，保育猪死淘率大大降低，提

高保育猪免疫力和抗氧化性，在猪只生理阶段的各

项生理功能快速发育的保育阶段为其打好生理基础，

在其后续的生长中同样会表现出更好的优势。

5 结语
我国是畜禽养殖大国，反刍动物及母猪每年消

耗大量的膳食纤维，而菠萝皮渣中膳食纤维含量大，

所以菠萝皮渣的再利用将为畜牧行业提供客观的经

济效益。菠萝皮渣的利用，大有潜力可挖。利用生

物技术对菠萝皮渣再利用，变废为宝，对于果汁果

脯生产企业而言，是一种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产品

成本、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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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便秘的危害及其关键的防控方法

夏道伦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畜牧兽医局，湖北 襄阳 441104）

摘 要：母猪便秘一直是困扰养猪场的一大顽疾问题，据笔者对部分养猪场不完全统计，

大约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母猪均有不同程度的便秘现象。笔者通过分析母猪便秘的危害，提出

相应的防控措施，以期为母猪生产中防治便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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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发生便秘，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精神沉

郁，采食量时好时坏，排便困难且排出的粪球干硬。

母猪便秘在生产中危害严重，因此，养猪场务必充

分认识母猪发生便秘的危害性，有针对性地做好谋

划，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切实做好母猪便秘的

各项关键性防控措施。

1 母猪发生便秘的危害性分析
1.1 易导致母猪厌食

母猪长时间便秘，易导致母猪产生厌食，由于

母猪采食量下降，并易引起怀孕母猪产生营养不

良，对母体内的胎儿生长发育不利；母猪在哺乳期

出现便秘，则很可能会导致母猪的采食量和泌乳量

下降，不仅严重影响哺乳仔猪的生长发育，从而影

响仔猪的育成率和成活率，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引起

母猪继发感染乳房炎和子宫内膜炎等疾病的发生，

进而会严重影响到哺乳母猪的健康。

1.2 易导致母猪脱肛或脱宫

母猪长时间便秘，严重的可导致母猪排便困

难，由于母猪长期排便用力过度，长此以往下去则

易导致母猪脱肛或脱宫的发生。

1.3 易引起母猪发生直肠感染

母猪长期便秘，其干硬的粪球容易刺破损伤母

猪的直肠，并易引起母猪发生直肠感染，且肠道内

的有害细菌在粪便中的大量繁殖，也增加了母猪被

感染的几率。

1.4 增加了母猪难产和产死胎的几率

母猪长期便秘，可引起母猪分娩时腹部和子宫

肌群收缩无力，同时由于肠道内的粪便压迫产道，

两者均会引起母猪发生难产和产死胎的几率大大

地增加。

1.5 易引起母猪精神沉郁或精神暴躁

母猪长期便秘，易引起母猪精神沉郁或精神暴

躁，一部分母猪由于精神暴躁则常常会表现起卧不

安，易引起哺乳母猪压死或踩死仔猪现象发生。

1.6 增加了引起母猪发生各种炎症的几率

母猪长期便秘，其肠道内粪便异常发酵所产生

的毒素进入母猪机体血液后，可引起母猪发生各种

炎症如子宫内膜炎、阴道炎、乳房炎等，对母猪和仔

猪均会产生危害。如在炎热的夏季母猪长期便秘，

其肠道内的粪便异常发酵产热，易导致母猪体温升

高，重则会引起母猪感染一些疾病，大大地增加了

母猪患病的风险。

2 母猪发生便秘的致病原因分析
2.1 怀孕后生理方面的因素

母猪怀孕后，随着其体内孕激素水平的不断升

高，母猪的子宫平滑肌和肠平滑肌就会慢慢地松

弛，这一方面将有利于胎儿在母猪子宫内定植生

长，同时也会相应地导致母猪肠道蠕动的减缓，其

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将会相应地延长，如粪便

中的水分被直肠过度吸收，则易导致母猪发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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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2.2 饲料营养方面的因素

母猪怀孕后，若饲料中的粗纤维含量过低，则

不能对母猪的肠道起到足够的刺激，使得母猪的肠

道蠕动减缓，其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相应地延

长，易引起母猪发生便秘；如饲喂怀孕母猪饲料中

的能量和蛋白质水平过低，而粗纤维含量过高，则

易引起母猪产生营养不良，从而易导致母猪发生体

质虚弱性便秘。

2.3 饲喂方法方面的因素

一部分养猪场由于对怀孕母猪的饲喂方法不

科学，尤其是在母猪产前3～7天，不能根据母猪的

膘情适时地给予母猪减料，导致了一部分怀孕母猪

在分娩前采食量过多，从而造成了母猪肠道内容物

与母猪怀孕后期胎儿迅速增长所需占有空间的矛

盾，受胎儿占有空间的挤压，如粪便在肠道内停留

时间过长，水分被直肠过度吸收，自然而然地使母

猪形成便秘，由于干结粪便在直肠中的阻碍，进而

对于一些产仔数多、胎儿体重过大的分娩母猪来

说，将易导致胎儿娩出困难，甚至挤压胎儿形成横

产等难产现象的发生。

2.4 供给饮水方面的因素

母猪发生便秘往往多是由于母猪饮水不足所

造成的，而在母猪养殖的实际生产中，如母猪舍内

饮水器设置不当，造成母猪饮水不畅，供给母猪饮

水的水压过低以及饮水的水质过差等，母猪饮水不

足则易导致母猪产生便秘。

2.5 青绿多汁饲料方面的因素

供给母猪适量的青绿多汁饲料不仅可补充母

猪和母猪体内所怀胎儿以及母猪泌乳的营养需求，

有利于母猪的繁殖生产，而且青绿多汁饲料具有轻

泻性，可有效地防范母猪发生便秘，如养猪场供给

母猪的青绿多汁饲料不足则易导致母猪产生便秘。

2.6 运动方面的因素

目前一些规模养猪场，由于对母猪多采用限位

栏喂养，极大地限制了母猪的运动量，母猪长期缺

乏运动，则极易导致母猪的胃肠机能降低，其肠道

蠕动相应的减缓，粪便中的水分在肠道中被过度吸

收，则极易导致母猪形成便秘。

2.7 疾病方面的因素

如一些养猪场饲喂母猪的饲料品质过差，饲料

发霉变质，尤其是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易引起母猪

发生中毒现象，产生便秘或腹泻；如一些养猪场为

了有效地预防母猪的疾病发生，常常会根据气候的

变化和母猪一些疾病的发生规律，采用定期或不定

期地给母猪群预防性投喂药物的方法来防控母猪

疾病发生，如一旦给母猪投喂的药物剂量过高或投

喂的药物时间过长，则可能会引起母猪产生药源性

便秘；如母猪一旦感染某些发热性疾病，如母猪感

染产前热、产后热、温和型猪瘟、弓形体病和猪蓝耳

病等发热性疾病时，均有可能会导致母猪产生便

秘。

2.8 气候温度方面的因素

尤其是在盛夏高温季节，如对母猪舍内通风降

温不到位，且持续时间过长，则极易引起母猪发生

热应激，并导致母猪体内水分丧失过多，水盐代谢

发生紊乱，则易导致母猪产生便秘。

3 母猪便秘的关键性防控方法
母猪发生便秘如不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长时间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母猪的健康，进

而将会影响到母猪所怀胎儿和哺乳仔猪的健康与

生长发育，因此，养猪场应针对引起母猪发生便秘

的原因，采取关键性的防控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

成效。

3.1 合理配合日粮并科学饲喂

养猪场给母猪配合日粮时，应注重选择高品质

的饲料原料，尤其是饲料原料不可发霉变质，其饲

料原料中应保障有一定的粗纤维含量，且应合理地

搭配各种饲料原料配比，以满足不同时期母猪和母

猪体内所怀胎儿以及母猪泌乳的营养需求，并力争

做到精细化科学喂养。如母猪在饲喂过程中出现

过肥或过瘦现象，则应根据具体情况适时地调整好

母猪的饲料配比，以保持母猪不肥不瘦的种用体

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怀孕母猪分娩前 3～7
天，应根据母猪的膘情适时地给予母猪减料，严防

母猪在分娩前采食量过多，避免增大母猪肠道内容

物与母猪怀孕后期胎儿迅速增长所需占有空间的

矛盾，减少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从而减少母

猪产前形成便秘。

3.2 保障有充足而清洁的饮水供应

保障母猪有充足而清洁的饮水供应是防范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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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发生便秘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养猪场应合理地

设置母猪舍内的饮水器，其饮水器的设置高度应尽

可能地与母猪的肩部保持同等高度，饮水的流量以

不低于每分钟3升左右为宜。夏秋高温季节，母猪

的饮水量增大，对多头母猪合群养殖的养猪场，为

防范合群养殖母猪舍内饮水器不足，导致部分母猪

饮水量不足，可在母猪采食后并在料槽内注入饮

水，以供给母猪自由饮水，也可提倡给母猪饲喂湿

拌料，以补充母猪部分水分。一旦出现供给母猪的

饮水不畅，饮水的水压过低、部分母猪出现争抢饮

水现象以及饮水的水质过差时，养猪场则应及时排

查原因，并及时给予检修，以保障母猪有充足而清

洁的饮水供应。

3.3 适当地补喂青绿多汁饲料

养猪场给母猪适当地补喂青绿多汁饲料，不仅

可补充母猪和母猪体内所怀胎儿以及母猪泌乳的

营养需求，可有效地降低母猪的养殖成本，而且有

利于母猪的繁殖生产。同时，给予母猪补喂的青绿

多汁饲料中有机态水分有利于母猪的机体吸收，可

有效地防范母猪发生便秘。因此，养猪场应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和母猪的养殖数量，采取长短结合，

有计划地做好青绿多汁饲料的种植生产，以满足养

猪场母猪繁殖生产对青绿多汁饲料常年需求的供

应。

3.4 适当地增加运动量

养猪场尽可能地为母猪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是

确保母猪健康的前提。但无论是空怀母猪，还是怀孕

母猪，必须经常保持有适当的运动量，对于采用限位

栏喂养的母猪，养猪场则可利用猪舍间的空地作为母

猪的运动场，并经常将母猪赶入运动场内任其活动，

以有效地促进母猪的肠道蠕动，增强母猪的胃肠消化

机能，从而有效地防范母猪发生便秘。

3.5 加强对饲养环境的控制

养猪场应加强对母猪饲养环境的控制，除了加

强对母猪栏舍的卫生管理，勤打扫栏舍，定期和不

定期地对母猪栏舍和养猪场周围环境进行消毒外，

尤其是应注意夏秋高温季节对母猪的危害，养猪场

在高温季节除了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尽量地增大母

猪栏舍内的自然通风对流，以降低母猪栏舍内的温

度之外，有必要时应适时开启母猪栏舍内的降温设

施，以减轻热应激而导致母猪产生便秘。

3.6 对已发生便秘的母猪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据临床治疗体会，对已发生轻度便秘症状的母

猪，可适量地选用一些油类泻药给予母猪内服，如

可任意选择适量的花生油、菜籽油、棉籽油、石蜡油

等，适时地给予母猪内服导泄即可改善母猪的便秘

现象；而对于发生重度便秘症状的母猪，除了应适

时地使用温肥皂水给予母猪洗肠，以有利于促进母

猪直肠内秘结的干粪排出外，还可适时地选用硫酸

镁和硫酸钠等泻药给予母猪内服导泻，并可在给予

母猪的饮水中添加葡萄糖粉和白糖，以增加母猪的

饮水量，从而改善母猪的便秘症状。在给予发生便

秘的母猪采取相应治疗措施的同时，为防患于未

然，养猪场应适当地增加母猪的青绿多汁饲料的喂

量，并补充母猪膳食纤维和天然维生素，以有效地

预防母猪便秘；饲喂母猪的饲料应尽可能地做到现

配现喂，严防饲料发霉变质，也可在饲喂母猪的饲

料中添加微生态制剂(如益生素、加藤菌、生态畜

宝），以改善母猪肠道的内环境，减少母猪肠道内有

害菌如大肠杆菌和梭菌等的危害，从而减少母猪肠

道内异常发酵，刺激母猪肠道蠕动，以缓解母猪便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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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败血型链球菌病病例报告

王艳丽 1，陈慧婷 2，徐翠 2，黎家祥 2，黄冬艳 2，尚书文 1，花象柏 2

（1.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1356；
2.南昌珠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一规模猪场的商品猪发生一起猪败血型链球菌病，和近年来所见的由猪链球菌 2
型所引起的最急性或急性型链球菌病有所不同，特将诊治过程进行报告，以期能指导生产。

关键词：猪败血型链球菌病； 非常见血清型； 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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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情况
2017年10月26日，江西德安县一规模猪场所

饲养的35～90 kg的商品猪开始部分发病。畜主凭

养猪十多年的经验和兽药店人员的指导，在发病

猪群的饲料中先后加入了替米考星、多西环素和氟

苯尼考等药物，同时对发病不采食的猪肌肉注射

了青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和双黄连等药物来进

行治疗。经过20天左右，发现效果不理想，发病

猪死亡 6头，栏内还有 20多头病猪。在这种情况

下，畜主邀请我们前往出诊。

2 临床症状和剖检
饲养的200多头中大育肥猪，有的突然发病，

体温 40.5 ℃左右，初期采食量减少，后期废食。

第 2～3天，发病猪出现呼吸加快。再过 2～3天，

多数发病猪虽经药物治疗但仍死亡，仅少数可以

康复。进栏观察，见发病猪体表无紫绀，有轻度

呼吸加快，未出现神经症状，也无明显消瘦。

现场剖检体重约 60 kg的死亡猪 2头。1头猪

两侧扁桃体表面被弥漫性黑色痂皮样坏死物覆

盖，肺脏有轻度淤血水肿，气管和支气管内有较

多泡沫样淡红色液体积留，切开肺组织并挤压见

少量上述液体从肺断面流出。另 1头猪两侧扁桃

体表面有许多黄白色条纹状化脓，并交织成网

状，气管和支气管内有较多粘稠脓性分泌物积留。

腹腔脏器表面有一些纤维素性样渗出物附着。

发病猪群都接种过猪瘟疫苗、猪伪狂犬病疫

苗、猪圆环病毒病疫苗和猪支原体疫苗各1次，部

分猪群还接种过经典蓝耳病疫苗 1次，均未接种

过猪链球菌疫苗。

依据发病猪临床症状、剖检变化和疫苗接种情

况，初步诊断为败血型猪链球菌病，并指导畜主

进行治疗。

3 实验室检测
对所剖检的 2头猪，均取扁桃体、心、肺、脾、

肝、肾和多部位淋巴结等病料，运送至南昌珠安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根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结

