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格拉姆科技致力于人类的食品安全，为绿
色健康无抗养殖不懈地努力，与团队分享
信仰与财富。 

品质 
格拉姆公司对产品品质精益求精，基于大
量精准化数据，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帮助客户实现更高经济效益。 

团队 
格拉姆员工不断磨砺灵魂，坚持感恩与正
义，时刻保持勤勉、谦逊、内省、克己，
修炼慈悲仁爱之心，坚持在工作中修行。 

有机酸在猪场防非和替抗中的应用 

李莉  13922199181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内容提要 
    一：格拉姆公司简介 

    二：行业背景 
• 水污染与非洲猪瘟 

• 禁抗后，养殖场易发生的问题 

• 仔猪断奶后，胃pH的变化 

• 有机酸的现状 

    三：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 科研背景 

• 工艺创新 

    四：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在防非、替抗、提高生产效率的案例 
• 1）某农场，防非 

• 2）某农场，替抗 

• 3）某农场，提高免疫力 

• 4）某农场，提高生产效率 

• 5）某农场，水料双加，改善种猪繁殖性能 



公司简介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科学城，专业从事活性多肽、微生态

制剂和生物发酵有机酸等功能性添加剂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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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城园区 广州科学城工厂 前台 研发中心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发酵间 发酵间 



公司研发平台资质 

广东省工程中心 

高新技术企业 广州市企业研发机构 广东省无抗饲料技术创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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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瞪羚企业 



公司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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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次荣获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多项技术荣获广东省、广州市科技成果。 



公司科研成果—知识产权 

公司已申报或授权发明专利68项（中国及PCT），2018年度荣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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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热点和难题 

非瘟总体可防可控，猪场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禁抗后，养殖场现场生产问题增加，成绩下降 

母猪便秘和仔猪腹泻，肠道健康需要高度重视 

猪场饮用酸不安全，呕吐现象时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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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热点和难题 

 降雨等原因，导致水源污染，水源中病毒或细菌超标； 

 饮水理化指标超标、饮水管道不畅； 

 饮水污染微生物，是细菌、病毒性疾病重要传播途径； 

 水是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保持饮水洁净是把猪养好的关键； 

 接种疫苗、换料或转群产生应激反应、饲料采食量降低，生长减缓。 

 

非瘟防控依然是猪场面临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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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抗后，养殖场易发生的问题 

断奶日龄延迟一周 
仔猪死亡率增加1.5% 
母猪PSY下降4.8% 

猪群抵抗力下降，疾
病多发，尤其是肠道
性疾病 

日增重降低 
饲料转化率下降 
治疗用抗生素成本增加 

欧盟调查统计数据 

仔猪消化系统及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断奶仔猪腹泻问题 

地区 禁抗后带来的影响 

瑞典 断奶日龄延迟一周，仔猪死亡率增加1.5% 

丹麦 26%的猪场育肥猪增重下降，11%的猪场育肥猪腹泻上升 

欧盟 整体成绩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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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在替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欧盟替抗产品现状：有机酸，经济、安全、有效 

有机酸制剂产品 

41% 

益生菌 

6% 

植物提取物 

6% 

酵母及提取物 

22% 
复合产品 

14% 

其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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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断奶后消化道pH显著提高 

消化道pH 断奶天数 

0 3 6 10 

胃 3.8 6.4 6.1 6.6 

十二指肠 5.8 6.5 6.2 6.4 

空肠 6.8 7.3 7.3 7.0 

回肠 7.5 7.8 7.9 8.1 

哺乳 

1周 

断奶 

4周 

HCL 
VFA 
乳酸 

断奶后3、6、10天消化道pH变化 断奶后胃pH升高的原因 

mMol/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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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断奶仔猪消化道pH快速升高 

 仔猪最初3-4周主要的蛋白酶是凝乳酶；断奶后主要需求：胃蛋白酶； 

 凝乳酶活性pH 3~5，胃蛋白酶需要更低的活性pH 2~3； 

 因此，断奶前，胃酸的分泌可以足够激发保持凝乳酶的活性，但断奶后胃

pH快速升高不足够激发胃蛋白酶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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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断奶仔猪消化道pH快速升高 

 避免断奶仔猪消化道pH快速升高是降低仔猪腹泻的最重要措施； 

 胃中保持pH＜4，提高消化率，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抑制有害菌生长； 

 胃pH的下降，会促进蛋白质变性、利于营养消化吸收； 

 胃pH的下降有助于激活胃蛋白酶原，有助于提高胃酶的活性，胃蛋白酶作

用产物小肽/氨基酸可以刺激胰腺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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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细菌的pH耐受范围 

细菌 pH耐受范围 

致病性大肠杆菌 pH＜4.3或pH＞9.5失活 

沙门氏菌 耐受pH6.5-7.5 

链球菌 pH＜5.5时，受抑制 

诺卡氏菌 pH＜5.8时，受抑制 

爱德华氏菌 pH＜5.5时，受抑制 

鳗弧菌 pH＜5时，受抑制 

气单胞菌 耐受pH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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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毒的pH耐受范围 
 病毒 pH耐受范围 

