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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业在我国农业的地位 

 我国生猪存栏5亿头，出栏6亿多头，猪肉产量
5,335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1%。 

  

 全年人均猪肉占有量达到39.6公斤，占全国肉
类总产量的64.5%。 

 

 中国为世界养猪生产和猪肉消费的第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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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全球最大，质量如何呢？？？ 

 

我们的种猪、种禽、奶牛、肉牛品种基因是国外的， 

几乎95%从欧美国家进口， 

 

可我国养猪的政策及法规、养殖环境、营养、 

设备、员工素质跟国外接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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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殖业生产存在的安全问题1 

 抗生素的滥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在中国更为严重。 

 

 2013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抗生素使用一年达16.2万吨，约占世界
用量的一半，其中52%为兽用，48%为人用，超过5万吨抗生素
被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安全问题 
 抗生素：抗药性，药残，引起贸易壁垒 

 激  素：消费者激素调节紊乱  

 镇静剂：消费者神经中枢控制，嗜睡 

 瘦肉精：心跳过快、四肢颤动及神经中毒等  

 疫  病：禽流感、口蹄疫、猪流感等人畜共患 



6 

抗  生  素 

在畜产品药物
残留对人体的
直接危害 

      

     ※ “二噁英”、“疯牛病” 、
瘦肉精； 

 
    ※ 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

磺胺类药物，易使人产生过敏
和变态反应； 
 

    ※ 氯霉素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
、血小板减少和肝损伤； 
 

    ※ 喹乙醇能使基因诱变致畸； 
 

    ※ 呋喃唑酮诱发动物组织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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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儿童体内普遍有兽用抗生素
；兽用抗生素或主要用于动物的抗
生素暴露，与儿童超重或肥胖有明
显的联系。 

 

抗生素的滥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但在中国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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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殖业生产存在的安全问题2 

 排泄物中氮、磷对环境的污染 
 氮、磷：为了获得高的养殖效益，饲养者加大了饲料中蛋白的含量。一

个万头猪场，每年排污3万吨，相当于107t的氮和31吨的磷，至少需要

20000-60000亩的农田消化（张子仪，1997） 

 排泄物中过量矿物质如高铜对环境的污染 

 有机砷制剂对环境的污染 

 有机砷：连续使用FDA允许的添加100ppm有机砷制剂的饲料，5-8年

后一个万头猪场将向周围农田排放1吨砒霜（无机砷，刘更另，1994） 

 

 



9 

中国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图发布 海河珠江浓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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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养猪大国，但年出口活猪219万头 ，仅占总量
的1％。主要原因是质量问题影响了出口。 

 

 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因疾病，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有毒有害
物质超标而被进口国拒绝、扣留、退货、索赔和终止合同的
事件时有发生。  

 

 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舍近求远，从欧美、大洋
洲等地进口肉类，也不愿进口我国的畜禽产品。 
 

 我国在因产品质量问题丢失了欧洲市场，出口量委缩的同时
，美国猪肉、鸡肉却打进了中国市场。据美国农业部统计，
美国对中国近年出口冻鸡为100万吨，极大地冲击了中国肉
鸡产业。  

滥用抗生素的严重后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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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抗生素的严重后果2 

 我国抗生素的年产量约16万吨，其中50%以上用于动物养殖。 

 

 抗生素等化药的长期使用，严重损伤了动物的肝、肾（因所有化药必

须经过肝的分解，肾的代谢），致使脏腑之间难以维系平衡，机体抗

病力急剧低下，各种病邪乘虚而入。这便是为什么我国动物疾病的防

治技术较30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畜禽的疾病却越来越多，难以

控制的根源所在。 

 

 细菌耐药的速度远远快于新药开发的速度，长此以往，会陷入“无抗

生素可用”的境地，人类将再次面临很多感染性疾病的威胁。由此，

2004年7月1日起，国家规定抗生素要凭处方购买。 

 



12 

中兽药及其在养殖业中应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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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兽药制剂在养殖业中应用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民膳
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安全的畜禽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人们的
需求由“吃饱”向“吃好”转变。 
 

 现代畜牧业为人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肉、禽、蛋、奶等畜产品，但
畜产品的安全问题也日益被人们所关注。科学家已证实：人类常见
的癌症、畸形、抗药性、青少年早熟、中老年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均
与畜禽产品中的抗生素、激素及药物的滥用与残留有关。 
 

 肉蛋奶药物导致人体本身免疫系统功能紊乱，致使人类对抗生素产
生耐药性，更甚者使一些疾病无药可治。 
 

 解决畜产品中的抗生素、激素和药物残留问题，生产无毒、无害的
畜产品，发展绿色健康养殖，成为未来畜牧业发展的主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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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制剂在养殖业中应用现状 

 国家对兽药的使用限制越来越严格。 

 

 《兽药禁用清单》中，全面禁止或限制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等β-兴
奋剂类、已烯雌酚等性激素类、玉米赤霉醇等具有雌激素样作用
的物质、氯霉素及其制剂、呋喃唑酮等硝基呋喃类、安眠酮等催
眠镇静类等21类药物。综合国内国际的情况看，今后我国禁用兽
药的范围还将不断扩大。   

 

 兽药残留已成为影响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中兽药的天然性、
无有害残留和抗药性是化学药所无法比拟的，中兽药由于不会对
食品安全构成威胁，将在很大程度上逐步取代或减少化学药品。 

 

 中兽药的多功能综合作用能够确保使用时治标又治本，防止疾病
复发。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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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简介 

 中国是目前世界唯一完整保留独特的传统医药理论体系的国家，
中兽药是我国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两千多年的应用
历史。 

 

 中药具有平衡阴阳、祛邪扶正、标本兼治的特点。从长远来看，
中兽药由于对食品安全危害较小和对某些类型疾病的疗效独特，
在某些领域将有逐步取代化学药品的趋势，在绿色健康养殖之路
上将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畜禽当前疫病流行特点多呈现非典型病毒病、细菌病、混合感染、
继发感染的情况，在西药的薄弱领域可以充分发挥中兽药的优势。
特别是针对畜禽疾病中占主要部分的病毒性传染病，中药具有多
方位调节和治疗作用，可提高动物机体的免疫力和抗应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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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在畜禽养殖业应用优势  

 中草药的自然性、多功能性、无有害残留、毒副作用极小 

 

 天然物中草药是取于自然并保持了其自然结构和生物活性的天然药
物，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筛选流传下来的药用植物、矿物质及其代
谢物的精华物质，是化学合成药物所无法取代的。 

 

 中草药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物质，能全面调整机体的生理
功能,兼有营养物质与药物的双重作用。 

 

 每味药物本身有许多不同有效成分，就是一个小复方，再加上复方
中药味众多，作用各异，构成了中草药添加剂作用功能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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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制剂特点 

 1、成分复杂，作用综合效应 
 既有促进机体代谢、促进蛋白质和酶的合成等营养作用又有抗菌作用 
 
 2、兼有抗菌、抗病毒和菌毒素的功能 

 
 3、非特异性抗菌作用 
 不但能直接杀菌抑菌，且能够调节机体免疫机能，如激发机体内抗菌因子

如细胞吞噬、溶菌酶、杀菌素、干扰素作用或数量以降低消除菌毒力 
 
 4、无有害残留、无“三致”和无环境污染 

 
 5、病源微生物不易产生耐药性，作用基团结构复杂 

 
 6、调节和激发机体内在积极因子 
 激素样作用，刺激性腺发育且无副作用；适应原样作用，抗应激；调节免

疫系统，增加机体抗体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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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防病治病作用  

 

 治未病：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采取健脾开胃、补气活血、增强机体免疫
力、促进新陈代谢，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治已病：则宜清热解毒、利尿祛湿、提高机体免疫力、达到治愈疾病的功效。 
 

 大黄中的大黄酸、大黄素等有很好的抗菌、收敛、增加血小板、促进血液凝固
的作用； 

 大蒜泥中蒜素、大蒜辣素、挥发油及多种烯丙基、丙基和甲基组成的硫醚化合
物等有健脾理气、抗病毒、抗菌止痢等作用； 

 丹参、桔梗、当归、大蒜、金银花、穿心莲、黄连、灵芝等可促进吞噬细胞消
化、溶解细菌，达到直接杀菌作用； 

 桔梗、蟾酥等有提高溶菌酶活性作用； 
 黄芪、丹参等有刺激干扰素生成，防止病毒侵入正常细胞内进行复制等作用。 
 五倍子、香附子等具有收敛抗菌之功效。 
 用水蓼、白辣蓼、柳蓼等药用部分具有解毒杀虫、止血、消肿、止痛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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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的种类（1） 