果，进行疑似病毒的 PCR检测和细菌分离。PCR
检测结果显示，经典和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圆环

病毒 2型和伪狂犬病毒均为阴性。从肝、脾、肾等

脏器中分离出的细菌，菌落形态均一、呈灰白色、

表面光滑，菌落小。革兰氏染色呈阳性，镜检呈

短链状的球菌。经猪链球菌特异性PCR鉴定，分

离菌为猪链球菌。采用马链球菌兽疫亚种和猪链

球菌 1、2、3、4、5、7、9和 19等血清型的特异性PCR
引物对其进行了血清型鉴定，结果均不属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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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型。

4 治疗情况
根据前述初步诊断和既往治疗经验，建议畜

主用康舒秘（主要成分为 62.5 %磺胺氯达嗪钠），

按 800 g/吨水的用量给发病猪群饮水。用扶本康

（10 %的氟苯尼考）按 2 kg/吨料的用量拌料给发病

猪饲喂。饮水和拌料投药疗程均为一周，用药至

第 5天，不再出现新的发病猪。已发病的猪用丁

胺卡那注射液治疗，每天2次，3～5天为一疗程。

经过治疗，原发病的20多头病猪只死亡10头，其

余全部康复。新出现的 6头病猪全都治愈，无一

例死亡。

发病猪群疫情平息后不久，50余头15 kg左右

的猪又开始发病，并突然死亡2头。按同法处理，

疫情最后平息。本次成功的治疗方案为本次猪败

血型链球菌病的诊断增加了一个佐证。

5 小结与讨论
5.1 败血型链球菌病是猪的常发病。本次所见的

猪败血型链球菌病比近年来多见的由猪链球菌 2
型所引起的稍显温和，表现为病猪体温升高幅度

不大（40.5 ℃左右），病程较长，体表不见紫绀；剖

检仅见肺水肿，未见肝、脾肿大。本次剖检看到的

扁桃体化脓和溃疡病变在文献资料中少有记载，

是否为猪败血症型链球菌病的典型特点有待深入

研究。

5.2 上世纪70～80年代，从我国各地发生的猪链

球菌病例分离到的链球菌多数属于马链球菌兽疫

亚种。1998年和 2005年我国曾有猪链球菌 2型感

染猪和人的报道。猪链球菌根据其荚膜抗原分为

33个血清型，其中1、2、7、9型是猪的常见致病菌，

还有很多未定型菌株［1］。我国现用猪链球菌灭活

疫苗通常包括马链球菌兽疫亚种和猪链球菌 2型

等2个血清型，有的还加有7型共3个血清型。这

样看来，马链球菌兽疫亚种和猪链球菌 1、2、7、9
型为目前引起猪链球菌病的常见血清型，其他能

引起猪链球菌病的血清型则可认为是非常见型。

前人对我国不同地区发生的猪链球菌病中分离的

猪源链球菌进行了血清型的鉴定发现，也有一些

非常见血清型和一些未定型菌株［2⁃4］。本次分离的

猪源链球菌，经鉴定不属于上述常见血清型，故

认为属于非常见血清型的猪源链球菌，因此有待

进一步扩大对分离菌的血清型鉴定范围。

5.3 畜主虽进行了治疗，并且所用抗菌药物的种

类不少，但疗效较差，不能控制疫情的蔓延。本

病治疗要抓住两点：一是要在饮水和饲料中投药，

以阻止新病例的继续出现。尤其是在饮水中投药

更是不可缺少，因为突然发病的猪不吃料但会喝

水，可使一些处于潜伏期或发病初期食欲减退或

废食的猪能通过饮水摄入足量的药物，从而阻止

这些猪的病情继续恶化。二是要对发病猪进行注

射治疗，重要的是疗程要到位。许多养猪户治疗

猪病，猪打了 2～3针（1～1.5天）不见效就换药，

结果前功尽弃。本次治疗病猪注射用药2～3天后

才见发病较轻的猪开始好转。所以，一种抗菌药

物注射治疗，要以3～5天作为一个疗程。一个疗

程下来不见疗效，再考虑换药。可同时用几种抗

菌药对不同的病猪进行试验治疗，但一头病猪用

1～2种药物治疗即可。

5.4 资料和经验表明，不少致病性链球菌对常用

抗菌药物已形成耐药性。本次治疗成功的药物康

舒秘、扶本康和丁胺卡那霉素是通过实践摸索出来

的，现在兽医做药敏试验的试纸都是人医的，不

少兽医抗菌药物缺乏商品药敏试纸，兽医药敏试

验的开展受到了妨碍，建议兽医相关部门重视此

事并设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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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猪伪狂犬病现状分析
伪狂犬病（PR）是由伪狂犬病毒（PRV）引起的

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猪是伪狂犬病的传染源和

自然宿主。PRV感染猪后，能引起猪只发热，母

猪流产，中大猪呼吸道症状，哺乳仔猪腹泻和神

经症状，仔猪死亡率可高达100 %等。一旦感染，

猪只终生带毒，无法根除，为养猪业带来巨大的

损失。

自 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猪场，伪狂犬野毒

感染的比率逐年上升，伪狂犬野毒阳性猪场越来

越多，且阳性猪场中，猪群伪狂犬野毒阳性率也

逐年上升，有部分猪场，伪狂犬野毒阳性率甚至

达到100 %。

经多家研究机构确诊，疫情为变异伪狂犬病

毒（PRV）引起［1⁃2］；病毒的分离鉴定表明，疫病由

新型伪狂犬病病毒毒株引起，新流行毒株与之前

国内流行毒株处于不同进化分支［3⁃5］，流行毒株的

变化，对伪狂犬的防控及净化增加了不少难度。

据林文耀等［6］报道，2011～2015年，全国 23
个省市，1537个规模化猪场伪狂犬野毒 gE抗体阳

性率情况如图1：

杨汉春等报道［7］，2016年全国 26个地区、不

同规模356个猪场18764份血清样本进行伪狂犬病

病毒野毒 gE 抗体检测，样品平均阳性率为

40.0 %，猪场阳性率为72.6 %。

2 伪狂犬病的危害
伪狂犬病毒野毒感染猪后，感染猪终生带

毒，带毒猪会源源不断的对外排毒，造成新的猪

只感染。伪狂犬病毒野毒阳性率一路上升，波及

全国，为养猪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2.1 猪场伪狂犬野毒净化前后生产指标差异

伪狂犬野毒阳性场与阴性场，在各项生产指

猪场伪狂犬野毒阳性的危害及净化构想

张惠文 1，邢少仲 2，苏伟桐 3，胡启郁 1*

（1.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河源 517583；
2. 广州市良种猪场，广东 广州 510540；
3. 广州旭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猪场伪狂犬野毒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伪狂犬野毒感染对猪场

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同时为猪场防疫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本文通过阐述当前伪狂犬野

毒阳性率的变化情况以及猪群伪狂犬野毒阳性的危害，进而根据生产需求，提出伪狂犬净化

构想，旨在帮助养猪场认清其危害，进而做好防控以及净化工作。

关键词：伪狂犬野毒； 危害； 净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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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1⁃2015年规模化猪场伪狂犬野毒gE抗体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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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上都有差别：伪狂犬病爆发的猪场，其经济损失

如何，大部分养猪人都清楚；但伪狂犬野毒感染后

稳定的猪场，由于猪群没有临床表现，因此带毒

猪群生产性能下降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往往被很多

养猪人所忽略。

已有研究表明，伪狂犬病净化后，生产成绩

改善明显。母猪死胎、死淘率分别下降 1.9 %和

10.4 %［8］。福建省三个试验猪场（1000 头母猪规

模）数据显示，净化后母猪配种受胎率提高 2.8～
5.4 %，平均每头母猪产子数增加 0.52～0.83 头，

仔猪出生平均窝重增加 0.75～1.86 kg，哺乳仔猪

死亡率下降 2.5～8.3 %，保育猪死亡率下降 3.5～
3.9 %，每头母猪年出栏大猪数增加 0.93～1.19
头，僵猪比率下降 2.4～2.75 %，平均每头猪保健

药物费用下降8～9元，净化后，猪场每年大约增

加70万利润［9］。
伪狂犬野毒阳性稳定猪场与阴性猪场相比，

每项生产指标都有所差异，每项指标细微变化，

综合起来一年无形的经济损失不小。

2.2 疫病防控压力的差异

伪狂犬病病毒对各阶段猪均易感，但随着日

龄的增加，死亡率也随之下降。育肥猪和成年猪

一般感染后，可出现发热和轻微的呼吸道症状，

耐过后成为病原储存宿主。公猪感染后，病原可

在精液中持续存在 12 d。处于潜伏感染状态的猪

只，在气候、营养、应激、免疫抑制疾病等因素的影

响下，病毒会开始活跃并加速对外排毒，从而造

成新的易感动物感染，甚至爆发伪狂犬疫情［10］。
种猪伪狂犬野毒阳性，这无疑对猪场的疫病

防控带来极大的压力，稍有不慎，就有疫情爆发

的风险。而且伪狂犬爆发，还会引起猪场其他疫

病的连锁反应，加重疫情。

3 伪狂犬净化构想
伪狂犬病净化的思路：疫苗选择，适合本场的

免疫程序制定，检测筛查；最终淘汰阳性带毒猪，

逐步净化伪狂犬。净化过程是一个整体配套完善

的过程，不可能单一的针对伪狂犬，还需要配套

相应的饲养管理和生物安全体系，否则无法顺利

进行净化。

3.1 疫苗的选择

当前伪狂犬病毒新流行毒株出现变化，血清

型不变，但部分基因出现突变，导致病毒毒力增

强，现有疫苗能否保护猪只免受新型流行毒株的

感染这一疑虑，导致猪场在疫苗选择上不知所措。

已有研究表明：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株）免

疫猪后对伪狂犬病毒新流行毒株的攻击具有良好

的保护效果［11］。
3.2 免疫程序的制定

不同的猪场，猪场所处环境以及猪群品种、营

养、健康状况各不相同，免疫程序也不尽相同，需

要根据猪场自身的情况以及合理的采样检测抗体

情况后才能制定最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切勿盲

目跟随。如何控制好育肥猪的带毒和散毒，这项

工作也需要特别重视。

3.3 检测筛查

根据猪场试剂情况，制定合理的检测时间

点，及时清除野毒感染猪，保证新进猪伪狂犬野

毒阴性。

3.4 生物安全体系

加强检疫、车辆消毒、外来人员隔离、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定期灭鼠［10］。
3.5 饲养管理

进行猪群营养、环境卫生以及适当的批次化管

理。

4 讨论
伪狂犬病野毒阳性率居高不下，给养猪业带

来很多的隐患。防控并进一步净化才能去除隐

患，让养猪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净化的主要问

题其实在于猪场对伪狂犬病野毒阳性危害的认识

不足，认为只要稳定了，即使种猪带毒，对猪场

生产没有影响。其实阳性猪群每年都在吞噬猪场

的效益，只是很多猪场没有关注到那么细微的数

据而已。净化可能短期对猪场来说会是一个投

入，但从长远来看，产出远远大于投入。

参考文献：
Wang C H， Yuan J， Qin H Y， et al. A novei gE ⁃ deleted
pseudorabies virus （PRV） provides rapid and complete
protection from lethal challenge with the PRV variant emerging
in Bartha ⁃ K61 vaccinated swine population in China ［J］.
Vaccine，2014，32：3379⁃33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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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犬的桡骨尺骨、胫骨腓骨都较细，桡尺骨、胫腓骨远端完全错位性骨折采用外固定

效果较差。为此，笔者介绍了一例阿富汗猎犬骨折的病例，通过内接骨板与螺针固定结合的

治疗方案，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患犬最终康复，期望能为探讨临床上阿富汗猎犬骨折及治

疗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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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宠物饲养越来越多，尤其养

犬者日益增多。犬的桡骨、尺骨骨折和胫骨、腓骨

骨折在临床上很常见。据报道，桡骨、尺骨常同时

骨折约占骨折发病率的31 ％，多发生在骨的中部

或远端1/3处，以横骨折和斜骨折居多；胫骨、腓骨

骨折常同时发生，多为骨干骨折，占骨折发病率

的28 ％，给宠物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细犬，也称之为细猎犬，是一种猎犬的统

称，其特征为尖脸，垂着的两片长耳朵，身材细

瘦挺拔，动作灵敏。这种古代犬种由于长期以来

活跃在沙漠和草原地带，因此其奔跑速度一直保

持犬的最高纪录，最快时速达 60 Km。这可能因

与此犬生理解剖的特点有关，前脚承受60 ％以上

的体重，而后脚如一个有力的动力加速器。高速

度的背后导致赛跑用的猎犬经常会发生骨折，而

这种损伤对其他赛跑用动物却很少见。赛用犬的

骨格健康完全决定了它们的运动生涯和命运［1］。
犬的前臂骨折治疗方法比较多，对桡骨和尺骨

骨折的动物进行药物治疗包括给予止痛药和治疗开

放性骨折时给予抗生素；桡骨和尺骨骨干骨折的保守

治疗例如夹板、可塑性夹板固定。对于开放性骨折及

严重的粉碎性骨折多采用开放性整复手术治疗，如

用接骨板、髓内针、钢丝、螺钉等工具进行内固定［1⁃3］，

或采用通过中医接骨及中药疗法的治疗。

尽管近年来相关报道的治疗方法比较多，但

由于病因较复杂，发生骨折部位及骨折类型不一

样，畜主对相关知识的贫乏，导致病程拖延时间

长，治疗颇为棘手，临床治疗效果亦不理想，部

分患畜治愈后仍然不能参与比赛或狩猎。

为了解细犬生活中该病的发生特点，制定相

应的诊治措施，笔者通过对一例阿富汗猎犬（细犬

品种之一）的前臂骨折采用内接骨板与螺针固定结

合的治疗方案，对效果进行了观察、记录和分析。

1 发病情况
2017年 10月 23日，畜主带着一条浅灰色阿

富汗猎犬前来就诊。主述：公犬，1岁左右，体重

31 kg，4天前傍晚领其家中三条猎犬去其周边山

坡追捕野兔，由于对地形不熟在追捕野兔过程中

三只犬不慎从陡坡坠下，三只犬都不同程度的受

伤，其中跑在最前面的这只公犬受伤较严重，当

即右前肢不能正常站立行走。回家后畜主给公犬

用竹片简单做了固定，之后几天该犬出现精神沉

郁、喜卧少动、食欲减少，随后畜主带病犬来门诊

就诊。

2 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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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犬精神萎靡，喜卧少动，食欲废绝，仅少

