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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抗“养殖之我见 



一、“无抗”的概念 

1、“无抗”概念的理解 

目前行业中对“无抗”的解释一般是指

“无抗养殖”，即：在畜禽及水产养殖

过程中，完全不使用任何抗生素、激素

、精神类药物、色素、瘦肉精等外源性

药物。 

 



1、“无抗”概念的理解 

 

无
抗
养
殖 

不使用完全外源性 
药物的无抗饲料 

用中草药代或生物 
制剂替抗生素进行 
预防和治疗 

无
抗
畜
产
品 



1、“无抗”概念的理解 

获得“无抗畜产品”是目的，通过努力

是能够达到的； 

而“无抗养殖”是手段，包涵着“无抗

饲料”和“无抗预防与治疗”2方面的内

容，在目前的养殖养殖环境下完全做到

是很不容易的。 

 



 
1、“无抗”概念的理解 
在目前的养殖环境下，通过“禁抗--饲
料中禁止使用饲料中抗生素”和“限抗-
-尽量少使用抗生素或改用抗生素替代品
进行预防和治疗”来实现“无抗畜产品
”是比较现实的，也是我们应该探讨和
努力去做的。 

结论：合理使用抗生素生产无抗畜产品 
 



二、抗生素的贡献 

1、青霉素—被最早发现的抗生素 



1、青霉素---被最早发现的抗生素 

首次发现青霉素的是

英国细菌学家、生物

化学家、微生物学家

亚历山大·弗莱明（

1881年8月6日-1955

年3月11日）。 



1、青霉素—被最早发现的抗生素 
弗莱明于1928年在英国圣玛丽医院供职时，

发现污染青霉菌的培养皿中的葡萄球菌生长

被抑制，由此而想到青霉菌在繁育过程中可

能产生了一种抑制其他细菌繁殖的物质，并

将其命名为青霉素（penicillin），发表于

《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 

1930年用粗培养液治愈了几名眼睛感染患者。 



1、青霉素--最早发现抗生素 

1940年澳大利亚裔英国病理学家弗劳雷、德

国-英国生物化学家钱恩进一步研究改进从粗

培养液中纯化出penicillin，成功用于医治人

的疾病； 

penicillin并于1943年正式应用于临床。 



  
 1、青霉素--最早发现抗生素 
1943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的

应用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三人因发现

青霉素共获

1945年度诺

贝尔生理或

医学奖 



2、饲用抗生素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40年代，欧美国家尝试在饲料中添加

抗生素喂猪，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饲

料中添加抗生素不仅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

而且能一定能促进生长发育； 

上世纪50年代，欧美国家把抗生素用于养殖

业逐渐合法化，世界其他各国均纷纷效仿； 



2、饲用抗生素的发展历程 

1977年，美国发现长期低剂量使用青霉素和

四环素可促进耐药性的产生，但没有采取禁

止令； 

1986年，瑞典率先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在畜禽

饲料中使用；欧盟开始了饲用抗生素禁用历

程； 



2、饲用抗生素的发展历程 

1996年，美国开始行动，成立美国国家抗生

素耐药性跟踪体系； 

2006年，欧盟全面立法， 禁 止 抗生素生长促

进剂的使用； 

2013年，美国公布了《行业指导性文件》：

从2014年起用3年时间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

预防性抗生素； 



2、饲用抗生素的发展历程 

2015年9月，中国打响了饲料禁抗第一枪； 

农业部发布第2292号号令--为了保障动物产品

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停止在食品动物

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

氟沙星4种兽药； 

“饲料禁抗”已成为中国畜牧行业从业者们

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抗生素对人类社会及畜牧业发展起到过不可

取代的作用，但几十年来对抗生素的过分依

赖以及大量使用甚至是滥用，则给养殖业及

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危害已经到了不得不被全

球关注的程度。 



1、诱发细菌耐药 
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指出：自1928年发现

青霉素以来，抗生素拯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

命，推动了动物养殖业的飞速发展，但今天

细菌耐药性的出现正在逆转80年的奇迹，许

多细菌感染的治疗药物选择变得日益有限和

昂贵，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无药可用--“超

级细菌”比艾滋病更加致命。 
 



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1、诱发细菌耐药--青霉素剂量变化 

20世纪40年代初刚使用青霉素时，即使是严

重感染的病人，也只要每天分数次注射10万

单位，而现在成年人每天要注射数千万单位

甚至2亿单位，新生儿也不少于40万单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致病菌的变异而产生

了耐药性。 

 