 免疫增强剂：是以提高和促进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为主，增强
动物免疫力和抗病力。现已经确定黄芪、刺五加、党参、商陆、
马兜铃、甜瓜蒂、当归、淫羊霍、穿心莲、大蒜、茯苓、水牛角、
猪苓、石膏等可作为免疫增强剂  

 抗微生物剂：主要作用是杀灭或抑制病原微生物，增进机体健康。
金银花、连翘、大青叶、蒲公英等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射干、大青
叶、板兰根、金银花等具抗病毒作用;苦参、土槿皮、白鲜皮等具
抗真菌作用;土茯苓、青蒿、虎杖、黄柏等具抗螺旋体作用。 

 驱虫剂：可增强机体抗寄生虫侵害能力和驱除体内寄生虫。如槟
榔、贯众、使君子、百部、南瓜子、硫磺、乌梅等对绦虫、蛔虫、
姜片虫、蛲虫等寄生虫有驱除作用。 

 生长促进剂：可促进水产动物快速生长，提高饲料利用率，如远
志、柏子仁、山药、鸡冠花、松针粉、五昧子、酸枣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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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的种类（2） 

 增食剂：具有理气消食益脾健胃的功能，可改善饲料适口性，增
强动物食欲，提高饲料利用率以及动物产品质量。如建曲、麦芽、
谷芽、山楂、陈皮、青皮、祝实、苍术、茅香、鼠尾草、甜叶菊、
五昧子、马齿苋、松针、绿绒蒿等。 

 抗应激剂：具有缓解和防治应激综合症的功能。如:刺五加、人参、
延胡索等可提高机体抵抗力;黄芪、党参等可阻止应激反应警戒期
的肾上腺增生、胸腺萎缩以及阻止应激反应抵抗期、衰竭期出现
的异常变化，起到抗应激作用;大黄、硭硝、滑石、木通、车前、
苍术等作为清凉度夏的添加剂。 

 激素样添加剂：能够对机体起到类似激素调节的作用。现已经发
现香附、当归、甘草、补骨脂、蛇床子等具有雌激素作用;淫羊霍、
人参、虫草等具有雄激素样作用;细辛、附子、吴茉黄、高良、姜、
五味子等具有肾上腺素样作用;水牛角、穿心莲、雷公藤等具有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酸枣仁、大蒜、枸杞子等具有胆碱样作用。 

 生殖促进剂：可促进动物卵子生成和排出，提高繁殖力和产蛋率。
如淫羊霍、水牛角、沙苑蒺藜等。  

http://www.ixumu.com/forum-4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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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草药功能分类  

 抗菌类中草药：大黄、大青叶、黄连、黄芩、鱼腥草、百部、五
倍子、按叶、乌柏、松针、地绵草、穿心莲、菖蒲、白头翁、马
齿苋、大蒜头等。 
 

 抗病毒类中草药：板蓝根、虎杖、射干、野菊花、苦地丁、大黄、
黄连、黄芩、大青叶、大蒜头等。 
 

 杀虫类中草药：仙鹤草、草果、苦楝（果皮）、石榴皮、松针、
菖蒲、辣蓼、尖山椒、苦参、槐树叶、樟树屑（皮、叶）等。 
 

 提高免疫类中草药：黄氏、党参、当归、甘草、丹参、大枣、枸
杞、干桂圆等。 
 

 其他类用途中草药：杜仲、苦参、山栀子、葛根、车前草、蒲公
英、板蓝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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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制剂：中草药有效成分提取物 

 中草药提取物：是以天然植物、动物等中草药材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

下，按照对提取的最终产品的用途的需要，经过物理、化学提取、分离过程，
定向获取和浓集中药材中的某一种或多种有效成分，而不改变其有效成分结构
而形成的天然化合物产品。 

 

 中草药的活性成分多数为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不同于其主要营养素，这些次
级代谢产物的防御机制和植物对生理与环境应答有关，活性成分多种多样，结
构复杂。 

 

 中兽药提取物制剂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对动物起到特定功能的次生代谢产物。这
些活性成分可以检测，含量明确，作用机理清晰，对者动物没有毒害作用。 

 

 



23 

1、生物碱 

 是存在生物体内的一类含氮的碱性化合物，此类化合物多有特殊
而显著的生理作用。 

 生物碱是人类最早利用的植物杀虫剂。 

 含生物碱的中草药有：黄连、金银花、甘草等。 

 平喘生物碱：麻黄碱、伪麻黄碱。 

 神经兴奋生物碱：咖啡因；吗啡碱具有强烈的镇痛作用 

 诱食生物碱：甜菜碱 

 抗菌生物碱：小檗碱、蛇根碱、小檗红碱。 

 杀虫生物碱：烟碱、槟榔碱、毒藜碱。 

 莨菪（langdang）碱（曼陀罗、天仙子、颠茄）具有解痉和解
有机磷中毒的作用。 

 

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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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2 

 2、活性多糖 

 多糖是中草药的主要免疫活性物质。从中草药中提取分离出的多糖种类繁
多，如人参多糖、枸杞多糖、黄芪多糖、红藻多糖、猪苓多糖、茯苓多糖、
党参多糖、红花多糖、刺五加多糖、淫羊蕾多糖和甘草多糖等，它们都具有
免疫刺激作用 

 中草药多糖分子量在2万－100万之间（糖键结合以β －1，3键及β －1，6键
为主，亦有以β －1，4键及β －1，2键为主的）。分子量愈大的多糖体物质，对
改善虚弱的病体，强化免疫功能，增强抗癌作用方面效果愈好。 

 多糖能明显增强体液与细胞免疫功能。多糖能直接促进淋巴细胞有丝分裂作
用，刺激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加强小鼠T、B细胞的增殖。枸杞多糖、女贞子多糖、
淫羊藿多糖、黄芪多糖是以增强T细胞功能为主的T细胞免疫佐剂，具有类似胸腺

素样的免疫调节作用。当归多糖可激活B细胞使之分化成抗体生成细胞。  

 多糖促进抗体和干扰素的产生或抗原抗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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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3 

 3、类黄酮和多酚类 

 良好的中草药性免疫促进剂，能直接作用于淋巴细胞，明显加强
整体免疫功能。 

 加强体内蛋白质合成和利用，提高动物生长速度。 

 促进乳腺发育，增加泌乳量，升高乳中母源性抗体，提高哺乳期
仔畜成活率。 

 提高禽类产蛋性能，特别是产蛋后期，显著延长产蛋期 

 改善反刍动物消化功能，直接影响瘤胃微生物的消化酶活性，提
高生产性能。 

 良好的天然抗氧化剂，抑制脂质过氧化，保护动物组织细胞膜结
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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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4 

 4、有机酸（绿原酸、大黄酸等） 

 抑菌和杀菌作用。可改变细菌生理、干扰细菌的代谢，抑制细菌
毒素的活性和某些菌芽孢和萌发，阻止病菌对机体的感染等。 

 具有广谱抗菌性。对自然界中几乎所有动、中草药病原细菌都有
一定的抑制能力，且抑菌浓度较低，最低抑制浓度（MIC）为
100mg/kg-1000mg/kg。 

 抑菌作用具有良好的选择性。可抑制有害菌群的生长，而对双歧
杆菌等有益菌有增殖作用，维持正常菌群的平衡，对病原菌有毒
性而对机体细胞则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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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挥发油：别名叫精油，是存在于植物中的一类具有芳香气味、可
随水蒸气蒸馏出来而又与水不相混溶的挥发性油状成分的总称。 

 挥发油为混合物，其组份较为复杂。主要通过水蒸气蒸馏法和压
榨法制取精油。 

 挥发油成分中以萜类成分多见，另外，尚含有小分子脂肪族化合
物和小分子芳香族化合物。  

 此类药物大多具有发汗、止痛、抑菌、杀虫等作用。 

 