量饮水，前右肢有变形、异常活动，患肢不能着地

站立，出现运动障碍。

3 诊断
3.1 临床诊断

该犬体温为 39.5 ℃，呼吸和心跳正常。右前

肢触诊，病犬出现异常的本体反应，对患肢进行

检查发现前臂桡骨刺破皮肤、局部出现出血、炎症

肿胀、疼痛以及捻发音，此确诊该病犬右患肢为开

放性骨折。

3.2 实验室化验

3.2.1 血液学检查

术前血常规检查见表 1，结果显示：该犬白

细胞计数（WBC）升高，提示有炎症发生。淋巴细

胞（LYM）总数升高，可能是免疫功能受到细菌感

染。粒细胞百分比（GRAN ％）上升时伴有白细胞

总数上升以及血小板增生，提示与大面积的炎症、

感染有关。

3.2.2 X线检测

通过患肢桡骨关节近端和远端的前后侧面 x
光片来诊断骨和软骨组织的破环程度。由于该犬

右前臂部位非常疼痛，我们做X射线检查前在确

定其没有禁忌的情况下（休克、低血糖、严重呼吸空

难）给予了镇静药。通过X光的检测发现病犬右前

臂中轴发生错位性骨折（如图1），伴有有软组织挫

伤，但腕部尚能轻微活动，经检查，桡神经、正中

动静脉与神经均无明显损伤。从力学的角度来

讲，自身的保护性骨痂出现之前，若不进行软组

织的处理，不对埋植物和骨之间进行分压，骨折

是不会好转的。

4 治疗
由于该犬病程较长且病情严重已不适合保

守治疗，征得主人同意后进行手术治疗。

4.1 术前准备

患犬取左侧卧保定，右前肢游离，骨折区有

大面积的组织损伤和缺失。术前临时性地用绷带

对患肢固定以确保骨折碎片不会移动，防止或减

轻软组织水肿并增加患病动物的舒适度，直到可

以进行手术时拆除。打开创口前进行剪毛，清创

处理。手术部位被皮消毒。

需准备器械：常规骨科器械，接骨板，螺针，

粗细不等的不锈钢钢丝少许；高压消毒备用。

4.2 麻醉

硫酸阿托品 0.02～0.05 ml/kg，皮下注射；15
min后用速眠新 0.06～0.1 ml/kg、氯胺酮 0.02～0.05
ml/kg，混合肌注，全身麻醉。

4.3 整复手术

4.3.1 暴露桡骨

桡骨头中部的表面和尺骨远端的侧表面未被

肌肉包裹，故可以用触压的方法轻易定位。在桡

骨的前内侧，沿桡骨前内侧缘纵行切开皮肤，注

意避开前缘的头静脉，后缘的桡动脉、静脉，向前

牵引腕桡侧伸肌，向后牵引旋前圆肌和腕桡侧屈

肌暴露出骨折断端，使骨断端充分游离，清除骨

折区的血凝块、挫伤组织和碎片［2］。
4.3.2 内接骨板固定

用持骨钳把持骨折断端，使之对合良好，术

表1 术前血常规检查

项目

红细胞（1012/L）
红细胞压积（%）

白细胞（109/L）
单核细胞（109/L）
血红蛋白（g/L）
嗜酸性粒细胞（%）

嗜中性粒细胞（109/L）
嗜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109/L）
淋巴细胞（%）

血小板（109/L）
单核细胞(%)

标准值

5.5⁃8.5
39.0⁃56.0
6.0⁃17.0
0.0⁃1.8

110.0⁃190.0
1.7⁃1.9
4.0⁃12.6
60.0⁃83.0
0.8⁃5.1

12.0⁃30.0
117⁃460
2.0⁃9.0

测定平均值

5.4↓
30.7↓
29.0↑

0.8
240↑
5.0
20.1
69.2
8.5↑
29.2

570↑
1.6

图1 阿富汗犬1岁公犬右前肢桡尺骨骨折X线检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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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六孔接骨板进行断端固定。

4.3.3 缝合

青霉素生理盐水冲洗术部，再用肠线螺旋缝

合肌肉和皮下组织，肠线结节缝合皮肤。

4.3.4 外固定

用夹板或托马支架外固定，绷带缠绕松紧适

度，避免过紧造成肢端水肿，头两天应观察肢体

远端有无肿胀。

4.4 术后护理

为防止支架卡主，在犬的笼中垫上木板或纸

板；为防止咬坏支架，佩戴伊丽莎白颈圈；注抗生

素 3～5天；加强营养，饲喂维生素A、D及鱼肝油

和钙等，促进愈合；通过影像学检查，骨已愈合前

最好限制患病动物的活动。X射线检查显示有骨

痂形成时，可以除去外固定器。

5 结果
通过内接骨板与螺针固定结合的手术治疗，

该犬右前患肢恢复良好。图 2为右前肢桡骨尺骨

骨板内固定后 42天X线检测图，可发现骨折处断

面对接良好，保护性骨痂出现，骨折好转。图 3、
图4为患犬右前肢桡尺骨骨板内固定后3个月拆除

钢板后X线检测，可发现右前肢骨折已基本恢复。

目前病犬活动自由精神状态良好。

6 体会
如果患犬近期发生外伤且表现不稳定应给

予镇痛药和抗生素的辅助治疗。为缓解矫形外科

时的疼痛，治疗术前可以选择镇痛药。小动物矫

形外科手术抗感染可以选择头孢类的抗生素预

防，在细菌进入伤口时头孢类药物的组织浓度能

有效抑制细菌生长。抗生素在麻醉诱导时通过静

脉给药，在手术完成时停止给药。

手术整复时要特别仔细，勿用力过猛，钻

穿或钻破对侧骨壁会影响手术的质量。尺骨通常

可被固定住的桡骨间接支撑。但是，在桡骨粉碎

性骨折情况下，大型犬需要额外支撑；在桡尺骨解

剖学上整复后对需长期运动的犬来说尺骨也要固

定。

托马支架对保证手术成功意义重大，单支

架的长短、大小要合适，松紧应适度，过紧易造成

患肢循环障碍，时间过长易导致患肢缺血坏死。

接骨板要在骨折愈合后就去除，因为接骨板

上覆盖的少量软组织可能引起过敏或应激。

赛跑用的猎犬经常会发生骨折，赛用犬的骨

格健康完全决定了它们的运动生涯和命运。因

此，赛跑用犬的主人要科学管理自己的爱犬，不

要盲目带犬到其地形不熟悉且地势陡峭的地方追

捕猎物，从而降低猎犬意外受伤的机率。

参考文献：
徐汉坤， 吴德华 . 中国外名犬鉴赏与养护［M］. 南京：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02.
福萨姆（美）主编 . 2008.小动物外科学［M］. 张海彬主译 . 第二

版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8.
侯家法主编 . 小动物外科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1］

［2］

［3］

图2 右前肢桡尺骨骨板内固定42天后X线检测图

图3 右前肢桡尺骨骨板内固定3个月后X线检测图

图4 右前肢桡尺骨骨板内固定3个月后X线检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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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犬已成为人们的朋友，尤其宠物

犬更是人们的重要生活伴侣，而且有些品种的经

济价值也非常高。然而，犬腹泻常常是困扰养犬

者的重要疾病，尤其危害幼犬的健康。在临床

上，因犬瘟热和犬细小病毒病继发的大肠杆菌病

大大提高了患病犬的死亡率，并且继发性细菌感

染在犬瘟热和犬细小病毒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过

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 该病的治疗，目前

用化疗药物仍是重要手段，但由于化疗药物大量

的使用，病原微生物对其极易产生耐药性，出现

耐药株，而且西药也不能完全可靠、合理地调节机

体内环境的平衡［2］。通过临床治疗动物疫病疗效

的观察，化学药物的使用不但治疗效果大不如

前，而且影响到畜牧生产，以及人类身体健康和

生存环境［3，4］。中草药残毒低，且能调节机体的

免疫机能和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使其在畜禽

疾病防治应用中更具实用价值［5］。因此，畜禽疾

病的防治迫切需要研制出安全、绿色、环保型的中

药配方替代部分化学类药物［6］。
本试验通过对比治疗效果，探讨中西药对大

肠杆菌病的治疗，为寻找有效治疗犬大肠杆菌

病，且疗效较西药好的中药配方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及药物

犬源大肠杆菌病致病菌株，O1血清型，由河

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实验室提供。恩诺沙星注射

液（规格：5 mL/支，0.125 g），由商丘华康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提供；中药饮片（黄连 5 g，黄柏 10 g，
黄芩 10 g，穿心莲 20 g，金银花 20 g，藿香 10 g，
苦参 10 g，白头翁 20 g，甘草 20 g），购自商丘市

医药公司。

1.1.2 试验动物

2.5 月龄德牧幼犬 12 只，体重为 8.5 kg/只左

右，购自商丘市宠物市场。

1.2 方法

1.2.1 中药液及西药液制备

把准备好的中草药组方，加蒸馏水 1000 mL，
浸泡 30 min 后进行煎煮，煮沸后文火煎 30 min，
用四层纱布过滤药物，药渣加水 800 mL，煮沸后

煎 30 min，过滤药液，合并两次药液，用文火浓

缩至50 mL灭菌备用；把1 g恩诺沙星溶于50 mL去

离子水中，混匀备用。

1.2.2 试验菌液制备

将菌种接种LB液体培养基，置37 ℃恒温振荡

培养箱培养 10～12 h（OD600为 3），置 4 ℃冰箱保

存供接种备用。

中药组方与西药治疗犬大肠杆菌病效果的对比试验

郭全海，王留，王中华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工程系，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为高效治疗犬大肠杆菌病，在临床上比较单独使用一组中药组方和一种西药对犬

大肠杆菌病的治疗效果。试验中选用 12只健康犬，随机均分成四组，分别为中药制剂治疗

组；西药制剂治疗组；发病对照组，致病后用相应的生理盐水处理；健康对照组；前三组犬均复

制大肠杆菌引起发病。试验结果表明，中药组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西药组。

关键词：中药组方； 西药； 大肠杆菌； 幼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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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试验动物的分组

将12只幼犬在共同的环境条件下饲养观察10
天，犬只体重增长为 12 kg/只左右，发现健康活

泼、无异常表现，然后随机分成四组，每组 3只。

第一组为中药试验组；第二组为西药试验组；第三

组为发病对照组；第四组为健康对照组。

1.2.4 动物接种

前三组试验犬，每只分别口服接种 0.1 mL剂

量（感染剂量）的大肠杆菌 LB培养基液（OD600为

3），第四组作为健康犬只对照组，不口服接种大

肠杆菌LB培养基液。

1.2.5 感染大肠杆菌病的临床特征鉴定

接种大肠杆菌致病菌液1 d后，前三组犬均出

现拉稀、体温升高、精神不振、不食或食欲降低、目

光呆滞、尿黄、个别出现呕吐等临床症状；第四组犬

未出现任何异常症状。

1.2.6 试验动物给药方法

第一组试验犬，接种大肠杆菌出现泄泻、恶寒证

时，用中药组煎煮试剂口服治疗，每只2 mL/次，每

天早、晚各1次，连用5天。

第二组试验犬，接种大肠杆菌出现，拉稀、发热

等症状时，用恩诺沙星注射治疗，每只0.2 mL/kg体
重，每天2次，连用5天。

第三组试验犬接种菌液后，口服生理盐水，

每只2 mL/次，每天2次，连用5天。

第四组试验犬仅口服生理盐水对照，每只 2
mL/次，每天2次，连用5天。

1.2.7 试验观察

经药物治疗后，第3天和第5天分别两次测定呼

吸频率、体温及脉搏三大指标，观察并记录其临床症

状、死亡情况（分别见表1，2，3）及解剖病理变化。

2 结果
2.1 临床表现中药治疗组用药 3天后，犬精神状

态逐渐转好，食欲逐渐增加；用药5天后犬精神良

好，食欲正常。

2.2 临床表现西药治疗组用药 3 天后，精神好

转，但食欲不振，吃食很少；用药5天后，精神状

态虽可以，但食欲仍然差不能恢复正常。

2.3 试验发病对照组全部死亡，而试验健康对照

组全部存活且无异常不良症状。

2.4 病死犬解剖结果

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充血，切开见红色浸润；

肠管变薄且严重充血；肠腔内有大量气体和无消化

残渣，肠系膜水肿且透明。

表2 治疗5天，各试验组动物的三大生理指标

组号

中药组

西药组

发病对照组

健康对照组

动物编号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三大生理指标

体温（℃）

39.0
38.9
38.6
39.8
40.1
39.7
40.5
41.0
40.0
38.5
38.6
38.5

心跳（次/min）
134
132
133
168
166
164
183
183
185
124
126
123

呼吸（次/min）
31
33
32
41
40
38
50
51
53
30
28
29

组号

中药组

西药组

发病对照组

健康对照组

动物编号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三大生理指标

体温（℃）

39.4
39.8
39.6
39.9
40.2
40.0
41.3
41.0
41.2
38.6
38.5
38.6

心跳（次/min）
144
143
140
167
166
165
181
184
182
124
127
125

呼吸（次/min）
38
37
37
41
40
40
49
47
46
30
29
31

表1 治疗3天，各试验组动物的三大生理指标

组号

中药组

西药组

发病对照组

健康对照组

总数（只）

3
3
3
3

发病数（只）

3
3
3
0

死亡数（只）

0
0
3
0

死亡率（%）

0
0

100
0

表3 各试验组动物的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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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分析
从本试验中可以看出中药治疗组用药三天后