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2、导致二次感染 

正常情况下，人及动物机体的口腔、呼吸道

、肠道都有细菌寄生，寄殖菌群在相互拮抗

下维持着平衡状态。如果长期使用广谱抗菌

药物，敏感菌会被杀灭，而不敏感菌乘机繁

殖，未被抑制的细菌、真菌及外来菌也可乘

虚而入，诱发又一次的感染。 



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3、污染环境、危害社会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甚至是滥用，使得抗生

素的排放量也居高不下，大量抗生素的排

放已经对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4、污染环境、危害社会 

 生活污水、医疗

废水以及动物饲

料和水产养殖废

水排放等，是环

境中抗生素的三

大主要来源。 

 



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4、污染环境、危害社会 

中国一直是抗生素应用大国，2013年抗生

素使用总量为16.2万吨，是英国的152倍，

美国的9.05倍。 

中国、英国和美国动物用抗生素比例分别

为53%、39.6%和81.6%。 

 



三、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 

正确的诊断是使用抗生素的前提：诊断为细菌、
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及部分原
虫等病原微生物感染者，才考虑使用抗生素； 
病毒感染使用抗生素无
效。 



三.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 

查明病因，根据病原菌种类以及药敏试验选
择敏感药物。 



三.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 

抗菌药物治疗方案应综合病情，病原菌种类及抗

菌药物特点制订： 

      根据病原菌、感染部位、严重程度和病猪的

生理、病例情况制订抗菌药治疗方案，包括抗菌

药物的选用品种、剂量、给药次数、给药途径、

疗程及联合用药。 



四、猪病综合防控之思考 

（三）猪病综合防控的内容 

综合 
措施 场址 

选择 

引进 
选择 

营养 
调控 

设施 
环境 

设备 
配臵 

生产 
工艺 

疾病 
治疗 

疫病 
防控 

药物 
保健 

卫生 
消毒 



四、猪病综合防控之思考 

猪病防控主要措施 
1、坚持以防为主、防重于治、养重于

防的猪病防控原则； 

2、改变观念，引进先进的生产及管理

理念，提高管理者的思维及管理水平； 

3、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养殖，为

猪群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4、为猪群提供均衡营养； 



四、猪病综合防控之思考 

猪病防控的主要措施 

5、做好疾病预防管理工作 

（1）加强饲养管理、均衡营养，增强

机体自身免疫功能。 

（2）加强消毒卫生 

（3）科学合理免疫：检测、监测、免

疫。 

（3）合理使用抗生素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一）生猪健康养殖 

健康养殖是以保护生猪健康、人类健康

和生态健康为目标，运用动物生理学、

营养学、生态学原理来指导养殖生产，

生产质量安全猪肉产品，以实现生猪健

康养殖的质量保障和价值提升功能，满

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益最大

化和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一）生猪健康养殖 

健康养殖，是目前广泛提倡的生猪养殖

方式。 

健康养殖是生猪产业健康、稳定及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基于“动物福利、健康养殖”理念的养

殖模式创新是健康养殖的重要内容。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提倡的集约化、规模化“

现代养殖”大大促进了生猪业快速发展

，但随着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的改变，

健康养殖成为当下和未来养猪业的发展

趋势，而基于“动物福利、健康养殖”