6、鞣质：又称单宁，是存在于植物体内的一类结构比较复杂的多元
酚类化合物 。 

 是存在与植物中一类分子较大的复杂多元酶化合物 

 生物学功能：具有收敛、止血、抗菌、抗病毒作用。 

 中草药有：五倍子、石榴皮、大黄等 

 

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5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8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24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4010.htm


28 

7、苷类（皂甙） 

 又称配糖体，是糖或糖的衍生物与另一类非糖物质通过糖的端基碳原子连接
形成的化合物。 即凡水解后生成糖和非糖化合物的物质。 

 根据苷元的结构类型分为氰苷、酚苷、醇苷、蒽苷、黄酮苷、皂苷、强心苷、
香豆素苷和环烯醚萜苷等。 

 根据苷键原子不同分为氧苷、硫苷、氮苷、碳苷，天然界中氧苷最为常见。 

 含有苷类的中草药：人参、绞股蓝、刺五加、陈皮等。 

 苷类（皂甙类）成分能降低液体表面张力而产生泡沫，故可作为乳化剂。内
服后能刺激消化道粘膜，反射地促进呼吸道和消化道粘液腺的分泌，故具祛
痰止咳的功效，如桔梗、远志、紫菀常用作祛痰药。桑寄生、接骨木中的皂
甙具祛风湿作用。人参皂甙具强壮、大补元气作用，并对某些病理状态的机
体起双向调节作用或称适应原样作用。不少皂甙还有降胆固醇、抗炎、抑菌、
免疫调节、兴奋或抑制中枢神经、抑制胃液分泌，杀精子、杀软体动物等作
用。有些甾体皂甙也有抗肿瘤、抗真菌、抑菌及降胆固醇作用，大量用作合
成甾体激素的原料。 

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6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75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60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15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8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9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6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543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3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0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2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0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0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0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4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3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52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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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6 

8、还原糖 

 清除体内自由基，抗氧化，抗癌。 

 维持动物体内红细胞处于还原态，不受氧化损伤。 

 维持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状态，与硒元素、维生素E存在着协
同作用。 

 促进水产动物肠道内有益菌的增殖，抑制动物肠道病菌增殖 

 刺激水产动物机体的免疫反应功能（血清中免疫球蛋白IgG, IgA浓
度升高）。 

 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含量，从而改善脂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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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药提取物的作用机制 

 增强机体器官、组织抗菌能力：党参、鸡血藤、阿胶、何首乌、
蟾酥等有刺激血细胞生成、生长的作用而抗菌；何首乌含有卵磷脂，
卵磷脂是神经、脑髓、红细胞的原材料，可增加抗菌能力；枸杞等因
有刺激造血功能而抗菌；灵芝等有促进脾脏功能而抗菌。此外，丹参、
桔梗、当归、大蒜、金银花、穿心莲、黄连、灵芝等，可使吞噬细胞
消化、溶解细菌，达到直接杀菌作用，桔梗、蟾酥等有提高溶菌酶活
性作用，黄芪、丹参等有刺激干扰素生成作用，防止细菌侵入正常细
胞内进行复制。 

 

  作用于细菌的结构或代谢途径：黄柏等能抑制细菌呼吸和抑制细
菌RNA的合成而抗菌；金银花可直接作用于细菌的细胞壁，抑制细菌
细胞壁的合成；大蒜等能使细菌失去半胱氨酸，使细菌不能进行生物
氧化作用，同时还可使细菌巯基失活，抑制与细胞生长、繁殖有关的
巯基，达到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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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芪多糖：具有活化细胞免疫，诱导干扰素形成的功能； 

2、牛至油（百里香酚）：对鼠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高度的抗菌活性； 

3、大蒜素：有效地抑制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繁殖，对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
球菌、霉菌有明显的抑制或杀灭作用； 

4、类黄酮（葛根素、大豆黄酮等）：良好的免疫促进剂和抗氧化剂，促进畜禽
体内蛋白质合成和利用，提高动物生长速度； 

5、黄连素（小檗碱）：对抗病原微生物，对多种细菌如痢疾杆菌、结核杆菌、
肺炎球菌、伤寒杆菌及白喉杆菌等都有抑制作用，其中对痢疾杆菌作用最
强，常用来治疗细菌性胃肠炎、痢疾等消化道疾病。  

6、绿原酸：具有广谱抗菌性，对病原细菌都有较强抑制能力； 

7、黄芩素（黄芩苷）：具有增强畜禽机体免疫机能、提高抗病力； 

8、常山酮：具有良好的防治禽类球虫的作用； 

9、青蒿素：抑制原虫蛋白合成主要用于间日疟、恶性疟的症状控制。  

典型中兽药植物提取物成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8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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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中兽药制剂在养猪生产中应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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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兽药存在的问题 

 1、难以确定中兽药组方或验方中草药中的有效成分； 

 2、中兽药中的有效成分能否被动物有效吸收利用； 

 3、如何保证中兽药产品质量的稳定； 

 4、传统中兽药煎饮剂，煎饮剂不宜长期保存，多用于疾病爆发后的
治疗； 

 5、传统中草药散剂多是用中草药经简单粉碎进行组方，容易加工和
保存，使用比较方便，混入饲料既可作治疗药也可作预防药，但用
量较大，一般要占饲料量的1-5％，通常治疗用量较高，并需连续服
用时间长；预防剂量稍低，混入饲料长期连续服用，成本较高。 

 6、传统中兽药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会面临拌药量大、适口性差、药效
组分难以被动物消化吸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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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中草药及有效成分的筛选 

 有效成分的定向提取技术 

 微量成分的微波负压提取技术 

 提取物的浓缩和喷雾干燥技术 

 应用均匀设计方法进行有效成分优化组合技术 

天安中兽药研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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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草药与现代中草药的差异 

传统中兽药 天安中兽药 

原料组成 根据中药理论或经验选择中草药 根据有效成分确定目标植物 

加工方式 混合粉碎或煎煮 根据有效成分特性用特定溶剂定向提取 

质量稳定 产地、季节、加工方法 
影响质量稳定 

用特定溶剂定向提取提取有效成分， 
可以定量控制 

 
产品性能 

有效成分难以被动物有效吸收利用，
药效慢，直接杀菌效果差 

有效成分能充分吸收利用， 
药效快，直接杀菌效果好 

 

用药量 1-5% 0.02-0.2% 

成本 用药量大，成本高 接近饲用抗生素 

贮存 易霉变，贮存期短 贮存期1-2年 

最大差异 先组方后煎制 先提取后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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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安三宝之仔猪新常肽 

 【兽药名称】通用名：黄连解毒散（黄连较苦）汉语拼音：HuanglianJiedu San 

 【主要成份】黄连、黄岑、黄柏、栀子、富马酸亚铁、有机锌等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
枯草芽孢杆菌。 

 【性    状】本品为黄褐色的粉末；气香。 
 【功    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化湿止痢、促免疫、促生长、保健康。 

 【主    治】本品作为功能性保健饲用添加剂，对仔猪进行保健可以达到以下满意效果。 

 1、广谱抗菌作用，可有效预防细菌性疾病和病毒病，如仔猪下痢、流行性腹泻、大肠杆
菌病、葡萄球菌病和圆环病毒病等。 

 2、提高猪的免疫机能，增强抗病力、抗应激能力和疫苗免疫应答水平，大大提高仔猪成
活率，减少僵猪。 

 3、保护仔猪肠粘膜，强化消化功能，增进营养吸收，提高饲料消化吸收率，降低仔猪腹
泻率和粪便除臭。 

 4、本品具有诱食作用，可增进食欲，提高日采食量，改善皮毛和显著提高仔猪增重。 

 【用法用量】混饲，1000kg饲料添加本品1500-2000g，仔猪料中全程添加效果更佳。 
 1、本品为纯天然植物提取物，不含任何化学药物和抗生素。 

   2、在使用过程中动物免疫程序、卫生防疫工作照常进行。 
  3、患病期间使用剂量可酌情增加。本品可长期添加，与抗生素同时配合使用有协同治

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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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新常肽在断奶仔猪上应用试验 
地点：福建省南安市试验猪场 