犬精神好转，食欲逐渐增加，用药五天后犬精神

良好，食欲正常。而西药治疗组用药三天后，精

神状态虽有好转，但食欲不振，用药五天后，精

神、食欲仍然差不能恢复正常，发病对照组全部死

亡。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人工感染大肠杆菌毒力

强，犬发病急，若得不到有效治疗，则会出现体

温升高、心跳及呼吸频率加快，食欲不振甚至废

绝、拉稀及脱水等症状，往往会迅速死亡，这与相

关试验数据表现一致［7］。
从表1实验治疗结果可以看出：复方中药口服

制剂通过灌服给药能有效控制大肠杆菌感染，连

续用药五天后犬的精神食欲恢复正常后，逐渐痊

愈；而西药治疗组用药五天后，精神状态仍不能完

全恢复正常，食欲也不能完全恢复；然而发病对照

组全部死亡。这一结果，说明所选用中药制剂组

优于西药的治疗。这可能与中药调和及诸药的相

互作用能合理地调节机体内环境的平衡相关［8］，
极显著降低死亡率，进而促进病犬康复。

本次试验配方由黄连、黄柏、黄芩、穿心莲、金

银花、瞿麦、苦参、白头翁、甘草组成。其中黄连、黄

柏、黄芩、苦参属清热燥湿药，具有清热燥湿泻火

解毒之功效。黄芩泻上焦之火，黄柏泻下焦之火。

此四种药为泻火解毒之药，可用于败血症、脓毒血

症、肠炎痢疾、肺炎及各种急性炎症等属于火毒炽

盛者。这些中药对大肠杆菌的增殖具有很强的抑

制作用［5］。白头翁属清热凉血药，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止痢之功效。对肠黏膜有收敛作用，对大肠

杆菌同样有抑制作用。另外，白头翁、甘草还具有

强心作用，与其他几味药配伍，对肠杆菌病具有

很好的治疗作用。金银花、穿心莲属清热解毒药，

具有清热解毒，燥湿止泻之功效。用于治疗肠黄

腹泻，泻痢等，常与白头翁等同用。另外，此二

药还具有抗菌、杀菌作用。瞿麦属利湿药，具有清

热利水，行血祛瘀之功效。甘草属补气药，具有

补中益气、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缓和药性之功效。

试验中，中药配方是根据中兽医的辨证论治

理论认为犬大肠杆菌病是由疫毒内侵、肺胃热盛、

血淤气滞引起，大肠杆菌侵入犬体后，产生毒

素，临床出现严重下痢，治疗时宜以清热解毒、凉

血、燥湿药物为主，佐以涩肠止泻、活血散淤药

物，共达清热解毒、凉血、止痢之功效［9］。本试验

的复方制剂正是根据这一观点进行组方，结果对

试验犬大肠杆菌的治疗和预防效果较好。大肠杆

菌对恩诺沙星属敏感菌，但在试验中，西药组犬

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究其原因，可能与使用药物

单一有关。没有附属药物的辅助，犬的消化吸收

机能可能未调动起来，致使治疗犬的生理机能不

能完全恢复正常。

本试验表明，根据中兽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理论筛选中药进行组方是可行的，对临床治疗犬

的大肠杆菌病，尤其是刚被感染的犬，具有很重

要的临床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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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7月，洛阳某猪场保育猪出现咳嗽、

喘气、关节肿大等症状。对 2头发病猪进行剖检，

取病变组织进行病原学鉴定，结果显示猪圆环病

毒 2型、副猪嗜血杆菌感染阳性。结合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和实验室诊断，确诊为猪圆环病继发副

猪嗜血杆菌病。

1 试验材料
1.1 临床情况及取样

某猪场产房个别猪出现消瘦、咳嗽和乍毛，断

奶10天后体温升高，腹式呼吸，眼结膜发红，耳

尖发绀，关节肿最后出现大量死亡，挑取两头未

用药并且呼吸道症状比较明显的保育猪剖检，发

现淋巴结多积液，肺尖叶和心叶有肉变，心包有

澄亮积液（见图1，图见第52页）。

1.2 主要培养基及试剂

胰蛋白胨大豆琼脂培养基（TSA），由青岛海

博试剂有限公司提供；革兰氏染色试剂，购自北京

索 莱 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DNA Taq 酶 、dNTPs、
DNAmarker等购自宝生物（大连）工程有限公司；细

菌微量生化管及药敏纸片购自杭州微生物试剂有

限公司；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购自台湾旭基公司。

2 试验方法
2.1 病毒样品处理

取肺脏和扁桃体健康部位与病变部位的交界处

组织0.5 g，置于灭菌平皿内，用眼科剪剪碎，置于

玻璃研磨器中，并加入约1 ml灭菌PBS进行研磨。

将已研磨好的组织样品匀浆液转入15 ml灭菌离心管

中，用灭菌的PBS定容至5 ml，取1 ml至1.5 ml灭菌

离心管中，液氮及室温反复冻融3次。

2.2 病毒DNA提取

取组织研磨液，8000 r/min离心 2 min，取上

清液200 μl作为待检样品。分别取待检样品、阳性

对照和阴性对照各 200 μl，按照病毒核酸提取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核酸的提取。

2.3 细菌分离

无菌采取病死猪肺脏，分别接于含TSA+血清

培养基、血平板和TSA+血清+NAD培养基，37℃，

厌氧培养 24 h，观察菌落形态，挑取单个菌落进

行纯化培养，纯化培养后菌株进行革兰氏染色镜

检和常规细菌生化试验。

2.4 分子鉴定

根据猪圆环病毒序列，设计了一对特异性引物，

PCV2 ⁃ F751：5′ TTCGGTACCAGCTATGACGTATCC
AAG 3′， PCV2⁃R751：5′GCCAAGCTTTCACTTCGT
AATGGTTTT 3′，扩增出目的片段大小为751 bp，该

引物由英潍捷基（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合成。

PCR 采用 25 μL 反应体系，即 10×PCR Buffer
2.5 μL、dNTP 2.0 μL、DNA Taq酶0.5 μL，10 mmol/L

一例猪圆环病继发感染副猪嗜血杆菌的诊断及防治

刘杰，李英英，王洋洋，李雪锋

（洛阳中科基因检测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通过对2头保育病猪进行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为猪圆环病毒2型阳性，副猪嗜血

杆菌阳性。细菌药敏结果为头孢噻呋、甲砜霉素、硫酸黏菌素、阿米卡星、恩诺沙星、卡那霉素、

庆大霉素、多西环素和氟苯尼考敏感。根据流行特点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对此次疫情进行了

分析总结，就防控方面提供了一些建议，对相关疫情的防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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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各1.0 μL，DNA模板2.0 μL，ddH2O 16.0 μL。
PCR 反应条件为：95 ℃ 5 min，95 ℃ 30 s，58 ℃
30 s，72 ℃ 40 s，共35个循环；72 ℃ 10 min，20 ℃
1 min后保存。PCR产物经1.5 %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

根据副猪嗜血杆菌 16S rRNA 基因，张盼峰

等［1］设计了一对特异性引物，引物序列为：P1：5′
GGCTTCGTCACCCTCTGT 3′ ，P2：5′ GTGATGAG
GAAGGGTGT 3′ ，扩增出的目的片段大小为

821 bp，该引物由英潍捷基（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合成。

PCR采用 25 μL反应体系，即 10×PCR Buffer
2.5 μL、dNTP 2.0 μL、DNA Taq酶 0.5 μL，P1/P2引

物 10 mmol/L各 1.0 μL，DNA模板 2.0 μL，ddH2O
16.0 μL。PCR 反应条件为：94 ℃ 10 min，94 ℃
30 s，56 ℃ 45 s，72 ℃ 40 s，共 30个循环；72 ℃
10 min。PCR产物经1.5 %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2.5 卫星试验及生化鉴定

取一块没有添加NAD的TSA血清平皿，在平

板中间沿直径线涂划接种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

将检测菌落垂直金黄色葡萄球菌线划线接种，

37 ℃，培养 24 h后观察是否出现靠近金黄色葡萄

球菌线的菌落长势较好，远离金黄色葡萄球菌线

的地方无菌落生长的卫星现象。

选取生化鉴定试管进行试验，特别注意在进

行生化鉴定时，需要在生化鉴定管内添加适量

NAD。

2.6 药敏试验

挑取疑似单个菌落接种于TSB+血清+NAD培养

基，置于37 ℃恒温摇床中，培养5～6 h，取100 μL
均匀涂布于含TSA+血清+NAD培养基上。用纸片琼

脂扩散法（K⁃B法）［3］进行药敏试验，选取头孢噻呋、

阿莫西林、甲砜霉素、硫酸黏菌素、阿米卡星、恩诺沙

星、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多西环素和氟苯尼考为试验

药物，37 ℃培养16~18 h后，记录各药敏纸片的抑菌

圈直径大小，根据说明书敏感和耐药性的最小抑菌

圈直径判定菌株对所选药物的敏感程度。

3 试验结果
3.1 细菌分离结果

菌落形态为圆形隆起、表面光滑、边缘整齐、小

而透明的菌落，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杆菌（见图 2，
图见第52页）。

3.2 分子鉴定结果

从圆环病毒PCR鉴定电泳图结果（见图3），可

以看到在第1、2泳道出现751 bp左右的特异性条带，

与我们设计引物扩增的圆环病毒基因片段长度相符。

取单个纯化且具有典型特点的菌落 进行PCR
鉴定，并设阳性和阴性对照，阳性对照电泳结果

条带大小为 821 bp左右，样品条带大小也为 821
bp左右，阴性对照无条带，根据结果判定为副猪

嗜血杆菌，结果如图4。
3.3 卫星试验及生化鉴定结果

从图 5可看出，分离株在靠近金黄色葡萄球

菌直线处生长较好，而远离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地

方基本没有细菌生长（图见第52页）。

由表1可见，分离到的菌株不发酵葡萄糖、果

糖、蔗糖、麦芽糖，氧化酶和尿素酶阴性，硝酸盐

还原酶和接触酶阳性，靛基质和VP试验阴性。与

副猪嗜血杆菌的生化特性一致。

一例猪圆环病继发感染副猪嗜血杆菌的诊断及防治⁃刘杰，等 兽医临床

注：M：DL2000；1：阳性对照；2：检测样品；3：阴性对照

图3 圆环2型分子鉴定结果

3 2 1 M
bp
2000

1000

750

500

250

100

bp
751

·· 31



3.4 药敏试验结果

挑取分离到的副猪嗜血杆菌进行药敏试验，

敏感药物为头孢噻呋、甲砜霉素、硫酸黏菌素、阿米

卡星、恩诺沙星、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多西环素和

氟苯尼考。

4 讨论
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及临床情况判定病猪为

猪圆环 2型继发副猪嗜血杆菌病。对于这种情况

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①针对猪圆环病进行防

治；②对圆环病毒继发引起的细菌病选取敏感药物

进行治疗。

猪圆环病是病毒病，由于对其发病机制的了

解还不是很全面，因而尚无特异性治疗措施，针

对本次检测结果及临床情况，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①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对猪圈进行严格彻底消

毒，并加大消毒次数，目前常用的消毒剂有 3 %
氢氧化钠，0.2 %的过氧乙酸等，在使用过程中不

可长时间使用同一种消毒剂［4］；②迅速隔离发病猪

和疑似发病猪，切断传染源，减少损失；③对发病

猪肌注能够提高机体抵抗力的药物，如黄芪多糖、

电解多维、新型干扰素等，有条件的话配合中草药

抗病毒制剂［5］，建议首选黄芪多糖和电解多维；④
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防治细菌继发感染［6］，根据

药敏结果及副猪嗜血杆菌的致病机理建议添加有

较高渗透性的抗生素和能够保护动物组织的中草

药制剂，根据药敏结果建议在饲料中添加恩诺沙

星和黄芪多糖［7］。养殖户根据建议用3 %氢氧化钠

消毒剂进行了大面积消毒，并在饲料中添加了恩

诺沙星，饮水中添加了黄芪多糖有效的降低了猪

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根据临床情况副猪嗜血杆菌应该是引起猪病

的一种重要病原菌，但是实验室分离较为困难。

除了临床抗生素的使用，实验室分离人员的技术

因素占有很大比重。根据以上原因，针对副猪嗜

血杆菌的自身特点，建立了简单的分离鉴定方

法，降低其分离难度，提高检测效率和降低成

本，主要步骤为：①临床特征：副猪嗜血杆菌主要

引起败血症，临床表现为纤维素性渗出，但是链

球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巴氏杆菌也能

引起相似的症状，临床经验缺乏人员很难正确区

分病原；②样品选择：实际检测过程中肺脏是首选

样品，尤其是肺脏的尖叶和心叶是各种疾病变现

较为明显的区域，病原也较为集中；③准备培养

基：总结临床上能够引起纤维素性渗出的细菌病病

原，并根据其营养特点，在遇到相似症状时，选

择最高营养要求的培养基，即TSA+血清+NAD培

兽医临床 一例猪圆环病继发感染副猪嗜血杆菌的诊断及防治⁃刘杰，等

注：M：DL2000；1：阴性对照；2：阳性对照；3：检测样品

图4 副猪嗜血杆菌分子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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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化鉴定结果

