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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行动”----
非瘟背景下的中药应对策略



主要内容

p“屏风行动”的背景

p玉屏风颗粒的解读

p应用案例分享



  Part Ⅰ

“屏风行动”的背景



Ø1921年，首次在肯尼亚报道

Ø1957年，先后流入到西欧和拉美国家 

Ø2007年，在全球多个国家流行，特别是俄罗斯及周边地区  

Ø2017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发生疫情 

Ø2018年8月3日我国确诊首例非洲猪瘟疫情。

非瘟肆虐近百年



防控非瘟持久战

•  根据非瘟流行情况及国外的防控经验，我们或将持
续的进行非洲猪瘟防控战。



积极行动，科学严谨！



屏
风
行
动

 为每头猪铸造一道安全屏障



专家指出



  Part Ⅱ

玉屏风颗粒解读



 Part Ⅱ   玉屏风颗粒解读

p成分

p方解

p生产工艺

p质量控制

p药理作用

p临床试验



• 玉屏风是我国经典
的传统中药复方，
出自元代名医朱震
亨所著的《丹溪心
法》，是中医扶正
固本的经典方剂，
专门针对体虚、自
汗的症状。

玉屏风颗粒传承古典方剂



玉屏风颗粒方剂组成

黄芪 白术 防风



玉屏风颗粒方解

Ø黄芪补脾肺之气，固表止汗，为君药；白术健脾
益气，助黄芪益气固表，为臣药；防风走表而御
外邪，为佐药。诸药合用，使固表而不留邪，祛
邪而不伤正，共建益气固表止汗之功。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现代生产工艺

增效、减毒、扩大治疗范围，
有效成分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合、
络合、共溶等化学变化，达到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的疗效，而
颗粒配方则没有或者很少有这
些反应，使疗效大打折扣

玉屏风颗粒生产工艺---复方精提



单一提取
复方精提

单提物质

细粉

粗粉
散剂

散剂

全方提取 玉屏风颗粒

玉屏风颗粒生产工艺---复方精提



有效成分溶出率高

增效、减毒

应用范围广

玉屏风颗粒

采用现代化的复方精提技术赋予了玉屏风颗粒更突出的益气
固表止汗双向调节免疫力的功能，尤其是针对免疫力低下或
者免疫亢奋的猪群，还能提高猪对猪瘟疫苗的免疫应答。

玉屏风颗粒生产工艺---复方精提



高效液相色谱仪

玉屏风颗粒质量检测



黄芪甲苷含量测定

玉屏风颗粒质量检测



薄层鉴别

黄芪（日光）
黄芪（紫外）

白术（紫外）
防风（紫外）

玉屏风颗粒质量检测



• 玉屏风能提高小鼠胸腺和脾脏指数，提升淋巴细胞增值和NK
细胞杀伤活性，提高巨噬细胞吞噬指数和脾淋巴细胞 CD4-
/CD8-比值（朱绮芬、郑斌等。2018 世界临床药物）。（改
善免疫低下）

• 玉屏风可以提高小鼠外周血中IL-1、IL-2及IgA水平（张磊 
2006 博士论文）。（改善免疫低下）

• 玉屏风可以提升干扰素(INF)-γ及降低IgE水平（曾文军、王
柳均。2008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调节免疫
应激，降低炎症反应）

玉屏风颗粒药理研究



玉屏风能提高机体胸腺指数和T淋巴细胞指数、白介素-γ水平，解除免疫抑制。

摘自：李雪嫣等发表在中药药理与临床玉屏风散口服液和复芪止汗颗粒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影响。

玉屏风颗粒药理研究



玉屏风能降低白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水平，降低炎症反应。

摘自：张中林等发表在中成药玉屏风散调控变应性鼻炎大鼠 IL-6、TNF-α 活性的实验研究。

玉屏风颗粒药理研究



p玉屏风颗粒益气固表，促进免疫器官的生长发育，改善
猪群的免疫抑制（应激、营养、疾病）状态，提高疫苗免
疫效果，提高猪群抗病力，降低猪只病死率。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增减比例