      项目 
组别 

头数 
试验 
日龄 

试验 
天数 

初重 末重 
平均日 
增重 

腹泻头数 腹泻率 

对照组 18 33天 45天 9.5kg 13.2kg 308g/d 5 27% 

试验组 18 33天 45天 9.51kg 14.09kg 352g/d 1 5.6% 

试验组日粮添加2公斤莱必达/吨，试验结果表明： 

（1）仔猪日增重提高14.3%； 

（2）腹泻率下降了21.4%，增强仔猪机体免疫力，提高生长速度； 

（3）高效抗断奶应激，降低腹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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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新常肽在断奶仔猪日粮中的应用效果 
                                              南京农业大学 

  TF98组比抗生素组增重提高12.0-13.3%, 采食量提高6.1-

18.5%， 腹泻率降低20-30% 

 注：带*组与对照组1的对应值差异显著(P<0.05) 

试验结果表明： 
（1）TF98组比抗生素组增重提高了12.0-13.3%, 采食量提高了6.1-18.5%。 

（2）试验组腹泻率降低20-31%，TF98可以促进哺乳-断奶仔猪生长，能抑制肠
道致病菌，或减轻仔猪断奶后由饲料与环境等因素引起的应激。 

（3）TF98的特殊风味对仔猪可能有诱食作用。 

观测指标 对照组1 

40mg/kg杆菌肽锌 

对照组2 

50mg/kg卡巴多 
试验组 

0.3%TF98 

期始重（kg/只） 

期末重（kg） 

平均增重（kg） 

平均耗料量（kg） 

饲料转化率（%） 
腹泻发病率（%） 

5.40±0.28 

12.00±2.47 

6.60±0.22 

7.70±0.63 

1.22±0.31 
28.50±6.20 

5.99±0.35 

12.63±1.31 

6.54±1.66 

8.53±0.37 

1.30±0.28 

24.50±6.00 

5.80±0.14 

13.63±0.46 

7.53±0.66* 

9.02±0.14* 

1.26±0.17 
19.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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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新常肽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平均初重 

（kg） 

平均末重 

（kg） 

平均增重 

（kg） 

日增重 

（kg） 

增重 

提高率 
料肉比 改善率 

试验组 12.2 29.1 16.9
*
 0.56

*
 24.4% 1.88

*
 22.0% 

对照组 12.1 25.5 13.4 0.45 -- 2.42 -- 

 

武汉中粮集团养猪一场  

试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初重、公母比例相同。 

经过30天试验后，试验组日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增
重比对照组提高24.4%；试验组料肉比为1.88，显著
低于对照组，改善率为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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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新常肽对仔猪腹泻辅助治疗的作用  

                                      –福建青口猪场 

对照组用土霉素、氯霉素、蒽洛沙星、磺胺嘧啶等
治疗均无效，试验组以仔猪宝 2kg/T配合抗生素有增
效作用 

头数 腹泻头数 治愈头数 治愈率

对照组 152 152  67  44%

试验组 155 155 155 100%



42 

表 1“仔猪宝”试验结果 

  wg  体重 adg 日增重 

 添加比例 断奶重 2 周末 提高率 4 周末 提高率 1-2 周 提高率 3-4 周 提高率 1-4 周 提高率 

试验Ⅰ 0.1%仔猪宝 6.93 8.98 1.01 14.5 1.33 0.15 7.14 0.39 0.00 0.27 3.85 

试验Ⅱ 0.1%仔猪宝+抗菌素 6.93 9.51 6.97 16.36 14.33 0.18 28.57 0.49 25.64 0.34 30.77 

对照组 抗菌素 6.91 8.89 0.00 14.31 0.00 0.14 0.00 0.39 0.00 0.26 0.00 

  adf  采食量 fcr  料肉比 

 添加比例 1-2 周 3-4 周 提高率 1-4 周 提高率 1-2 周 提高率 3-4 周 提高率 1-4 周 提高率 

试验Ⅰ 0.1%仔猪宝 0.24 0.64 1.59 0.44 4.76 1.61 3.21 1.63 1.24 1.62 1.25 

试验Ⅱ 0.1%仔猪宝+抗菌素 0.26 0.71 12.70 0.49 16.67 1.42 -8.97 1.45 -9.94 1.44 -10.00 

对照组 抗菌素 0.22 0.63 0.00 0.42 0.00 1.56 0.00 1.61 0.00 1.6 0.00 

 

“仔猪新常肽”和抗菌素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协调作用 
•。  

•仔猪新常肽+抗生素组断奶仔猪试验末体重比对照组仔猪提高14.33%，平均日增重
比对照组仔猪提高30.77%，表明仔猪宝与抗生素有显著的协同互作作用；仔猪宝+

抗生素组断奶仔猪采食量比对照组提高16.67%，料肉比比对照组降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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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新常肽应用小结 

1、“仔猪新常肽”具有良好的诱食作用，提高采食量； 

2、“仔猪新常肽”显著提高乳仔猪的生长速度，促进生长，增加断奶

体重。  

3、“仔猪新常肽”可替代抗生素使用，提高乳仔猪抗病力，治疗腹泻，

与抗生素协同使用效果更佳； 

4、增加养殖经济效益。 

推荐使用方法： 
乳仔猪养殖阶段，仔猪新常肽协同饲用抗生素 

添加比例为：每吨配合料添加1.5-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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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三宝之肥猪新常肽  

【兽药名称】通用名：强壮散     汉语拼音：Qiangzhuang San 

【主要成份】黄芪、党参、白术、茯苓、草豆蔻、六神曲、麦芽、山楂（炒）等多种植物提取物 

【性    状】本品为浅黄色的粉末；气香。 

【功    能】益气健脾、消积化食、补肝肾、益气血、促免疫、促生长、保健康。 

【主    治】本品作为功能性保健饲用添加剂，对生长育肥猪进行保健，可以达到以下满意效果 

           1、本品能显著调节猪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水平和抗病力，提高抗应激能力，降低疾
病流行期疾病的发病率，保障猪只健康生长。 

           2、本品能调节猪肠道内环境，抑制肠道病原菌繁殖，防止营养性及应激性下痢、腹泻发生
，并能粪便除臭。 

           3、本品具有良好诱食和助消化功能，能显著提高饲料消化吸收率，提高日增重，降低料肉
比和提高肉品质。 

           4、减少或者取消饲料中抗生素添加剂的使用，生产无抗、无残猪肉。 

【用法用量】混饲，每1000kg饲料添加本品1000g-1500g，生长育肥猪料中全程添加效果更佳 

【不良反应】无。 

【注意事项】 

           1、本品为纯天然植物提取物，不含任何化学药物和抗生素。 

            2、在使用过程中动物免疫程序、卫生防疫工作照常进行。 

            3、患病期间使用剂量可酌情增加。 

            4、本品可长期添加，与抗生素同时配合使用有协同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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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猪新常肽在生长仔猪中的应用效果  

 试验地点：吉林省白山市万隆种猪场。 
 材料与方法：(1)材料：0.1%TF98--

由北京天福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生
长仔猪72头。(2)方法：使用单因子试
验设计。将72头生长仔猪随机分成2组，
即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内设4个重复，
每个重复9头。对照组饲喂该场饲粮
（仔猪3号料），试验组在原有日粮的
基础上额外添加0.1%TF98产品。 

 饲养管理: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其它
完全按照本场饲养管理措施进行。 

 试验结果：通过在试验组饲料中添
加0.1%肥猪宝， 

 试验组生长期仔猪日增重比对照组
提高了45.45%， 

 料肉比降低29.64%。 
 表明0.1%肥猪新常肽对生长期的

仔猪有明显的防病和促生长作用。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天数 18 18 

初期头数 36 36 

末期头数 36 36 

死淘率 0 0 

平均初重 21.97+1.21kg 22.08+1.29kg 

平均末重 33.49+0.59kg** 30.00+1.86kg 

平均日增重 0.64+0.04kg* 0.44+0.09kg 

提高率 45.45% 0.00% 

平均日耗料量 1.14+0.11 1.11+0.08 

料肉比 1.78* 2.53 

发病率 8% 17% 

药费 6.00元/头 12.00元/头 

经济效益分析 1879.5元** 708.72元 

（**表示差异极显著，*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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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猪新常肽对中大猪增重的影响 