试验项目

葡萄糖

果糖

蔗糖

麦芽糖

氧化酶

结果

-
-
-
-
-

试验项目

尿素酶

硝酸盐还原

接触酶

MR
VP

结果

-
+
+
-
-

注：“＋”为阳性；“－”为阴性

表2 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

头孢噻呋

阿莫西林

甲砜霉素

硫酸黏菌素

阿米卡星

结果

S
R
S
S
S

抗生素

恩诺沙星

卡那霉素

庆大霉素

多西环素

氟苯尼考

结果

S
S
S
S
S

注：S为敏感，R为耐药，I为中介
下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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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中药和益生素替代抗生素对江丰麻鸡生产性能和
健康的影响

向振强 1，2，高彪 1，彭新宇 1，袁明贵 1，陈玉婷 1，张军丽 1，徐志宏 1

（1.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农业部兽用药物与诊断技术广东科学观测实验站，

广东省畜禽疫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0；
2.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科学研究所，广东 清远511899）

摘要：为观察中药和益生菌作为抗生素替代品在饲养过程中对江丰麻鸡健康的影响。将

3800只1日龄江丰麻鸡随机均分4组，2组为常规养殖对照组，另外2组为添加中药和益生素

的试验组，通过对其平均日增重、血常规、血液生化指标、抗氧化性能、肉用性能、体尺测量、器

官系数等指标的测量，比较常规养殖对照组和试验组鸡的健康情况。结果表明，试验组的鸡

在平均日增重、体尺指标、脏器系数均优于对照组；试验组肉用性能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血液学指标，试验组红细胞在70日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血小板在50日龄高于对照组

（P<0.05），70日龄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血液生化指标在50日龄时，碱性磷酸酶、尿素

氮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70日龄时，ALT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抗氧化性能方面，50
日龄时，试验组MDA低于对照组（P<0.01），GSH⁃PX高于对照组（P<0.05）；70日龄时；试验组

MDA低于对照组（P<0.05），GSH⁃PX高于对照组（P<0.01）。中药和益生菌可提高江丰麻鸡生

长性能，改善肉用性能，有利于鸡的健康。

关键词：中药和益生素； 抗生素； 江丰麻鸡

中图分类号：S816.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码：1005⁃8567（2018）02⁃0033⁃06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biotics instead
of antibiotic on performance and health of JiangFengMa

chicken

Xiang Zhenqiang1，2， Gao Biao1， Peng Xinyu1， Yuan Minggui1， Chen Yuting1， Zhang Junli1， Xu Zhihong1

（1. Institute of Animal Health，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cientific observing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veterinary drugs and diagnostic techniques of Guangdong Province，Ministry of Agriculture，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510640， China；

2. Institute of Qingxin District of Agricultural Integrated Science， Qingyuan， Guangdong， 511899， China）
Abstract：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biotics as an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on

performance and health in JiangFengMa chickens. Three thousands eight hundreds 1 day old JiangFengMa chicken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randomly with 950 chickens in every group， including 2 experimental group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robiotics in feed and 2 control groups. Parameters such as average daily gain weight，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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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 饲喂中药和益生素替代抗生素对江丰麻鸡生产性能和健康的影响⁃向振强，等

routine index， blood biochemical index， antioxidant performance， meat performance， body measurement，
organ coefficient index were measured. The average daily gain， body size index and organ coefficient index in test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s. Meat performance of tes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s（P<0.01）. As for the blood rutine index， red blood cell number of tes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at the 70th day .Platelet number of test groups at the 50th da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t the 70th day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t the 50th day ，

As for blood biochemical index， alkaline phosphatase and urea nitrogen of tes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s（P<0.01）. At the 70th day， ALT of te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At the 50th day， MDA of test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s（P<0.01），

the GSH⁃PX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t the 70th day， MDA of test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s（P<0.05）， GSH⁃PX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s（P<0.01）. At the 70th
day ， MDA of test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s（P<0.05）， the GSH⁃PX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biotics can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and slaughter performance of JiangFengMa chicken， and are benefit to chicken health.

Key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robiotics； antioxidant； JiangFengMa chicken

中药不但具有药用价值，因其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维生素和矿物元素，还具有营养功能。长期

使用能够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提高免疫能力、改

善胴体品质等。中药能通过改善蛋白质代谢和钙、

磷代谢实现促生长的作用。赵娟等［1］报道，中药

能显著促进仔猪对饲粮中蛋白质的消化，提高氨

基酸的吸收率。

益生素能转化合成大量的蛋白酶、淀粉酶、维

生素和有机酸，使动物胃肠道生理功能得到提

高，促进饲料的转化。杨昭远等报道，益生素具

有显著降低饲料消耗和提高动物增重作用［2］。杨

玉容［3］等报道，益生素能显著提高肉仔鸡胸肌率，

改善肉品质。Zulkifli等用含乳酸菌培养物日粮饲

喂肉仔鸡，发现21日龄前试验组比对照组的体重

和增重高［4］。Huang发现益生素具有调节畜禽肠

道菌群平衡，增强畜禽免疫力，提高畜禽生产性

能等有益作用［5］。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抗生素替代品日益受

到重视。在畜禽饲养过程中，为了预防和治疗畜

禽疫病，在畜牧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抗生素类药物

特别是饲用抗生素。但抗生素可引起过敏反应、中

毒、细菌耐药性、致畸和致突变作用等，其中随着

饲用抗生素的长期使用，畜禽体内药物残留及病

原菌抗药性逐渐增强的问题日益突出［6］，寻找饲

用抗生素替代品日益受到重视。

本试验以江丰麻鸡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药和

益生素对其生长性能、屠宰性能，组织器官发育、

血液学、血生化的影响，为中药和益生素作为饲用

抗生素的替代品在家禽生产中的推广和应用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动物：1日龄商品代江丰麻鸡。

养殖场所：广州市花都某大型养鸡公司肉鸡

场。

中药散和益生菌制剂：乳酸芽孢杆菌，粪链球

菌，枯草芽孢杆菌，雏痢净散（苦参 白头翁，黄

连，黄柏，马齿苋，乌梅，柯子，木香，苍术），

四味穿心莲散（穿心莲、辣蓼、大青叶、葫芦茶），莲

达康散（薄荷，穿心莲 ，桔梗 猪胆粉，板蓝根，

麻黄，甘草，金荞麦，防风，火炭母，岗梅）等均

由广州市某GMP动物药品厂提供。

1.2 分组和饲养管理

1日龄3800只江丰麻鸡随机均分4组，2组为

常规养殖对照组，另外为 2组试验组。对照组按

常规饲料（每吨添加 50克金霉素，出栏前 15天停

药）；试验组：饲料中不添加饲用抗生素，改为添加

益生菌和中药，其中乳酸芽孢杆菌、粪链球菌、枯

草芽孢杆菌为全程添加；中药促长添加剂添加顺序

依次是：1～15天雏痢净，5公斤/吨；30～45天四味

穿心莲，5公斤/吨；60～75天莲达康，3公斤/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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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日龄前，坪养。 35天龄开始，笼养，每2只一

笼，自由采食、饮水；75日龄试验结束。试验第50
天和第 70天各组抽 8只鸡做血常规、血生化、氧自

由基和抗氧化酶的检测，记录试验组、对照组 50
只单个鸡重量，同时各组随机抽取 5只鸡进行解

剖，记录屠宰性能、体尺性能、器官等数据。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 屠宰性能、体型参数、内脏器官指数的测定

75日龄从每个重复中随机各选取鸡 5只，禁

食 12 h后，称重。放血致死，除毛后测定鸡只的

胫长、胫围、胸宽、胸深、体斜长、胸骨长、骨盆宽和

胸角等体型参数，测定方法参照陈伟生［7］的方法。

称取屠体重，半净膛重，全净膛重，计算屠宰

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将剔除周围脂肪的腺

胃、肌胃（去除内容物）、心脏、肝脏和胰脏迅速称

其鲜重，计算内脏器官指数。

屠宰率（%）=屠体重（g）/屠前体重（g）×100
半净膛率（%）=半净膛重（g）/屠前体重（g）×100
全净膛率（%）=全净膛重（g）/屠前体重（g）×100
内脏器官指数=内脏器官鲜重（g）/活体重（kg）

1.3.2 血液生化指标、血常规、自由基的测定

分别于50日龄、70日龄各组抽取8只鸡进行采

血，做血常规、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氧自由基和抗氧化酶的检测：超氧化物岐化酶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活力、总

抗氧化能力（T⁃AOC）及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

（MDA）。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 2007，SPSS 17.0 软件统计处理软件

进行单因素（One⁃way AVONA）方差分析，x±s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药和益生素对平均日增重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平均日增重影响结果见表 1。
在1～35日龄、35～75日龄，试验组比对照组鸡的

平均日增重有所增长，但均差异不显著（P>0.05）。

2.2 中药和益生素对屠宰性能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屠宰性能的影响结果见表 2
所示。试验组比对照组鸡的屠宰率、半净膛率高，

差异极显著（P<0.01）；试验组比对照组鸡的全净膛

率高，差异显著（P<0.05）。

2.3 中药和益生素对体尺指标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体尺指标影响结果见表3。试

验组比对照组鸡体斜长显著增大（P<0.05），龙骨

长显著增大，且差异极显著（P<0.01）；其他指标均

差异不显著（P>0.05）。

2.4 中药和益生素对器官系数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器官系数影响结果见表4。试

验组比对照组鸡的各脏器系数有所增长，但均差

异不显著（P>0.05）。

表1 中药和益生素对平均日增重影响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第1⁃35天（g/d）
13.02±1.43
13.60±1.55

第35⁃75天（g/d）
28.33±3.76
28.47±4.35

注：**为差异极显著（P<0.01），*为差异显著（P<0.05）。下表同

表2 中药和益生素对屠宰性能的影响

组别

屠宰率

半净膛率

全净膛率

对照组（%）

89.51±1.11
81.02±1.19
65.06±1.49

试验组（%）

90.77±0.72**

82.47±0.77**

66.73±1.41*

表3 中药和益生素对体尺指标影响

组别

体斜长

龙骨长

胸角

胸深

胸宽

胫长

胫围

髋骨宽

对照组（cm）
18.25±0.63
9.50±0.58

45.20±8.74
8.45±0.55
7.20±0.54

18.95±0.60
13.31±0.64
7.73±3.43

试验组（cm）
19.05±0.60*

10.18±0.37**

50.20±7.57
8.60±0.74
7.20±0.54

19.20±059
13.73±0.34
7.70±0.54

表4 中药和益生素对鸡的器官系数影响

组别

心脏指数（%）

肝脏指数（%）

脾脏指数（%）

法氏囊指数

胸腺指数

对照组（g/kg）
0.45±0.75
2.09±0.21
2.1±0.06
0.8±0.04
8.1±0.22

试验组（g/kg）
0.49±0.08
2.09±0.24
2.3±0.06
0.9±0.03
9.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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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药和益生素对血常规指标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血液学指标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70日龄时，试验组红细胞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显著（P<0.05）；其他各血液细胞指标均差异不

显著（P>0.05）。

2.6 中药和益生素对血液生化指标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血液生化指标影响结果见表

6。50日龄时，试验组ALP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极

显著（P<0.01），试验组BUN高于对照组，且差异

极显著（P<0.01）；70日龄时，试验组ALT低于对照

组，且差异极显著（P<0.01）；其他各血液细胞指标

均差异不显著（P>0.05）。
2.7 中药和益生素对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中药和益生素对抗氧化性能的影响结果见表

7。50日龄时，试验组MDA低于对照组，且差异

极显著（P<0.01），试验组GSH⁃PX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显著（P<0.05）；70日龄时，试验组MDA低于

对照组，且差异显著（P<0.05），试验组GSH⁃PX高

于对照组，且差异极显著（P<0.01）；其他各血液细

胞指标均差异不显著（P>0.05）。
3 讨论

平均日增重、屠宰性能和体尺指标均为畜禽的

组别

对照组

丙二醛含量MDA（mmol/ml）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

GSH⁃PX（U/ml）
总抗氧化T⁃AOC（U/ml）

试验组

总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SOD（U/ml）
丙二醛含量MDA（mmol/ml）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

GSH⁃PX（U/ml）
总抗氧化T⁃AOC（U/ml）
总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SOD（U/ml）

第50天

11.27±1.15
1483.37±208.75

11.05±2.12

158.66±35.02
3.18±0.70**

1874.20±305.18*

12.76±2.15
170.52±25.77

第70天

10.67±3.03
1823.82±759.02

9.00±1.46

110.45±42.78
5.61±1.62*

3200.07±518.12**

11.32±2.79
153.0832.69

表7 中药和益生素对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ALT（U/L）
AST（U/L）
ALP（U/L）
TP（g/L）
ALB（g/L）
GLO（g/L）
TBIL（umol/L）
DBIL（umol/L）
BUN（umol/L）
CREA（umol/L）

试验组

ALT（U/L）
AST（U/L）
ALP（U/L）
TP（g/L）
ALB（g/L）
GLO（g/L）
TBIL（umol/L）
DBIL（umol/L）
BUN（mmol/L）
CREA（umol/L）

第50天

4.78±0.63
257.50±14.39
980.00±101.32
40.83±4.21
20.90±0.78
19.93±3.65
5.80±0.49
2.30±0.52
0.18±0.10

29.58±2.02

2.87±1.70
281.33±13.65
550.67±35.23**

42.23±3.41
21.07±0.59
21.17±2.83
6.20±1.13
1.90±0.53
0.70±0.20**

29.97±2.18

第70天

14.36±1.40
250.60±25.71

1008.60±141.88
45.94±3.09
21.30±0.90
24.64±3.25
10.28±2.30
5.14±2.52
1.06±0.50

34.86±1.60

6.15±1.38**

280.13±51.17
1374.00±756.97

50.74±4.59
21.98±2.16
28.76±4.31
10.24±2.96
4.29±1.05
1.00±0.25

38.05±3.81

表6 中药和益生素对血液生化指标影响

组别

对照组

WBC（109/L）
LYM#（109/L）
RBC（1013/L）
HGB（g/L）
HCT（L/L）
MCV（fL）
MCH（pg）
MCHC（g/L）

试验组

WBC（109/L）
LYM#（109/L）
RBC（1013/L）
HGB（g/L）
HCT（L/L）
MCV（fL）
MCH（pg）
MCHC（g/L）

第50天

158.51±11.92
122.63±11.79

2.93±0.26
150.00±12.88
35.15±2.92

119.76±3.17
50.99±1.82

426.25±8.78

152.26±11.27
126.48±11.76

3.02±0.27
151.00±9.72
36.40±3.30

119.65±3.75
50.11±2.00

418.25±13.17

第70天

146.49±15.61
107.63±11.89

2.66±0.21
142.13±11.05
31.95±2.62

120.19±3.25
53.39±2.03

444.75±10.59

152.05±17.06
115.60±15.73

2.97±0.33*

157.75±18.63
35.13±3.93
119.743.03
53.04±1.38

448.25±8.92

表5 中药和益生素对血液学指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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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经济性状，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畜禽的平