70日龄重/kg 25.71 26.47 +2.96%
肝脏指数g/kg 25.29 25.89 +2.37%
脾脏指数g/kg 1.86 2.21 +18.82%
胸腺指数g/kg 2.46 2.76 +12.2%

玉屏风颗粒临床试验

摘自：玉屏风颗粒新药报批文件。



玉屏风颗粒对猪血清IL-2的影响

组别 样品数（头） 37日龄 52日龄 66日龄

A组 20 137.58±28.66 176.12±37.57a 187.33±17.65Aa

B组 20 126.38±34.67 155.43±29.55ab 176.28±20.45Aa

C组 20 140.26±28.13 146.23±24.37bc 134.41±24.26Bb

D组 20 135.95±35.34 134.96±24.79c 139.3±25.27Bbc

玉屏风颗粒临床试验

摘自：玉屏风颗粒新药报批文件。



玉屏风颗粒对猪血清IFN-γ的影响

组别 样品数（头） 37日龄 52日龄 66日龄

A组 20 103.13±39.28 181.99± 194.79±57.82Aa

B组 20 106.86±33.23 173.25±64.86ABb 186.74±53.71Aa

C组 20 108.67±46.29 124.25±51.35Bc 125.31±33.52Bb

D组 20 110.21±59.44 125.44±62.58Bc 130.38±52.22Bb

玉屏风颗粒临床试验

摘自：玉屏风颗粒新药报批文件。



玉屏风颗粒临床试验



•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瘟疫中国人都能成功的控制
，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炎、非典、禽流感……最终
通过各种综合手段得到有效控制，非瘟我们也有信心。

给每头猪
铸造一道
安全屏障

“屏风行动”方案



平衡免疫水平，降低应激反应

改善亚健康，提高抗病力

玉屏风颗粒

玉屏风颗粒在非瘟防控中扶正固表的作用

群   

体

个   

体

“屏风行动”方案

木桶定律



Ø平衡机体免疫

• 玉屏风颗粒---调节免疫力，提高机体抵抗病能力

Ø降低病毒载量：（环境、体内）

• 阳光卫士---过硫酸氢钾复合盐杀灭病毒

有效消毒剂 用途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广谱消毒剂

复合戊二醛 车辆、设备、猪舍

2-3%次氯酸钠 污水

1-2%氢氧化钠 地面

“屏风行动”方案



p对无疫情地区的猪场 ，在做好生物安全的同时，猪群用
药以 “ 扶正固本 ” 为原则 ：
Ø每吨饲料添加： 玉屏风颗粒 2 公斤，每月连用 14 天。

Ø每吨饲料添加： 玉屏风颗粒 1 公斤，长期添加。
Ø阳光卫士：饮水、环境消毒
    1:1000倍饮水或拌料（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1：200倍稀释环境消毒（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屏风行动”方案



p 对处在疫区而无疫情的猪场 ， 在做好生物安全的同时
，猪群用药以 “ 扶正祛邪 ” 为原则 ：
l大猪（母猪）：扶正固表不留邪，保肝肾。

Ø每吨饲料添加： 玉屏风颗粒 1 公斤+肝胆颗粒500克，每
月连用 14 天。
Ø阳光卫士：饮水、环境消毒
    1:1000倍饮水或拌料（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1：200倍稀释环境消毒（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屏风行动”方案



p 对处在疫区而无疫情的猪场 ，在做好生物安全的同时
，猪群用药以 “ 扶正祛邪 ” 为原则 ：
l小猪（仔猪）：扶正固表不留邪，健脾胃。

Ø每吨饲料添加： 玉屏风颗粒 1 公斤+五味健脾颗粒1公斤
，每月连用 14 天。
Ø阳光卫士：饮水、环境消毒
    1:1000倍饮水或拌料（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1：200倍稀释环境消毒（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屏风行动”方案



p 对处在疫区而无疫情的猪场 ，在做好生物安全的同时
，猪群用药以 “ 扶正祛邪 ” 为原则 ：
l中猪（育肥猪）：扶正固表不留邪，清气凉营止血。

Ø每吨饲料添加： 玉屏风颗粒 1 公斤+板青颗粒1公斤+双
黄连可溶性粉1公斤，每月连用 14 天。
Ø阳光卫士：饮水、环境消毒
    1:1000倍饮水或拌料（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1：200倍稀释环境消毒（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