表-1 肥猪宝对肥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平均初重 

（kg） 

平均末重 

（kg） 

平均增重 

（kg） 

日增重 

（kg） 

增重 

提高率 

料肉比 改善率 

试验组 74.0 109.5 35.5* 1.1* 10.0% 2.8* 15.2% 

对照组 74.0 106.3 32.3 1.0 -- 3.3 -- 

注：*表示同列在 p＜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试验组与对照组平均初重和公母比例相同，经过33天试验后，试验
组日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10.0%；
试验组料肉比为2.8，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降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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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猪新常肽对肥育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湖南正虹科技股份发展公司 

指标 抗生素组  肥猪宝组 变化（％） 

初重（kg） 60.6 60.1 -- 

末重（kg） 88.4 90.6 -- 

日增重（kg） 0.73 0.77 5.89 

饲料/增重 3.25 3.16 -2.78 

  肥猪新常肽组比抗生素组日增重提高5.89%, 料重比降低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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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猪新常肽对猪生产性能的影响—海南神牛股份 

试验1中试验组比对照组猪每头节约成本(以增重70.1kg计算)： 
2.20×70.1×2.96-2.22×70.1×2.68=39.4元/头 

 

试验2中试验组比对照组猪每头节约成本(以增重20kg计算)： 

2.16×20×3.35-2.18×20×2.95=16.1元/头 

试验 1(2007.7.26 结束) 试验 2(2007.8.30 结束)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猪只头数 50 48 19 19 

饲养天数 99 99 31 31 

初始均重, kg 24.6 26.5 67.8 65.79 

结束均重, kg 95.07 96.6 88.16 88.89 

日增重, kg 0.71 0.71 0.66 0.75 

肥猪宝添加量  0.1%  0.1% 

日耗料, kg 2.1 1.9 2.21 2.21 

料肉比, 元 2.96 2.68 3.35 2.95 

料成本, 元 2.20 2.22 2.16 2.18 

 

试 
验 项 

目 



50 



51 

天安三宝之母猪新常肽 
【兽药名称】通用名：补中益气散     汉语拼音：Buzhongyiqi San 

【主要成份】黄芪（炙）、党参、白术（炒）、当归、陈皮、天麻、柴胡、甘草（炙
）等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枯草芽孢杆菌等。 

【性    状】本品为淡黄棕色的粉末；气香。 

【功    能】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保胎安胎、增食通便、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力 

【主    治】本品作为功能性保健饲用添加剂，对母猪进行保健，达到以下满意效果 
维持母猪正常繁殖性能，有效促进母猪发情排卵，保胎安胎，提高母猪利用率。 

改善母猪奶水品质，提高母猪奶水质量，促进泌乳，提高仔猪出生窝重和断奶重，并
显著降低乳猪腹泻率和预防母猪子宫内膜炎、乳房炎和无乳综合症。 

本品能净化母猪体内病原细菌，消除蓝耳病、圆环病毒病和霉菌毒素等造成的免疫抑
制，显著提高免疫力，抗应激能力和产仔率，恢复体质，全面提高抗病能力和饲
料报酬等。 

调节母猪肠道内环境，增进食欲，有效防止母猪便秘。 

【用法用量】混饲，每1000kg饲料添加本品1000g，母猪料中全程添加效果更佳。 

【不良反应】无。 

【注意事项】1、本品为纯天然植物提取物，不含任何化学药物和抗生素。 
            2、在使用过程中动物免疫程序、卫生防疫工作照常进行。 

            3、患病期间使用剂量可酌情增加。 

            4、本品可长期添加，与抗生素同时配合使用有协同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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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黄酮是一种良好的植物性免疫促进剂，对机体细胞免疫、体液免

疫及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和增殖，减少母猪和奶牛疾病的发生，提高隐性乳房炎的治愈率。 

 

植物类黄酮对乳腺发育和泌乳的作用 

 植物类黄酮处理后，妊娠母猪和大鼠乳腺RNA和DNA明显增加，显示
它具有促进乳腺发育的功能。 

 促进催乳素的分泌； 

 调节物质代谢和营养成分在组织间的分配，以保证乳腺摄取丰富的
营养; 

 提高母猪和奶牛初乳中抗体水平,提高犊牛的免疫 

 植物类黄酮能直接作用于淋巴细胞，提高母乳初乳中抗体水平，提
高犊牛和乳猪的免疫水平。 

 

 

 

母猪新常肽植物类黄酮作用：提高产奶量 



组别 母猪
头数 

母猪
胎次 

窝产活子 
总数（头） 

平均初生重 
（公斤/头） 

26天断奶重 
（公斤/头） 

母猪便秘 仔猪腹泻
（头） 

实 
验 
组 

5 3 60 1.5 7.5 无 0 

5 3 65 1.5 7.8 无 2 

对 
照 
组 

5 3 55 1.4 7.0 无 10 

5 3 60 1.4 6.9 无 8 

母猪新常肽在母猪（产前 30天）哺乳料添加1公斤/吨，仔猪26天断奶 。 

窝产活子数有所提高（8.7%）；初生重提高（7.14%）； 

断奶重提高（7.85%），仔猪腹泻率明显下降（90%） 

母猪新常肽对哺乳母猪和乳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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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安猪用中兽药提取物制剂 

 1、仔得乐（脱缰灵） 

 2、立即停（乳仔猪） 

 3、促长速(新常肽)  

 4、源莱香 

 5、母猪催情剂 

 6、舒气丹（喘气病） 

 7、百毒清（口蹄疫） 

 8、心肌炎（口蹄疫） 

 9、霉菌清：霉菌毒素吸杀剂 



天安猪用中兽药超微粉制剂 

 10、扶正解毒散（超微） 

 11、补益清宫散（超微） 

 12、荆防败毒散（超微） 

 13、龙胆泻肝散（超微） 

 14、麻杏石甘散（超微） 

 15、消食健胃散（超微） 

 16、郁金散（超微） 

 17、脱霉排毒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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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仔得乐（脱缰灵） 
 僵猪是指在猪生长发育的某一阶段，由于遭到某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使乳仔猪长期发育停

滞，虽然饲养时间较长，但体格小，被毛粗乱，极度消瘦，形成两头尖、中间粗的“小赖
猪”。这种猪吃得少，长得慢，或者只吃不长，给养猪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形成僵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胎僵：由于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后代品种退化，生长发育停滞，种猪的年龄过大，体质降低，
孕产储备不足，或是过早地进行交配，种畜自身发育不良而导致后代的发育不良形成僵猪。 

 奶僵：因母猪的营养水平低下，日粮中缺乏蛋白质、矿物质、微量元素及维生素，或者母
猪隐性发病，造成奶水营养不足或奶水质量差，导致乳猪先天发育不良，影响后天生长。
或者由于新生仔猪的护理不当，如小猪出生后没有及时固定乳头，弱仔猪吃不到好乳头，
致使乳猪不能满足营养需要，生长停滞。 

 食僵：仔猪断奶后，日粮品质不良，营养缺乏，或育成仔猪同群饲养，料槽不足或水供应
不足，强者多吃食，弱者吃不到足够的料而处于饥饿状态，久而久之形成僵猪。 

 病僵：仔猪患伴有腹泻症状或实质器官的传染病长期不愈，形成僵猪。 

 虫僵：蛔虫病、肺丝虫、姜片吸虫、螨虫、疥癣等体内外寄生虫是慢性消耗性疾病，由于
营养消耗量过大而影响生长发育，形成僵猪。 

 药僵：饲料中长期大剂量添加药物或养殖场持续滥用药物，引起药源性腹泻或实质器官的
损伤，机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营养消化吸收或转化效率差，形成僵猪。近年来国内高热病、
5号病、传染性胃肠炎和流行性腹泻的流行，使得病猪的实质器官和消化道受到严重损害，
除猪只大量死亡引起直接经济损失外，疾病过后存活下来的病僵猪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也
严重困扰着养殖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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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得乐（脱缰灵） 

 本品系天然植物提取物，具有通肠化滞，健脾消食，
清热燥湿，活血化瘀之功效；本品可以促进病僵猪
实质器官，特别是心脏功能的恢复，调理胃肠道功
能以及刺激食欲，僵猪食用后具有调节机体机能，
提高机体素质，疏通血脉，健脾消食，刺激食欲，
对病僵猪有良好的解僵脱缰作用。 