均日增重是反映添加剂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8］。
本试验中药和微生态制剂组高于对照组鸡的平均

日增重，这与中药和益生素对畜禽具有调节畜禽

肠道菌群平衡，促生长作用相符。屠宰性能是反

映胴体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中屠宰率和全净

膛率是屠宰性状中的两个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畜

禽产肉性能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屠宰率在80 %
以上、全净膛率在60 %以上，肉用性能良好［9］。本

试验中屠宰率 80 %以上，全净膛率在 60 %以上，

说明中药和益生素饲喂肉鸡是可行的。体尺指标

为衡量鸡体健康状况的标志之一。本试验中药和

微生态制剂组在平均日增重、屠宰性能、体尺指标

均高于对照组。张学余［10］等对我国11个地方鸡种

的分析表明，体重与胫长、胸围等体尺指标正向相

关。Yang等［11］报道，京海黄鸡的体重与体尺、体

重与屠体性状、体尺屠体性状间均呈显著相关。本

试验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合。

另外，本试验结束后，随机抽取了 2只中草

药和益生素试验组肉鸡，屠宰后送鸡肉中国广州

分析测试中心，按相关国家标准进行进行抗生素、

化学药残留检测。送检鸡肉中红霉素、北里霉素等

抗生素及氟苯尼考等化学药物（包括无磺胺二甲嘧

啶等16种磺胺药）共36种药物均未检出残留。

内脏器官发育状况直接影响鸡增重的快慢和

健康状况。内脏器官的重量可作为其功能的近似

指标，而脏器指数常反映动物总的营养状况和内

脏器官的生理功能状态。胸腺、法氏囊和脾脏是家

禽最重要的免疫器官，参与全身的细胞免疫和体

液免疫中枢和外周免疫器官的发育状态及机能强

弱，直接决定着禽类全身的免疫水平［12］。免疫器

官指数是反映免疫器官生长发育状况的一个重要

指标，一般认为免疫器官重量增加是由于其自身

细胞生长发育和分裂增殖所致，是免疫增强的表

现；免疫器官重量的降低为免疫抑制所致，表明机

体免疫状况变差，免疫器官指数的提高表明该器

官成熟快［12］。法氏囊是禽类一个重要的中枢免疫

器官，为禽类所特有，它对体液免疫的形成和功

能具有重要作用［13］。本试验中药和微生态制剂组

的脏器系数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说明中药和益

生素对鸡心、肝、脾、胸腺、法氏囊无不良影响。

血液学指标中红细胞总数和血红蛋白含量是动

物机体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动物

机体造血机能的状况。日粮中添加中药和益生素后

提高了70日龄江丰麻鸡血液中的红细胞数，可能是

由于中药中含有的一些成分能刺激红血球生成系统

产生红细胞，这些成分对免疫系统和与红细胞形成

相关器官的功能发挥也起着重要作用。也有可能是

中药在体内的代谢产物直接刺激肾脏产生红细胞生

成素（刺激造血多能干细胞形成红细胞）。70日龄，

中药和益生素组的谷丙转氨酶显著低于抗生素组，

这可能是由于中药有抗氧化特性，能保护肝脏不受

有毒物质和自由基的损害。

SOD 是动物机体重要的抗氧化酶，具有清除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的作用。

GSH⁃Px 是动物机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过氧

化物分解酶，硒是 GSH⁃Px 酶系的组成成分，该

酶能催化谷胱甘肽（GSH）生成氧化型谷胱甘肽（

GSSG），从而保护细胞膜的结构及功能不受过氧

化物的干扰及损害［14］。T⁃AOC 可反映机体抗氧化

性能的高低，血清脂质过氧化物 MDA 含量可间接

反映自由基的产生情况和机体组织细胞的脂质过

氧化程度。本试验中50日龄和70日龄中药和微生

态制剂组的MDA活性均低于对照组，表明中药和

益生素能够降低动物机体脂质过氧化程度，改善

动物机体抗应激能力。50日龄、70日龄中药和微

生态制剂组的GSH⁃Px活性均高于对照组，表明饲

喂中药和益生素能提高鸡群抗氧化性能。

本试验结果表明，相比添加饲用抗生素的常

规饲养组，添加中药和益生素试验组在平均日增

重、屠宰性能、体尺指标、血液学指标、血液生化指

标、抗氧化性能等方面均有所提高，有利于肉鸡的

健康生长和生产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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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④菌落特点［8］：这是检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

点，也是对细菌检测人员来说最为艰难的一项，

因为较为高级的培养基，能够生长的细菌种类也

多，如何较为快速的确定怀疑方向，是检测人员

最基本的能力。大肠杆菌科和葡萄球菌在培养基

上最为常见，菌落也较大，在区分能够引起纤维

素性渗出的病原时，应首先排除这两种菌，其最

终要的特点是菌落大，氧化酶阴性，这样便可初

步排除这两种菌。链球菌和副猪嗜血杆菌在培养

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其菌落特点较为相似，都是

小而透明的菌落，但是链球菌接触酶试验为阴

性，副猪嗜血杆菌接触酶为阳性。如果无法进行

接触酶试验，可在挑取菌落在TSA+血清平板上进

行卫星试验，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巴氏杆

菌菌落较大，氧化酶为阳性是其重要特点，另外

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接触酶阴性，巴氏杆菌

接触酶阳性。根据这些特点可以初步区分在TSA+
血清+NAD平板上的肠杆菌科、葡萄球菌、链球菌、

巴氏杆菌、副猪嗜血杆菌和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

菌，提高检测效果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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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氧喹酯是一种高效、低毒、广谱的抗球虫药

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制

剂有癸氧喹酯预混剂和癸氧喹酯溶液。癸氧喹酯

预混剂不溶于水，无法满足临床上饮水给药的要

求；癸氧喹酯溶液为方便用药、提高效果提供了一

种新的剂型，但对鸡适口性具有一定的影响，为

解决溶液剂中有机溶剂对适口性的影响，便于贮

藏和运输，将癸氧喹酯制成干混悬剂，以固体制

剂溶于水后，畜禽通过饮水给药达到预防球虫病

的作用。

普通的干混悬剂是难溶性药物加入适当的助

溶剂和表面活性剂，加水振摇即可分散混悬供口

服的液体。但该制剂在水中稳定性较差，有些产

品在水中分散后约 2小时有 50 %以上沉降。本试

验采用固体分散技术⁃熔融法制备癸氧喹酯干混悬

剂，使难溶性的癸氧喹酯在水中形成均匀的分散

体系，以改善药物的分散性能。

固体分散技术常用的方法有：熔融法、溶剂法、

溶剂⁃熔融法和溶剂⁃吸附法，其中，熔融法比较适

合工业化生产。因此，本试验采用熔融法制备癸

氧喹酯干混悬剂［1］。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药物

AUW⁃120D 电子天平（日本岛津）；ZRS24 智能

溶出试验仪（天津大学无线电厂）；UV 2504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癸氧喹酯对照品（Dr.
Ehrenstorfer）；癸氧喹酯（金坛市凌云化工厂），符

合《中国兽药典》（2015年版一部）质量标准；聚乙二

醇 6000（南京威尔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泊洛沙姆

188（南京威尔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试剂均为

分析纯。

1.2 原料药处方研究

1.2.1 原料药的理化性质

癸氧喹酯为白色或微黄色结晶粉末，在三氯

甲烷中微溶，在水、乙醇或乙醚中不溶，熔点为

242～246 ℃［2］。
1.2.2 原料药生物学性质

癸氧喹酯是一种在体内消除快，毒性低的抗

球虫药，以饲料添加剂方式连续给药 5周，停药

3~4 天后，所有组织中癸氧喹酯的浓度小于 0.1
μg，注射给药后第一天，在肝脏中浓度最高。以

癸氧喹酯干混悬剂的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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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给药，以 30 mg/L的剂量连续 7天饮水给药，

停药后3天，肌肉中检测不到癸氧喹酯，停药5天
后所有组织中都检测不到残留药物。

1.2.3 相容性试验

参照处方中的辅料组成，选用固体分散体

常用辅料聚乙二醇 6000，泊洛沙姆 188、葡萄糖分

别与主药癸氧喹酯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取适量，

分别在强光照射（4500+500 Lx）、高温（60 ℃）、高湿

（相对湿度92.5 %，25 ℃）的条件下放置10天，依

照《中国兽药典》（2015年版一部）质量标准检测有

关物质，考察辅料与癸氧喹酯原料药的相容性［3］。
癸氧喹酯原料药与上述辅料经以上强光照射、

高温、高湿的条件下放置10天，与正常条件下存放

的癸氧喹酯原料药相比，其外观性状、有关物质、含

量没有变化［3］；表明上述各种辅料与癸氧喹酯的相容

性良好，可用作癸氧喹酯干混悬剂的辅料。

2 样品的制备
2.1 固体分散体的制备

采用熔融法。按处方量准确称取载体及原料

药（药物∶载体=1∶4），混合均匀。于105 ℃烘箱中

熔融 4小时，待完全熔融时倒入预冷的不锈钢板

上，涂成薄层，在-20 ℃条件下冷却20 min，迅速

冷却，待完全固化后，取出粉碎，过80 目筛保存

备用。

联合载体（泊洛沙姆188∶PEG6000=4∶0、1∶1、1
∶3、1∶5、1∶7、1∶9、及0∶4）固体分散体的制备操作同

上。

物理混合物的制备：按处方准确称量一定比例

的PEG6000、泊洛沙姆 188及癸氧喹酯（均过 80 目

筛，按等量递增原则混匀，保存备用。

2.2 释放度的测定

2.2.1 对照品溶液的的制备

精密称定癸氧喹酯对照50 mg，于100 ml量瓶

中加入氯化钙乙醇溶液（称 0.5 g无水氯化钙，加

无水乙醇适量超声使溶解，定容至100 ml，摇匀，

即得）约 95 ml，超声 15分钟，取出放凉，定容，

即得。

测定波长的选择：吸取癸氧喹酯对照溶液0.1 ml
置10 ml量瓶中，用氯化钙乙醇溶液稀释至刻度，摇

匀，以氯化钙乙醇溶液为空白，在200～400 nm处

扫描得吸收光谱。在265 nm处癸氧喹酯有最大吸收

（图1）。而PEG6000、泊洛沙姆188在265 nm处无吸

收（图2），故选定265 nm作为测定波长。

2.2.2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癸氧喹酯对照溶液 0.2，0.4，0.8，
1.2，1.6，2.0 ml分别置 100 ml量瓶中，用氯化钙

乙醇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制成含癸氧喹酯 1、
2、4、6、8、10 mg·L-1的溶液。在265 nm处测其吸光

度，将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为：y=
0.0922x+ 0.0188（r=0.9987）［4］。回归方程表明，癸

氧喹酯在 1～10 mg·L-1范围内浓度与吸光度呈良

好的线性关系。

2.2.3 释放度测定

按《中国兽药典》（2015年版一部）附录中规定

的桨法测定［2］。转速为（100±1）100 r·min-1，温度

恒温在（37±0.5）℃， 溶出介质用氯化钙乙醇溶液∶

水（3∶7）900 ml。精密称取固体分散体（约相当于

100 mg 癸氧喹酯），直接置入溶出杯中， 开始转

AB
s

波长（nm）
图1 癸氧喹酯对照品紫外图谱

波长（nm）

AB
s

图2 辅料紫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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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记录时间，分别于一定时间取样 5 ml，立即

补充等温等体积溶出介质，滤液经0. 8 μm微孔滤

膜过滤后，取0.5 ml置10 ml量瓶中，用氯化钙乙

醇溶液稀释至刻度，于波长265 nm 处测定吸光度

A， 以标准曲线方程计算累积释药百分率（%）［5］。

3 结果
3.1 释放度测定结果

癸氧喹酯及其固体分散体释放度参数测定结

果见表1。
从表 1中可看出，癸氧喹酯原料药与各固体

分散体的溶出参数存在明显差异，对表 1中各固

体分散体的 t50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癸氧喹酯固体分散体的释放度明显快于癸氧

喹酯原料药， t50 分别为 31.50 min 和 66.68 min，
差异有显著性（P＜0. 01）。载体与癸氧喹酯比固定

的情况下，随着联合载体中泊罗沙姆量的增加，

体外溶出基本上是逐渐增加的，联合载体固体分

散体的体外溶出均较单一载体聚乙二醇6000固体

分散体快（P＜0. 01），但只部分较单一载体泊罗沙

姆 固体分散体快，见表1。
3.2 统计分析结果

分别提取各处方的 t50 进行方差分析及 F检

验，F值为 10.50，P＜0. 01。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实验带来的溶出误差明显小于各处方之间的差