“屏风行动”方案



  Part Ⅲ

应用案例分享



母猪 保育猪 育肥猪

存栏情况 62头 134头 198头

用药情况 玉屏风颗粒1kg+肝胆颗粒1kg拌料1吨 --- ---

发病率 0 100% 100%

死亡率 0 92.3% 90.4%

因周围猪场母猪疫情严重，2018年12月25日母猪开始使用方案 ，全
程用药，保育猪、育肥猪未用药。1月15日保育猪、育肥猪爆发疾病，
母猪群未发病。

主要方案及应用

案例一（河北某养殖场）



2018年9月-2019年2月一直使用方案，每个月使用
10-15天， 目前母猪无新发病例。

主要方案及应用

案例二（河北某猪场）

存栏（头）
母猪 --- ---
320 --- ---

用药方案 玉屏风颗粒1kg+肝胆颗粒1kg拌料1吨 --- ---
发病率 100% --- ---
死亡率 16.7% --- ---



周围猪场有疫情本场暂未发病，4000头育肥猪使用药物保健，剩余
6000头未投药，爆发疾病后，投药育肥猪未发病，未投药育肥猪发病
率100%，发病猪群清场扑杀。

主要方案及应用

案例三（河南某猪场）

存栏（头）
--- --- 育肥猪
--- --- 10000

用药方案 --- --- 玉屏风颗粒1kg+板青颗粒1kg+双黄连可溶性粉1kg拌料1吨
发病率 --- --- 0
死亡率 --- --- 0



本场一直使用方案保健，每两月一次，每次连用10-15天，2019年1月
该县爆发 疾病，在原方案基础上加肝胆颗粒，至今无新发病症状。

主要方案及应用

案例四（河南某猪场）

存栏（头）
母猪 --- ---
300 --- ---

用药方案 玉屏风颗粒2kg拌料1吨（1月加肝胆颗粒） --- ---
发病率 不详 --- ---
死亡率 20% --- ---



母猪

存栏情况 237头

用药情况 玉屏风颗粒1.5kg+板青颗粒1.5kg+肝胆颗粒1.5kg兑水500kg

发病率 100%

死亡率 30.3%

2019年2月9日母猪群发病，2月10日全群开始使用方案，7天后猪群开
始活动、采食量逐渐恢复，截止目前母猪无新发病例。

主要方案及应用

案例五（河北某养殖场）



母猪 保育猪 育肥猪

存栏情况 700头 1200头 4500头

用药情况 玉屏风颗粒2kg拌料1吨

发病率 0 0 0

死亡率 0 0 0

案例六（江西某养殖场）

该猪场母猪群全程使用玉屏风颗粒，周围猪场因疫情清场，本场至今稳
定。

主要方案及应用



处理方式 母猪存活率 小猪存活率 肥猪存活率

预防性投药 20-100%（32例） 100%（7例） 100%（8例）

发病后投药 0-100%（10例） ＞40%（3例）
96%（2例）
清场（4例）

未投药 90%（1例）
100%（2例）
清场（2例）

100%（3例）
清场（2例）

已收到的案例汇总



扶正固表不留邪

祖国医学历来重视预防，如
《素问·四时调神大论》中就
有“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
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
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

未病先防的思想

“屏风行动”应用推广



玉屏风颗粒重在培养机体的正气，增强其抗邪能力。

“屏风行动”应用推广



扶
正
固
表
不
留
邪

“屏风行动”应用推广

防
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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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