理念的新型养殖工艺在养殖发达国家得

到了充分实践，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欧洲养殖发达国家（如：荷兰、丹麦、

德国等）尤其关注动物福利，并首先禁

令限制一些不利于生猪健康养殖的生产

工艺（如：母猪单体限位栏等），也由

此诞生了新的、更适合生猪生物学特性

和生活习性的养殖工艺模式（如：母猪

舍饲群养工艺；肥猪群养工艺等） 。 



内容显示：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PSY、生产性能

和屠宰性能三大指标的11项数据中，以丹麦

为代表的倡导“动物福利、健康养殖”理念

的养猪发达国家（无抗技术）完胜以美国为

代表的倡导“现代养殖”养猪发达国家（有

抗技术。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1、欧洲国家健康养殖实践结果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近10多年以来，山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科研人员基于“动物福利、健康

养殖理念”，从创新养殖工艺模式、改

善养殖生产环境环境方面着手，围绕猪

病综合防控及健康养殖方面的探讨和摸

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1）母猪精准饲养模式研究 

研究开发了母猪舍饲群养精工艺及智能化

管理系统设备； 

“母猪群养工艺”是基于“动物福利”理

念设计的适合母猪生物学特性、生活习性

及生活生产需求的生产工艺模式，从根本

上改变了“单体限位栏”运动不足问题；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1）母猪精准饲养模式研究 

“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是借助射频识别

、自动化控制及计算机管理等现代信息技

术开发的智能化管理系统设备，利用设备

实现了群养母猪每个个体的精确管理，从

根本上改变了母猪采食不均、管理不细问

题；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1）母猪精准饲养模式研究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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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1）母猪精准饲养模式研究 

试验结果表明：群养工艺及智能化管理系

统应用，母猪年均断奶仔猪数提高3头以上

，猪群淘汰率降低30%，种用年限延长1-

1.5年。 

工艺和设备在山西部分猪场示范应用。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系统软件管理界面 控制电脑及控制室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设备安装现场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系统设备安装现场及训练猪现场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侯食母猪 采食母猪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采食后的母猪通过分离通道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采食后的母猪通过分离通道及返回大群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采食后或返回大群时经过发情鉴定系统或进入特殊处理区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系统设备应用现场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悠闲而自由的母猪群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母猪智能化管理系统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2）育肥猪群养及精准饲养模式研究 

根据生长育肥猪生物学特性、生活习性及

生理需求特点，设计开发“生长育肥猪大

群饲养工艺”，并借助现代电子信息技术

研究开发了“群内智能精细化分群”； 

精细化分群系统的应用能使生长育肥猪的

阶段划分更细致，实现精细化饲养；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2）育肥猪群养及精准饲养模式研究 

生长育肥猪的精细化饲养工艺，通过营

养精细化设计，可以显著提高猪的生产

水平，提高饲料利用率，有效降低粪便

的污染程度； 

目前，工艺设计及设备研发已经完成，

猪群应用试验正在进行中。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3）保育猪保暖工艺及保育猪智能化控

温系统设备研究与开发 

研究设计保育猪保暖工艺，并借助现代

电子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保育猪智能化

控温系统设备”； 

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4）猪舍空气智能净化系统 

集成空间静电场技术，利用静电场的吸

附作用，净化注射空气环境，通过净化

养殖环境，达到猪病防控及健康养殖的

目的； 

此方面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二）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2、我们的健康养殖实践 

（5）环境与主要疾病发生关系研究 
研究发现，气溶胶病原微生物（大肠杆菌、

葡萄球菌、真菌等）对外界环境条件具有较

强的抵抗力，并随季节气候、气流、湿度而

变化，与猪群疫病发生呈正相关，同时通过

对规模化猪场舍内封闭环境下微生物气溶胶

浓度和力度分布规律的进行研究分析确认。 

五、生猪健康养殖之实践 



结  束  语 

猪病防控是健康养殖的重要内容； 

猪病防控不能只专到“病”字上，建立

综合防控体系是重要途径； 

创新养殖模式、创造良好条件、改善养

殖环境是最有效的防控手段； 

关于“无抗”：“无抗产品”是目的，

“无抗养殖”是追求，“无抗饲料”可

实践，“无抗治疗”需时日，“无抗时

代”终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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