 

 使用量：10公斤体重僵猪每天5克，连用10天；或
按0.2-0.3%添加到僵猪饲料中，连用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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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即停（乳仔猪） 

 乳仔猪腹泻与防治 
 在我国，仔猪腹泻是工厂化养猪生产条件下最严重的仔猪疾病群之一，据调

查我国规模化猪场仔猪腹泻发病率高达50-60%，死亡率达15-20%，给养
猪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腹泻（diarrhea）是一种常见症状，是指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
率，粪质稀薄，水分增加，每日排便量超过200g，或含未消化食物或脓血、
粘液。腹泻常伴有排便急迫感、肛门不适、失禁等症状。 

 腹泻由多种疾病的病状引起，治疗腹泻首先要考虑病因，有的属于感染所致，
有的因饮食不当所引起的腹泻，以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腹泻大部分剧烈的往
往会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代谢阻碍、机体衰弱。 

 目前国内治疗腹泻的成药疗效比较单一和局限，对不同病因引起的腹泻疗效
差异极大。有的止泻药物只增强胃动力，而无很好的收敛、消化、消炎作用，
有的止泻药只能收敛(如鞣酸蛋白等)无抗菌作用；某些药是抗菌药但不收敛、
无消化作用等等。往往顾此失彼，有时还会延误治疗，使腹泻加剧或引起某
些器官的病变导致不良后果。所以不论那一种腹泻，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快控
制腹泻。现有市场上能快速止泻的大多是西药，有很大的副作用，而且常常
出现反复发作，停药后又出现腹泻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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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腹泻与防治 
 哺乳仔猪死亡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仔猪腹泻，主要是博卡病毒；轮

状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等病毒造成的。产房哺乳仔猪多在出生2～3天后出现剧烈
的腹泻，呈黄绿色、淡绿色或灰白色水样粪便，部分仔猪有呕吐症状，迅速脱水
消瘦，病猪迅速脱水、精神沉郁、被毛粗乱，少吃或不吃、脱水消瘦，一般于
5～7日内死亡，10日龄以内的仔猪死亡率高达50～80%。按照流行性腹泻、传
染性胃肠炎和轮状病毒处理，基本无明显效果。 

 仔猪黄痢、白痢是由埃希氏大肠杆菌引起的吮乳仔猪多发性肠道传染病，统称大
肠杆菌病，该病分布很广，凡养母猪的地方均有发生，是造成仔猪育成率低、影
响养猪业经济效益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其中仔猪黄痢是初生仔猪常发的一种急性
肠道传染病，主要发生于7日龄以内仔猪，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由于发病急、
病程短，日龄小，给治疗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仔猪白痢，主要发生于14～30日
龄仔猪，发病率高，死亡率低，经适时治疗，虽大部分都可治愈，但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仔猪的生长发育。 

 目前养猪生产中防治仔猪腹泻普遍采用抗生素和化学合成药物，如青霉素、土霉
素、氯霉素、喹诺酮等，但是由于抗生素的长期反复使用以及滥用，致使该病原
微生物对产生了耐药性，而且药物残留影响了畜产品的品质，对动物性产品的正
常出口贸易造成极大障碍，也给消费者健康带来危害。另一方面药物残留于粪尿
中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抗生
素和化学合成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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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杀菌立即停 

 中药组成：干姜、肉桂、地锦草、老鹳草、铁苋菜、石榴皮等。
  

 本品系多种中药提取物配伍，具有清热解毒、理气止痛、杀虫、杀菌
止泻的作用；乳仔猪服用后可以快速止泻，一次1-2克，一般在1-2
小时见效，一天1-2次，1-2天就能痊愈，不会反复发作。 

 其中： 

 铁苋菜：收敛止血，清热解毒。主用于便血、泻痢。 
 地锦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主用于下痢、便血、肠黄。 
 老鹳草：提取物含有类黄酮、儿茶素、单宁，能抑制多种病毒的复制

（如流感、单纯疱疹、牛痘、HIV-I）； 
 仙鹤草：收敛止血，截疟，止痢，解毒。凉血止血，用于血热出血； 
 石榴皮具有涩肠止泻，止血，驱虫之功效。 
 干姜用于脘腹冷痛，呕吐泄泻，肢冷脉微，寒饮喘咳。 
 肉桂补元阳，暖脾胃，除积冷，通血脉。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92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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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杀菌止痢（痢即停）实验报告 
 实验目的：验证本品对仔猪拉稀用药治疗效果，实验对象：仔猪。 

 实验一：山东莒县碁山养殖户（孙绪敏13468337873） 
 症状描述：刚出生四天的小猪出现拉稀症状，粪大多呈黄色水样，顺肛门流出或喷出。 

 用药：灌服本品两天，每天一次，每次20ml（10%） 

 效果：灌服当天小猪拉稀症状缓解明显，粪便呈糊状，第二天粪便变干 
 实验二：山东莒县长岭养殖户（刘栋县15762372050） 

 症状描述：30斤左右的小猪，出现拉稀症状，经李总诊断为小猪黄痢 
 用药：灌服本品20ml（10%）每次，用药两天 

 效果：用药当天拉稀症状即好转，第二天粪便变干 

 实验三：日照黄墩养殖户（15953094406） 
 症状描述：出生10天的小猪，粪便为黄白色，稀糊状，有腥臭味。判断为仔猪白痢 

 用药：灌服本品50ml（10%）每次（有溢出，实际用药量没有50ml），共计用药3天 
 效果：用药当天拉稀稍有缓解，第二天粪便变半干，第三天粪便正常 

 

 实验总结：本次试验总计实验五家，以上三组为实验症状明显，病情突出的个
体，用药效果明显，有效治疗仔猪拉稀（主要为黄白痢），证明本品（速效杀
菌止痢药）对仔猪拉稀（主要为黄白痢）具有较快较好的治疗效果。 



3、促长速（保育猪、生长猪） 
 主要原料：黄芪、党参、玄参、石斛、金银花、白头翁等 

 

 促生长功能。本品内含植物生长刺激因子及抗病因子，能显著提高动物机
体的抗病力，提高动物生长性能，增加养殖效益。 

 防病抗病功能。本品中所含的还原糖可以促进肠道中双歧杆菌的增殖，绿
原酸可调节肠道中的PH值，抑制肠道中病原菌的生长，有效预防肠道疾
病的发生。 

 降低饲料成本。本品中含有黄酮、多酚类等植物活性物质，可保护组织和
细胞中酯质稳定，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因此可减少饲料中防霉剂、酸化剂
、抗氧化剂的用量。 

 抗应激反应。可有效缓解由于高温等环境因素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稳定生长性能。 
 

 【用法用量】 
 饲料添加：乳仔猪教保料添加200-300克/吨，生长猪：100-150g，中

大猪：50-100g。 



促长速主要原料组成与功能 

 黄芪、党参（多糖）等：能补气、活血、生肌，能促进
动物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动物生长。 
 

 玄参、石斛（多糖）等：能增加动物机体免疫力，提高
动物的防病、抗菌能力； 
 

 金银花（绿原酸）、白头翁（白头翁素）等：可抗菌、
消炎，抗病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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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源莱香（白水涮肉香） 

 主要原料：黄芪、党参、玄参、石斛、金银花、白头翁、百里香等 
 

 ★能够替代饲料中添加的化学合成药物添加剂，避免畜禽产品中的
药物残留;  

 ★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降低料肉比;  
 ★提高瘦肉率；显著降低体脂和膘厚;  
 ★提高肉质品质,畜禽肉质颜色纯正、鲜美滑嫩，增强肌肉纤维韧性; 