异，从而进行两两间多重比较。两两多重比较结

果表明，处方2和3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处方2（泊

洛沙姆∶聚乙二醇=1∶1）与处方3（泊洛沙姆∶聚乙二

醇=1∶3）的癸氧喹酯固体分散体的 t50 为 5.47，
5.90 min。由于泊洛沙姆较聚乙二醇 6000成本较

高，因此选用泊洛沙姆相对较少的（泊洛沙姆∶聚

乙二醇=1∶3）作为制备癸氧喹酯干混悬剂的载体。

3.3 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的比例

取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泊洛沙姆∶聚乙二

醇=1∶3）比例为1∶2，1∶3，1∶4，1∶5，以释放度与

沉降体积比为指标考查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的比

例。

按上述3.1方法进行固体分散体制备。分别测

定沉降体积比及其在氯化钙乙醇溶液：水（3∶7）
10min时的释放度。

由表 3可见，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的比例不

同，释放度与沉降体积比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

样品的释放度与联合载体有关，联合载体越多，

越有利于样品溶出。其中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比

例 1∶2、1∶3时样品释放度与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

比例 1∶4、1∶5样品差异较明显，且其沉降体积比

不符合规定。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比例 1∶4释放

度为 56.1 %，与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比例 1∶5的

表1 样品释放度及溶出参数 t50值

处方

1
2
3
4
5
6
7

样品

癸氧喹酯

4：0固体分散体

1：1固体分散体

1：3固体分散体

1：5固体分散体

1：7固体分散体

1：9固体分散体

0：4固体分散体

释放度（%）

5 min
5.22
25.55
50.33
48.85
41.57
29.36
22.65
20.64

10 min
8.65
38.26
57.36
57.31
48.36
32.64
30.15
26.67

20 min
18.53
52.59
65.12
62.35
54.97
50.96
41.26
35.8

30 min
28.27
58.46
68.99
67.54
61.91
58.36
49.67
48.23

45 min
37.59
69.56
76.24
72.32
67.28
64.21
58.58
59.57

60 min
45.33
75.99
85.56
80.56
71.33
72.62
67.67
68.26

T50
（t/min）

66.68
18.91
5.47
5.9

11.36
20.62
29.18
31.5

表2 t50的方差分析

差异源

组间

组内

离差平方和

14453.72
11242.96

自由度

6
49

方差

2408.95
229.45

F值

10.5
临界值

F0.01=3.19
显著性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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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癸氧喹酯∶联合载体

1∶02
1∶03
1∶04
1∶05

沉降体积比

不符合规定，有较多沉淀

不符合规定，有少量沉淀

均匀分散，沉降体积比为1.0
均匀分散，沉降体积比为1.0

释放度%
36.6
42.9
56.1
59.2

表3 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不同比例的释放度与沉降体积比的

比较

释放度 59.2 %差异不明显，且沉降体积比都符合

规定。癸氧喹酯与联合载体比例 1∶5在生产过程

中消耗聚乙二醇与泊洛沙姆较多，综合考虑，确

定癸氧喹酯∶聚乙二醇6000∶泊洛沙姆188为1∶3∶1
制备癸氧喹酯固体分散体。

4 结论
本实验通过比较各种不同配比癸氧喹酯固体

分散体的溶出速率的研究，结果发现癸氧喹酯经

熔融法处理后，能显著提高体外溶出速率。各种

比例固体分散体的溶出速率明显大于癸氧喹酯药

物原料药，并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载体量的增加，

溶出速率加快。本研究为癸氧喹酯固体分散体制

剂积累了实验数据。比较各个癸氧喹酯固体分散

体的溶出速率可知，采用熔融法，癸氧喹酯：聚乙

二醇 6000：泊洛沙姆 188为 1：3：1，得到的固体分

散体 60 min溶出速率在 80 ％ 以上，溶出速率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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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枝状枝孢菌棕榈粕发酵产甘露聚糖酶的
酶学性质研究

朱虹 2，吴沃芮 2，何丽梅 2，雷曦 2，周峻沛 1，2，3，4，黄遵锡 1，2，3，4，张蕊 1，2，3，4*

（1.生物能源持续开发利用教育部工程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2.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3.云南省生物质能与环境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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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棕榈粕是一种优质饲粮，但棕榈粕中抗营养因子甘露聚糖含量高。β⁃甘露聚糖酶

可降解甘露聚糖，改善饲料营养价值。真菌是甘露聚糖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目前所查阅的

文献中，未见枝孢菌来源甘露聚糖酶的报导。芽枝状枝孢菌SD01可在棕榈粕为唯一碳源的培

养基中生长，并在发酵上清液中检测到甘露聚糖酶活性。本试验旨在用棕榈粕作为唯一碳源

的培养基发酵芽枝状枝孢菌（Cladosporium velox）SD01生产甘露聚糖酶，并对其酶学性质、底

物特异性和降解产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最适pH 4.5；最
适温度75 ℃；在pH 4.0~6.0及50 ℃以下条件稳定；对侧链分支频率低的甘露聚糖的降解活性较

高。本研究制得了枝孢菌属来源的甘露聚糖酶，并对其相关酶学性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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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mannanase pro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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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lam kernal meal is a good kind of feed. It has high content of mannan， which is an antinutritional

factor. β ⁃ mannanases could degrade mannan polysaccharides and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value in the feed. The
mannanases are known to be produced by a variety of fungi， but in our searching and reading of papers， none of β⁃
mannanases from Cladosporium have been reported. Cladosporium velox SD01 could be grown in this fluid nutrient
medium using plam kernal meal as a sole carbon source， and mannanase activity was detected in the fermented
supernata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nnanase from C. velox SD01 had apparently optimal activity at pH 4.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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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粕由于其价格优势，已替代部分粮食作

为饲料养殖业的原料而被广泛使用［1］。但棕榈粕

中的主要抗营养因子甘露聚糖［2］，一种非淀粉多

糖，不易被消化道降解，遇水形成胶态溶液，使

食糜粘度增大，阻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3］。此

外，甘露聚糖降低动物的生产性能还能与肠道内

源酶、多种微量元素及胆酸盐等相结合，降低饲

料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率；甘露聚糖到达肠道后

段还会造成厌氧发酵，使生孢梭菌等有害菌大量

繁殖并分泌毒素，造成畜禽肠道功能紊乱，导致

腹泻；甘露聚糖能抑制动物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的生成，影响动物机体内糖的代谢

和对葡萄糖与水分的吸收；甘露聚糖还是许多病

原菌如真菌、细菌和病毒的表面结构，能够刺激

天然免疫系统，由此会潜在的刺激及消耗非生产

性能量的天然免疫反应，从而导致单核细胞和巨

噬细胞以及细胞因子的增殖，最终导致严重的疾

病症状［4］。
甘露聚糖酶（β⁃mannanase；endo⁃β⁃1，4⁃D⁃

mannanase；EC 3.2.1.78）属于半纤维素酶，其是一

类能够水解含有β⁃1，4⁃D⁃甘露糖苷键的甘露寡糖

及甘露聚糖的内切糖苷水解酶，降解产物为甘露糖

和/或甘露寡糖［5］。在饲料中，由于畜禽的消化酶

系不含甘露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可降解饲料中的甘

露聚糖，从而起到积极的作用，如降低食糜粘性并

提高饲料转化率、破坏植物细胞壁结构以改善饲料

营养价值、提高动物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减少抗生

素等化学药物的使用、水解产物甘露寡糖可作为营

养物质促进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的增

殖［3，4］。甘露聚糖酶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中，其中微生物是甘露聚糖酶的主要来源且酶学

性质多种多样。但到目前为止，已发表文献和检索

数据库中未见枝孢菌（Cladosporium）来源甘露聚糖

酶的报导。本研究用棕榈粕作为唯一碳源的培养基

发酵芽枝状枝孢菌（Cladosporium velox）SD01生产甘

露聚糖酶，并对其酶学性质、底物特异性和降解产

物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菌株：云南师范大学天鹅湖枯枝腐殖的污泥中

分离得到一株芽枝状枝孢菌SD01。
产酶培养基：5 g/L 棕榈粕，2 g/L KH2PO4和

5 g/L（NH4）2SO4。
药品与试剂：角豆胶购于美国 aladdin 公司，

D⁃甘露糖购于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其

他常用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甘露聚糖酶发酵

活化菌株接种到装有液体产酶培养基的锥形瓶

中，以不接菌为对照。在28 ℃，转速180 r/min条件

下，摇床振荡培养15 d，测定甘露聚糖酶酶活力。

培养结束后，培养液在4 ℃、12 000 r/min条件下离心

10 min，上清液即为酶学性质研究的酶液。

1.3 甘露聚糖酶活力测定

β⁃甘露聚糖酶活力采用3，5⁃二硝基水杨酸比

色定糖法（DNS）测定酶解后底物释放的还原糖含

量。将 0.5 %的角豆胶 450 µL 置于玻璃试管中，

反应温度预热 2 min，然后加入 50 µL适度稀释的

酶液，反应 20 min后，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750 µL
的DNS以终止反应。对照则先加底物，反应结束

后加入 750 µL的DNS，然后再加入 50 µL稀释的

酶液。沸水煮5 min，立即置于冰水中速冷，待恢

复到室温后，吸取200 µL反应液加入酶标板，放

入酶标仪在 540 nm 下测其 OD 值，并计算酶活。

每组试验均设1个空白对照3个重复，重复试验取

平均值。在上述反应条件下，每分钟产生 1 µmol
还原糖（以甘露糖计）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1个甘露

聚糖酶活性单位（U）。
1.4 β⁃甘露聚糖酶酶学性质研究

1.4.1 最适pH的测定

在 60 ℃，不同的 pH条件下进行酶促反应以

测定β⁃甘露聚糖酶酶活力，根据测定结果计算其

75 ℃， respectively. The enzyme was stable in the pH range from 4.0~6.0 and at 50 °C or below. It was displayed
higher activity to mannan with the lower frequency of side group substitution. Our study obtained mannanase from C.
velox SD01 and analyzed its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Keywords：Mannanase； Palm kernel meal； Cladosporium；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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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 pH。所用缓冲液为：0.1 mol/L甘氨酸⁃盐酸缓

冲液（pH 2.0~3.0）和 0.1 mol/L磷酸氢二钠⁃柠檬酸

缓冲液（pH 3.0~7.0）。
1.4.2 最适温度的测定

在最适 pH 的缓冲液条件下，不同温度（30~
85 ℃）进行酶促反应，测定β⁃甘露聚糖酶酶活力，

根据测定结果计算其最适温度。

1.4.3 pH稳定性的测定

将酶液按一定比例与 pH 3.0~8.0缓冲液混合，

37 ℃保温 30 min。在最适 pH和最适温度条件下，

测定β⁃甘露聚糖酶残余酶活力，以未处理的酶液

的酶活力作为 100 %计算，计算其 pH稳定性。所

用缓冲液为：同1.4.1 最适pH的测定。

1.4.4 温度稳定性的测定

将适当稀释的甘露聚糖酶在 50 ℃、60 ℃和

70 ℃下分别保温处理 10、30、60 min后，测定甘露

聚糖酶残余酶活力，以未处理的酶液的酶活力作

为100 %计算，计算其热稳定。

1.4.5 底物特异性和产物分析

在最适反应条件下，测定甘露聚糖酶对角豆

胶、魔芋粉和瓜儿豆胶底物的降解活性，底物浓度

均为 0.5 %（w/v），以角豆胶为底物的酶活力作为

100 %计算。

甘露聚糖酶酶液降解 0.5 %（w/v）底物浓度的

角豆胶、魔芋粉和瓜儿豆胶，60 ℃保温10 h，以灭

活的酶液（90 ℃处理 10 min）降解相应底物作为对

照，D⁃甘露糖（0.5 %，w/v）作为标准品。水解产物

通过薄层层析（thin layer chroma tography，TLC）方

法分析，展开剂为 2∶1∶1（v/v/v）正丁醇/醋酸/水，

显色剂为苯胺⁃二苯胺⁃磷酸⁃醋酸。

1.5 甘露聚糖酶的产物分析

甘露聚糖酶酶液降解 0.5 %（w/v）底物浓度的

角豆胶、魔芋粉和瓜儿豆胶，60 ℃保温10 h，以灭

活的酶液（90 ℃处理 10 min）降解相应底物作为对

照，D⁃甘露糖（0.5 %，w/v）作为标准品。水解产物

通过薄层层析（thin layer chroma tography，TLC）方

法分析，展开剂为 2：1：1（v/v/v）正丁醇/醋酸/水，

显色剂为苯胺⁃二苯胺⁃磷酸⁃醋酸。

2 结果
2.1 最适pH和pH稳定性

酶液在 60 ℃，pH 2.0~7.0的缓冲体系中，测

定甘露聚糖酶的酶活力，并绘制最适 pH曲线（图

1A）。结果表明，甘露聚糖酶的最适pH为4.5，在

pH 4.0~6.0范围保持60 %以上酶活性。

适当稀释的酶液在 37 ℃，pH 3.0~8.0的缓冲

液处理 30 min后，以最适反应条件测定甘露聚糖

酶剩余酶活性，并绘制 pH 稳定性曲线（图 1B）。

结果表明，甘露聚糖酶在 pH 4.0~6.0范围内保持

稳定。在pH 小于4.0或大于6.0中，酶的稳定性显

著下降。

2.2 最适温度和温度稳定性

在 30~85 ℃条件下，测定甘露聚糖酶的酶活

力，并绘制最适温度曲线（图1C）。结果如图1C所

示，甘露聚糖酶的最适温度为 75 ℃。在 50~
80 ℃温度范围内，酶活力保持在40 %以上。甘露

聚糖酶的热稳定实验表明（图 1D），在 50 ℃保温

60 min，酶活力几乎无损失。在 70 ℃下，保温

10 min剩余 60 %左右酶活性，保温 60 min剩余酶

活力完全丧失。

芽枝状枝孢菌棕榈粕发酵产甘露聚糖酶的酶学性质研究⁃朱虹，等 试验研究

注：A：甘露聚糖酶的最适pH；B：甘露聚糖酶的pH稳定性； C：甘

露聚糖酶的最适温度；D：甘露聚糖酶的热稳定性。

图1 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的酶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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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底物特异性和产物分析