肌间脂肪含量增加,大理石花纹清晰明显，视觉效果较强;  
 ★明显改善肉质风味,自然香，无任何腥味，口感醇劲; 有效保护肌

肉中脂肪的稳定，延长保鲜期 
 

 【用法用量】 
 饲料添加：1-2公斤/吨。 



  
源莱香对猪胴体品质的影响   

                                              指标 抗生素组  肉美香组 变化（％） 

初重（kg） 60.6 60.1 -- 

末重（kg） 88.4 90.6 -- 

屠宰率（％） 76.94 77.66 +0.94 

瘦肉率（％） 62.79 67.60 +7.67 

眼肌面积（cm2） 40.19 45.74 +13.82 

背膘厚（cm） 2.28 2.25 -1.46 

皮厚（cm） 0.31 0.25 -17.34 

板油比例（％） 1.59 1.41 -11.16 

脂肪比例（％） 17.83 14.23 -20.20 

后腿比例（％） 31.75 33.16 4.43 

源莱香能显著能提高猪胴体品质： 

屠宰率提高了0.94%，瘦肉率提高了7.67%，眼肌面积提高了13.82%, 

皮厚降低17.34%，板油比例降低11.16%，脂肪比例降低20.20%, 



瘦肉率提高5-7%，脂肪降低10-20%，肉质风味显著改善  



香猪肉最显著的特点是涮着吃 

 
 1、将香猪肉带皮切成薄片，用清水加适量食盐涮煮30分

钟以上，肉质鲜美；  

 2、香猪肉具有抗氧化的特性，冻肉切片后可保持3-4小时
内肉质鲜美不氧化，不变色； 

 3、在涮肉时，汤很清沏，不会产生黑沫和污腥。这是香
猪肉与普通肉类食品最鲜明的区别； 

 4、在涮煮时肉质紧致细嫩，久煮不老，具有原始猪肉的
鲜香,口味纯正，不腥不腻； 

 5、香猪肉涮煮后的汤质清沏,十分鲜美，具有很高的营养
价值。 



涮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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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母猪催情剂 

 随着生猪养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母猪的利用率，缩短母猪的发情周期，
或者说缩短哺乳后母猪从断奶到发情的时间，以提高母猪产仔产量，是提高
生猪养殖经济效益的重要方法。 

 一个养猪场经营的好坏，主要看母猪年提供仔猪头数或母猪每年出栏育肥猪
头数，母猪正常发情养母猪的关键。比较常见的是采用补充营养增强体质，
对产后母猪进行体能恢复，使之达到正常的发情周期。在正常条件下，母猪
在始配年龄或产后3个发情周期内能正常发情；但也有少数母猪超过始配年龄
或超过产后3个发情周期后不发情。 
 

 引起母猪不发情的因素包括先天性因素、传染性疾病、饲养不良等因素。 
 目前，市场上有效治疗母猪不发情的药物，主要为激素类药物，通过注射给

药，副作用大。如对不正常发情的母猪或为提高年产仔窝数而催情的方法多
采用激素催情，比如母猪断奶时注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或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诱导发情，这些激素具有副作用，对母猪身体健康会造成极大的不利
影响(如发情紊乱或排卵少等)，还可能会影响到交配时的受精率，进而会影响
到仔猪(弱胎或僵猪等)的健康状况。 

 为了提高产量，养殖户往往通过淘汰不发情的母猪，从而增加了养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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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催情剂 

 本品利用中草药的温补作用，一方面通过刺激母猪
的消化系统，增加母猪的食量，从而增强母猪体质；
另一方面通过调节母猪内分泌系统、刺激脑垂体，
调节母猪紊乱的生殖周期，并上调体内的生殖激素
的分泌，从而促进母猪发情。 

 

 本品能够广泛应用于适配年龄母猪和产后母猪发情，
可以直接添加在饲料中，每头母猪每天仅需3-5克
催情宝，饲喂一周后便开始发情，可以提高母猪每
年产子窝数，提高仔猪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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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舒气丹（喘气病） 

 主要原料：荆芥、桔梗、百部、白英、紫莞、陈皮、甘草等。
主治：由病毒、细菌等引发的混合感染性呼吸道疾病的治疗如
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鼻炎，猪气喘病，胸膜性肺炎，萎缩
性鼻炎，流行性感冒引发的呼吸道综合症，对罗氏杆菌，嗜血
杆菌，支原体等病原菌高效。 

 症状：咳嗽，呼吸道，啰音，张口气喘，腹式呼吸，原因气候
突变清晨运动喂料引发的采气量减少，咳嗽气喘，体温升高，
厌食，不爱活动，喜欢水等症。 

 用法：本品500克拌料1000公斤，预防量可减半使用。病情长
且严重时，可适当加量使用并延长给药时间并配合抗生素使用，
明显提高治愈率。饲料预防添加量100克/吨，长期添加预防呼
吸道疾病。 

 治疗量：5克/猪，连用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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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气丹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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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百毒清（口蹄疫） 

 【作用功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5号病（口蹄疫）病毒有特效，
对猪繁殖呼吸综合症病毒（蓝耳病PRRS）、猪流感病毒、金黄色葡
萄球菌有明显杀灭作用。 

 【适用范围】预防和治疗口蹄疫有特效，三天可痊愈；对繁殖呼吸道
综合症（蓝耳病）预防有效率95%；对猪流感有效。 

 【使用方法】 
 1、拌料：治疗，200-300克拌料，连用3-5天；预防减半。 

 2、配制成百毒清醋液剂，直接喷雾或清洗病猪患部（鼻吻、四肢蹄
等），全身喷雾至潮湿；每天早中晚各一次，连用3天即可痊愈。用
量(3天)：大猪：1kg，中小猪：0.5kg。 

 【注意事项】 
 1、喷雾剂配制方法：百毒清提取物原粉1公斤加入99公斤白醋或食

用二级醋（或水+醋酸PH调至4）即为百毒清液体喷雾剂。 
 2、使用本品时如加水稀释，即配即用，以防影响药效； 
 3、本品与抗菌消炎药物无配伍禁忌；本品系天然植物提取，无毒无

腐蚀，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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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毒清：防治生猪五号病的临床试验观察及简析 

 吴连民： 

 屈原镇八队，该户存栏36头，元月5日起感染发病，使用“百毒清”稀释100倍喷雾及
原液涂擦，病猪逐渐康复，无死亡现象，药物使用有效。 

 夏色言 
 屈原镇六队，该户存栏生猪28头，2月16日感染发病，用药前死亡4头，使用“百毒清”

后，病猪逐渐康复，再无死亡现象，药物使用有效。 

 湛胜华 
 六分场四队，该户存栏母猪2头，乳猪12头，架肥猪13头。2月24日感染发病6头，使

用“百毒清”后6头病猪康复，其中2头蹄壳裂开，其余猪未出现感染发病症状。 
 孟金书 

 六分场二队，该户存栏8头，2月17日感染发病8头，使用“百毒清”后病情得到缓解，
康复，无死亡现象，药物使用有效。 

 宋利飞 

 六分场二队，该户存栏11头，2月17日感染发病11头，使用“百毒清”后病猪康复，
无死亡现象，药物使用有效。 

 田佳兵 
 屈原镇四队，该户存栏母猪6头，架肥猪79头，乳猪36头，合计121头，于2月26日感

染发病13头，至3月7日止发病49头，使用“百毒清”，49头生病猪在康复中；乳猪未
出现感染发病。 



8、新得康（口蹄疫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Viral MyoCarditis)是由多种嗜心病毒侵犯心脏
，引起局灶性或弥漫性心肌间质炎性渗出和心肌纤维变性、坏
死或溶解的疾病，有的可伴有心包或心内膜炎症改变。可导致
心肌损伤、心功能障碍、心律失常和周身症状。 

 

  病毒性心肌炎是病毒侵犯心脏引起心肌炎性病变为主要表现的
疾病。以肠道病毒如柯萨基B族病毒、流感病毒、风疹病毒、
水痘病毒、腺病毒等引起的心肌炎最多见。 

 

 目前，病毒性心肌炎则多采用西药抗生素，例如口服病毒唑、
静脉注射肌苷、门冬酸钾镁、维生素C等，其总体效果不明显
，治愈率低，而且毒副作用大。现代医学对病毒性心肌炎尚无
有效的治疗方法。 



心肌炎 

 牲畜口蹄疫疾病是一种传染快、蔓延迅速、危害极大的牲畜传
染病。该病的病源为口蹄疫病毒，传染对象主要是牛、马、羊
、猪、骆驼等，人类也可受感染。其症状表现为：体温升高，
流筵、拒食、行走困难、口腔、舌、咽喉、气管、胃粘膜有水
泡及糜烂，胃肠道有出血性炎变，蹄部亦有水泡及溃烂。 

 

 口蹄疫病毒进入心脏，可引起心肌炎、症状为心肌有斑片状的
灰白色、灰红色的炎性坏死灶(即所谓“虎斑心”)，最后可导
致心脏麻痹而死亡。该病在成年牲畜中，轻型病例死亡率不高
，一般不超过5％，但较重病例死亡率可高达50％，尤其是幼
畜，死亡率达70～80％。 



新得康 
 本品既选用板兰根、栀子、黄芩、黄连、黄芪、苦参、丹参、赤芝、红景天、苦丁茶等

数十种中药有效成分，既能抗病毒，又能改善局部溃烂性病变。本品清热、凉血、消炎
、消除全身症状；平喘、利尿、抗心率失常，挽救因心肌炎而导致的心肌坏死，以及心
脏麻痹等。 
 

 本品选用的药物均有清热解毒、抗病毒、凉血、消炎的作用。 
 板兰根、黄芪不但能直接抑制病毒的生长，而且能协同改善微循环，增加心肌营养血流

量，有利炎症的吸收，促进损害心肌的恢复。 
 黄芩、黄连治疗口蹄疫病常有口腔、踢部溃烂而招致其他细菌混合感染，用于治疗口腔

、舌、蹄溃烂等； 
 栀子、苦参、丹参、红景天、苦丁茶清热燥湿，调整心律，苦寒清心，专治心经之火，

能渗透到心肌细胞阻止病毒的繁殖，而且能降低心肌的应激性，抑制异位起搏，是抗心
律失常、尤其是治疗各种早搏的有效药物。可治疗口蹄疫病毒引起地气喘，体温升高、
不能进食、尿少、黄赤不利等症状，以及并发的心肌炎、心率不齐等，防治口蹄疫病并
发病毒性心肌炎、心律失常、心肌坏死、麻痹。 
 

 服用方法： 
 口蹄疫或口蹄疫并发心肌炎，每天10-20克灌服或拌料，连用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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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霉菌清：霉菌毒素吸杀剂 

 霉菌毒素是霉菌的代谢次生物。目前，已知污染饲料的霉菌毒素
约有100多种，主要为青霉菌属、曲霉菌属和镰刀菌属所产的多种
霉菌毒素。霉菌毒素在谷物的生产、饲料的加工、贮存及运输过
程皆可能产生,它对动物生产性能和人类健康有极大的危害。据联
合国粮农组织报道,全世界每年约有25%的谷物不同程度地受到霉
菌毒素的污染。 

 我国饲料工业受到霉菌污染的比例比较大，将近有20％的饲料被
霉菌污染而导致浪费。霉菌的主要危害是其产生的外毒素和内毒
素会导致动物机体产生不良反应。 

 在目前大量霉变饲料的检测来看，饲料中主要的霉菌毒素是黄曲
霉毒素、呕吐毒素、T-2毒素等。这些毒素在饲料当中比较常见，
并且对于动物体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有些毒素对于一些动物来讲
比较敏感，很容易造成动物体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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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霉菌毒素对畜禽生理机能的危害 

 霉菌毒素既可在谷物田间生长时产生（如镰刀菌毒素）也可在仓储期间产生（如黄
曲霉毒素、棕曲霉毒素）。畜禽摄入霉菌污染的饲料，可导致急性或慢性霉菌毒素
中毒。霉菌的污染常为多种霉菌，产生的毒素也是多种毒素同存，各种毒素间有累
加作用，中毒症状复杂，并且各种毒素的表现各有其特点。 

 1、黄曲霉毒素（AF）是毒性最大的霉菌毒素之一，对动物有很强的细胞毒性、致
癌性和致畸性。主要对肝、肾和神经系统有毒害，引起肝、胃肠和免疫系统出现病
变。AF 中以B1、B2、G1 和G2 的毒性最大。 

 2、赭曲霉毒素（OT） 主要对肾泌尿系统的损伤。临床表现为多尿、肾实质变性、
间质纤维化及肾小管萎缩。 OT主要包括，A、B、C 和D 4 种毒素。 

 3、呕吐毒素（DON）临床表现为，厌食、呕吐、脱毛、组织出血及免疫机能下降。 
 4、玉米赤霉烯酮（ZON）具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猪对ZON 敏感，其他动物对

ZON 的耐受性较强。主要引起母猪雌激素综合征、公猪雌性化综合征及小猪后腿
外张和腹泻等。小母猪出现假发情或提前发情，外阴部红肿，乳腺肿大；后备母猪
和断奶母猪黄体滞留，不发情，假妊娠；种公猪睾丸缩小，性欲降低。 

 5、T-2 毒素引起白细胞介素-2 和T 淋巴细胞等淋巴因子数量减少，机能降低，破
坏皮肤黏膜的完整性，抑制白细胞和补体C3 的生成，降低机体免疫应答能力。 

 6、伏马镰刀菌毒素( 又称烟曲霉毒素) 危害脑白质液化性坏死及猪肺水肿病等。 
 7、麦角毒素是由于黑麦、燕麦和多年生黑麦草等麦类污染麦角菌属而产生。这种

毒素主要侵害神经系统，刺激胃黏膜，使猪精神沉郁，采食减少，增质量下降，后
肢跛行，严重者尾巴、耳和蹄部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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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吸附剂现状 

 1、活性炭 
 活性炭是一种具有比表面积高的多孔不溶性粉末状物质，它的比表面积可

达500～3 500 m2/g。体外试验表明，活性炭对霉菌毒素有较好的吸附
脱毒作用，然而活性炭对霉菌毒素的体外吸附试验在体内得不到验证，而
且活性炭属非特异性霉菌毒素吸附剂，在吸附霉菌毒素的同时对饲料中的
某些营养成分也有吸附作用，同时对饲料中某些药物也有吸附作用，如活
性炭对土霉素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从而降低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药物的效
价。所以在实际生产中应谨慎使用。 

 2、铝硅酸盐类 
 天然铝硅酸盐，如沸石、蒙脱石、硅藻土、高岭土等，因为具有较大的比

表面积和离子吸附能力，对霉菌毒素有一定的选择吸附能力；大多是从沸
石或硅镁土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多孔性，其孔径在0.015～0.090 mm
（150～900埃）范围内，它对黄曲霉毒素有较好的选择性吸附能力。但
该类物质对其他霉菌毒素（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单端孢类毒素等）
吸附能力较差，还可能与饲料中微量元素、维生素及药物结合而降低其利
用力，而且这类物质还可能引起二次污染（如重金属元素、二恶英等有害
物质）。但对这类物质进行改性处理，可提高其吸附能力及减少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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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吸附剂现状 

 3)酵母细胞壁提取物 --甘露聚糖 

 酵母细胞壁提取物是酵母细胞经酶解破壁以后，对细胞壁成分进行特定工
艺降解纯化生产出来的富含β-葡聚糖和甘露寡糖的产物。其中甘露寡糖对

霉菌毒素的有很好的吸附作用。近年来国外众多研究表明，甘露寡糖可直
接通过物理作用吸附或直接结合霉菌毒素，但不影响到饲料中的其它成分。
研究发现，甘露寡糖对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等的结合
率分别为82.5%、51.6%和26.4%。对甘露聚糖的进一步修饰改进,增
强了其结合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菌毒素和烟曲霉毒素等霉菌毒素的能力。
人们进一步发现,酵母细胞能通过吸收毒物和病原菌到细胞壁上来改善动
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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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清 

 霉菌清主要原料：苦楝、苦参、花椒、陈皮、青蒿、山苍子、高
岭土等。 

 

 霉菌清功能： 

 1、能够与不同种类的霉菌毒素结合，尤其对黄曲霉毒素、赭曲霉
毒素和细菌毒素有较强的杀灭作用和吸附作用； 

 2、不结合或破坏饲料中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其他营养成分； 

 3、在饲料中混合时，能够迅速混合均匀； 

 4、在制粒、紧压和贮存过程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5、在饲料中添加0.1-0.2%，低量而有效，无毒； 

 6、促进畜禽生长，改善饲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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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改进抗疟疾新药青蒿素提取方法，在全球范围

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 

首获科学类诺贝尔
奖中国人—屠呦呦 

中草药制剂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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