在最适条件下，测定酶液对角豆胶、魔芋粉、

瓜儿豆胶、大麦葡聚糖和pNP⁃α半乳糖苷的降解活

性（表 1）。以芽枝状枝孢菌 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

对角豆胶底物降解活性作为 100 %，对魔芋粉和

瓜儿豆胶底物分别具有 133.4 %和 9.5 %活性。然

而以大麦葡聚糖和 pNP⁃α⁃半乳糖苷为底物时，检

测不到酶活性。

利用TLC对0.5 %（w/v）角豆胶、魔芋粉和瓜儿

豆胶降解产物分析。在相同降解时间内，芽枝状

枝孢菌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对魔芋粉比角豆胶和

瓜儿豆胶降解更彻底。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源甘

露聚糖酶对三种底物的降解产物中除了甘露寡糖

外，还有甘露糖。

3 讨论与结论

棕榈粕是一种优质饲料原料，其价格低廉、

粗脂肪含量高且不含黄曲霉素。但棕榈粕以β⁃甘
露聚糖为主的非淀粉多糖占总碳水化合物的80 %
以上，导致饲养动物代谢能较低［6］。Sinurat等［7］

用棕榈粕饲喂蛋鸡试验中发现，只有添加β⁃甘露

聚糖才能提高表观代谢能，添加其他饲用酶制剂

均不能提高表观代谢能。张辉华等［8］在β⁃甘露聚

糖酶对樱桃谷肉鸭棕榈粕消化率的影响的试验中

发现，添加β⁃甘露聚糖酶可提高表观代谢能与真

代谢能。由此可见，β⁃甘露聚糖酶在含有棕榈粕

成分的饲粮中应用的重要性。

微生物是β⁃甘露聚糖酶的主要来源，且商品

化的饲用β⁃甘露聚糖酶多来源真菌。因此，真菌

来源甘露聚糖酶更具有应用潜力。枝孢菌是一种

能够产生分生孢子的霉菌，在土壤占有重要生态

地位。已报导枝孢菌属来源的糖苷水解酶有纤维

素酶［9］、木聚糖酶和木糖苷酶［10］，但尚未发现枝孢

菌属来源甘露聚糖酶。本研究发现芽枝状枝孢菌

SD01可在棕榈粕为唯一碳源的培养基中生长，并

在发酵上清液中检测到甘露聚糖酶活性。发酵上

清液底物特异性分析表明，上清液中仅存在甘露

聚糖酶活性，检测不到与甘露聚糖降解相关的葡

聚糖酶和α⁃半乳糖苷酶的活性，且对于侧链分支

频率高的瓜儿豆胶底物活性非常低，而对侧链分

支频率低的魔芋粉底物活性最高。芽枝状枝孢菌

SD01棕榈粕发酵芽枝状枝孢菌 SD01的上清液可

将甘露聚糖底物降解为甘露寡糖；在降解条件相同

条件下，降解程度魔芋粉>角豆胶>瓜儿豆胶，底

物特异性和产物分析结果相一致。

芽枝状枝孢菌 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最适 pH
为酸性，与多数真菌来源的甘露聚糖酶相似。如

构巢曲霉（Aspergillus nidulans）来源甘露聚糖酶最

适 pH为 4.0［11］；费希新萨托菌（Neosartorya fischeri）

P1 来源甘露聚糖酶最适 pH 为 4.0［12］；米曲霉

（Aspergillus oryzae）RIB40来源甘露聚糖酶最适 pH
为 3.5~4.0［13］。芽枝状枝孢菌 SD01来源甘露聚糖

酶最适温度为75 ℃，而已经报道的甘露聚糖酶的

最适温度大多在 40~65 ℃之间。嗜热酶最适温度

一般超过65 ℃，因此，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源甘

露聚糖酶是一个嗜热甘露聚糖酶。目前关于嗜热

甘露聚糖酶的报导较少，近两年仅费希新萨托菌

P1［12］、绿木霉（Trichoderma virens）UKM1［14］和草酸

青霉（Penicillium oxalicum）GZ⁃2［15］来源甘露聚糖

酶最适温度超过70 ℃。但嗜热甘露聚糖酶在高温

表1 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对不同底物相对活性

底物/Substrate
角豆胶/Locust bean gum
魔芋粉/Konjac glucomannan
瓜儿豆胶/guar gum
大麦葡聚糖/Barley dextran
pNP⁃α半乳糖苷/p⁃nitrophenyl⁃α⁃
galactopyranoside

相对酶活力/Relative activity（%）

100
133.4±8.2
9.5±1.4

ND
ND

注：ND代表未检出到酶活

试验研究 芽枝状枝孢菌棕榈粕发酵产甘露聚糖酶的酶学性质研究⁃朱虹，等·· 46



［1］

［2］

［3］

［4］

［5］

［6］

下不稳定，其在70 ℃的半衰期仅为10~30 min。与

多数嗜热甘露聚糖酶相似，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

源甘露聚糖酶嗜热，但热稳定性较差，在70 ℃的

半衰期仅为10 min。
综上所述，文献查阅尚未见枝孢菌来源甘露

聚糖酶的报道，本试验进行了枝孢菌来源甘露聚

糖酶的酶学性质的研究。棕榈粕是一种高甘露聚

糖含量的饲料，以棕榈粕为唯一碳源发酵芽枝状

枝孢菌SD01，在发酵上清液中检测到了甘露聚糖

酶的活性。芽枝状枝孢菌SD01来源甘露聚糖酶最

适 pH 4.5；最适温度 75 ℃，是一个嗜热酶；在 pH
4.0~6.0及 50 ℃以下条件稳定；对侧链分支频率低

的甘露聚糖的降解活性较高。芽枝状枝孢菌SD01
产嗜热甘露聚糖酶在饲料、造纸及石油开采等领域

具有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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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是由猪伪狂犬病

毒（Pseudorabies virus，PRV）引起的以发热、脑脊髓

炎、奇痒、呼吸和神经系统障碍为主要特征一种急性、

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1］。1902年匈牙利兽医学家

Aladar Aujeszky首次报道了该病［2］，1947年传入我国，

至今已有全国30多个省份发生流行，是严重危害我

国养猪业的重要疫病之一［3］。
该病对不同年龄段的猪均有致病性，母猪发

病后可发生流产、死胎、木乃伊胎等繁殖障碍，哺

乳仔猪患病后可出现神经症状，死亡率可达

100 %，育肥猪则出现呼吸道症状，增重迟缓，饲

料报酬率降低，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养猪业的生产

效益［4⁃5］。
目前我国主要是通过疫苗接种方式预防猪伪狂

犬病的发生。PRV Bartha⁃k61株是gE基因自然缺失

株［6⁃8］，毒力大大减弱的同时保留了良好的免疫原性，

从而被广泛作为疫苗毒株推广使用。本试验通过用

本公司试制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株，传

代细胞源）以超剂量（10头份）免疫不同日龄仔猪和怀

孕母猪，并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用疫苗

实验室研制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
株，传代细胞源）3批，分别为：试 ST01，病毒含

量 106.8 TCID50/头 份 ；试 ST02， 病 毒 含 量 106.6

TCID50/头份；试ST03，病毒含量107.0 TCID50/头份。

1.2 试验用动物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动物场

自繁自养的无PRV、CSFV、PRRSV、PCV2、PPV病史

以及伪狂犬病病毒中和抗体呈阴性（PRV中和抗体

效价≤1∶4）的健康猪。

1.3 超剂量免疫接种的安全试验

选取 20~25日龄、50~55日龄的健康猪和怀孕

82~94日的母猪，分别用3批疫苗以耳后颈部肌肉

注射方式进行免疫接种，每批疫苗免疫 5 头猪，

每头猪接种 10头份疫苗，接种后每天上、下午各

测温并观察 1次，连续 14天，观察猪的精神、食

欲、体温状况并跟踪母猪的生产情况。各组分别设

立非免疫对照猪 5头，与免疫猪在相同条件下饲

养并测温观察。

除了一般常规性安全检查以外，还对接种部

位在接种后直到试验结束前做有无皮肤发红颜色

变化、有无肿胀和硬块形成、接种部位附近淋巴结

ST传代细胞源猪伪狂犬病毒活疫苗
（Bartha⁃K61株）超剂量免疫的安全性实验

林德锐，吴文福*，黄秋雪，李宁，赖月辉，侯高伟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1356）

摘要：ST传代细胞生产3批次伪狂犬病毒活疫苗（Bartha⁃K61株）中试产品，检验合格后对

20~25日龄、50~55日龄健康猪以及妊娠后期的母猪，分别采用耳后颈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超

剂量免疫接种，同时设立相应对照组。超剂量免疫后各组猪只精神、食欲、体温、生产状况等

经持续观察记录，均表现为正常。结果表明，ST传代细胞生产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
株）对不同日龄猪和妊娠后期母猪进行超剂量免疫接种均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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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肿大等病理变化的观察检查。

2 结果与分析
将试验用 3批疫苗对 20~25日龄、50~55日龄

的健康猪和怀孕 82~94日母猪进行超剂量免疫接

种。接种后观察14日，所有接种猪精神、食欲、体

温等均正常。详细结果见表 1~表 3。 各批次疫苗

超剂量肌肉注射不同日龄的试验猪免疫接种前 7
日及免疫接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每天上、下

午各测温1次）详见图1~图12。

从表1、图1~图4可以看出，3批猪伪狂犬病活

疫苗（Bartha⁃K61株，传代细胞源）以超剂量对20~
25日龄仔猪采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免疫接种，对

猪只是安全的。

从表2、图5~图8可以看出，3批猪伪狂犬病活

疫苗（Bartha⁃K61株，传代细胞源）以超剂量对50~
55日龄猪采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免疫接种，对猪

只是安全的。

图1 试ST01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20~25日龄仔猪免前7日以及

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5 试ST01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50~55日龄猪免前7日以及

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组别

试ST01
试ST02
试ST03
对照组

免疫数量

（头）

5
5
5
5

接种剂量

（头份）

10
10
10
0

安全试验结果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表1 超剂量肌肉注射20~25日龄仔猪的安全试验结果

组别

试ST01
试ST02
试ST03
对照组

免疫数量

（头）

5
5
5
5

接种剂量

（头份）

10
10
10
0

安全试验结果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表2 超剂量肌肉注射50~55日龄猪的安全试验结果

图2 试ST02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20~25日龄仔猪免前7日以及

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3 试ST03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20~25日龄仔猪免前7日以及

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4 对照组20~25日龄仔猪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6 试ST02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50~55日龄猪免前7日以

及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7 试ST03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50~55日龄猪免前7日以

及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8 对照组50~55日龄猪的体温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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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图 9~图 12可以看出，3批猪伪狂犬病

活疫苗（Bartha⁃K61株，传代细胞源）以超剂量对

怀孕 82~94日母猪采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免疫接

种，对妊娠母猪均安全。

除了以上常规性安全检查全部合格以外，所

有猪采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接种，在注射后直到

试验结束的观察期间，均未见到皮肤发红、局部触

摸无肿胀和硬块、颌下淋巴结无肿大等情况。

3 讨论
猪伪狂犬病是目前危害我国养猪业主要流行

疫病之一，因其急性、高度传染性等特性，使得

猪场一旦发病即可造成极大经济损失，且发病猪

只即使治愈也是终身带毒，持续对猪场造成威

胁，是猪场不可不防的疫病。目前，接种疫苗是

业内公认防治伪狂犬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本试

验采用的制苗毒株为 PRV Bartha⁃K61株，欧美国

家通过多年的使用和配套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已经

净化了猪伪狂犬病［9］，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良疫苗

株。

我国目前生产该疫苗所用的细胞为鸡胚成纤

维原代细胞，由于制备鸡胚成纤维原代细胞的工

艺比较复杂、工作费时、SPF鸡胚昂贵以及个体差

异等原因致使鸡胚成纤维生产的伪狂犬病活疫苗

具有成本高、批间差异大、病毒含量低等缺点，严

重影响了伪狂犬病活疫苗的免疫效果。而利用猪

睾丸（ST）传代细胞生产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
K61株，传代细胞源），具有细胞质量易于控制、

生产工艺稳定、操作简单、病毒含量高、产品质量稳

定等优点。

大量研究表明，适宜剂量的伪狂犬病疫苗免

疫可使猪只机体产生抗体，抵御野毒攻击，而过

多剂量的疫苗容易造成猪只机体产生免疫麻痹，

甚至发病。为研究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
株，传代细胞源）超剂量（10头份）免疫猪只是否安

全，本次试验用 3 批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
K61株，传代细胞源）对不同日龄的健康猪和妊娠

后期的母猪采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超剂量（10头

份）免疫接种，20~25日龄、50~55日龄的健康猪和

妊娠后期母猪的精神、食欲、体温、生产状况均正

常，妊娠母猪所产仔猪全部健康存活，均没有出

现异常情况。本试验证明，猪伪狂犬病活疫苗

（Bartha⁃K61株，传代细胞源）对不同日龄健康猪

和妊娠后期母猪超剂量免疫接种都是安全的。此

图11 试ST03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怀孕82~94日母猪免前7日
以及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组别

试ST01
试ST02
试ST03
对照组

妊娠天数

82~94
82~94
82~94
82~94

免疫数量（头）

5
5
5
5

接种剂量（头份）

10
10
10
0

平均产仔数量（头）

9.8
9.4
9.2
9.6

生产状况

所产仔猪全部健康存活

所产仔猪全部健康存活

所产仔猪全部健康存活

所产仔猪全部健康存活

安全试验结果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精神、食欲、体温正常，无不良反应

表3 超剂量肌肉注射妊娠母猪的安全试验结果

图12 对照组怀孕82~94日母猪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10 试ST02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怀孕82~94日母猪免前7日
以及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图9 试ST01批疫苗超剂量肌肉注射怀孕82~94日母猪免前7日以

及免后14日的体温监测结果

试验研究 ST传代细胞源猪伪狂犬病毒活疫苗（Bartha⁃K61株）超剂量免疫安全性实验⁃林德锐，等·· 50



［1］
［2］

［3］

［4］

［5］

疫苗的研制为预防猪伪狂犬病提供了“新武器”，

对我国猪伪狂犬病的防治与净化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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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等图5 卫星试验结果

刘杰等图1 剖检图片

刘杰等图2 革兰氏染色镜检（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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