非洲猪瘟 无血清状态下pH＜3.9或pH＞11时失活 

猪瘟 pH＜4或pH＞11时快速失活 

圆环 pH＜2时仍可能存活，pH＞12时失活 

口蹄疫 pH=5时，1min灭活90% 

蓝耳病毒 pH＜5或pH＞7时感染率降低70% 

猪流感 pH＜6.6时，活性显著降低 

伪狂犬 pH＜2.5或pH＞13.5时，2～4失活 

乙脑 pH＜4或pH＞10，迅速失活 

细小 pH3～9较稳定 

流行性腹泻病毒 37℃，pH6.5～7.5稳定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pH4～9时稳定；pH<2.5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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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风险大！ 

产品应用 



只接触1次时 

接触3次 

接触10次 

多次接触时，感染ASFV概率增加 
 
10次饮水途径接触ASFV，在最低剂量100TCID50即
1个ASFV时，感染概率增加到近100%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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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有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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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酸: HCOOH，外观为无色透明液体，强烈刺激性臭味，挥发性很强；为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需具备危化品经营许可证。传统酸化剂中应用较多。 
 
2、乙酸：纯品又叫冰醋酸，是一种较弱的有机酸，有一定刺激性，相对稳定；作用功能与甲
酸相近；可抑杀细菌。 
 
3、乳酸: 𝐶3𝐻6O3 ，2-羟基丙酸，分子量为90.08，无色或浅黄色粘稠液体，能与水、醇、甘
油混溶，微溶于乙醚，不溶于氯仿和二硫化碳。乳酸是糖酵解的最终产物之一，可作为特殊
情况下能量的来源，在复合型酸化剂中作为主成分使用得较多。 
 
4、柠檬酸: 𝐶6𝐻8O7 ，分子量192.13，无色半透明结晶或白色颗粒，或粉末，有柠檬酸味。
在水中溶解度高，能被生物体直接吸收代谢，可进入TCA。柠檬酸对减少胃、结肠、直肠里
的大肠杆菌非常有效。 
 
5、其他还有少量使用的富马酸、苯甲酸、苹果酸、琥珀酸等。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传统的酸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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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传统酸化剂 

      1.  单一酸化剂 

      2. 复合有机酸化剂 

复合酸化剂: 甲酸、乳酸、柠檬酸等有机酸为主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如何选择饮水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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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安全 

 pH达标且稳定 

 适口性好，较高的性价比 

 有效抑制病毒和细菌 

专业实验室检测验证， 

可有效杀灭非瘟病毒或细菌 

无毒害、无刺激性、 

不损伤消化道黏膜、不腐蚀管道 

在指导的使用量， 

可稳定达到目标pH值 

最好来源于天然、适口性好 

同时兼顾养殖场成本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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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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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食品安全和动物健康， 
 

格拉姆科技推出的最新科研成果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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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研发积累，建立了格拉姆科技独立

知识产权的动物肠道乳酸菌菌种资源库。 

 筛选不同种类乳酸菌菌株500多株。 

 



格莱姆G199#产品研发背景 
 

23 

 菌株产酸耐酸实验 

调节液体培养基至 pH 2.0。将菌种以 5％ (V/V) 的接种量分

别接种上述各处理，37℃静置培养。在接种初始及接种后 

120min 取上述各处理中培养菌液，行平板计数，从而计

算出细菌的存活率，以 pH 6.0 的菌液为对照。 

在pH2.0，菌株 GLM101 的存活率最高，达到 76.3％ 
 
适合持续发酵产酸，也可以通过胃液，进入肠道发挥作用。 
 



格莱姆G199#产品研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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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株产酸耐酸实验 

调节液体培养基至 pH 2.5。将菌种以的 5％ (V/V) 的接种量

分别接种上述各处理，37℃静置培养。在接种初始及接种

后 2h、4h 取上述各处理中培养菌液，行平板计数，从而

计算出细菌的存活率，以 pH 6.0 的菌液为对照。 

在pH2.5条件下，数量未见明显变化，菌株 GLM101 可长时间存活； 
 
菌株适合持续发酵产酸，也可以通过胃液，进入肠道发挥作用。 
 

pH 2.5 

GLM101模拟胃肠道耐受性 



菌株耐胆盐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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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盐由肝脏产生，存在于肠道环境中的界面活性剂
，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膜通透性，导致菌体死亡。 
 
植物乳杆菌 GLM101可以存活于含有胆盐的环境 
中，可以长时间存活于肠道中，以发挥其作用。 
 

0.7% 胆盐 



菌株抑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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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乳杆菌 GLM101 能有效粘附在动物肠道，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乙酸、乳酸
等），降低肠道内的 pH 值，改善肠道环境；GLM101可产生过氧化氢、细菌素
等抑菌物质，有效抑制肠道常见致病菌，如致病性大肠杆菌、鼠伤寒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的生长，预防肠道疾病。 



菌株与致病菌竞争粘附、提升免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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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致病菌的竞争粘附能力 

GLM101能够粘附并定植在肠道
上皮细胞，形成一层生物屏障，
阻止有害菌的入侵和粘附。 

GLM101对鼠伤寒沙门氏菌（S.typhi）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的
粘附抑制试验结果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菌株与致病菌竞争粘附、提升免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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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乳杆菌GLM217具有抗过敏作用，可降
低 OVA 致敏小鼠的血清总 IgE 水平， 
其抗过敏机制为抑制 Th2 细胞活性，从而影
响 Th1/Th2 细胞平衡。 
 
试验小鼠在食用14天-28天后可降低血清IL-6
水平。 IL-6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Th2细胞
、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产生，其作用
靶细胞较为复杂。 



 产γ- 氨基丁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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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M101 发酵液 GABA 高效液相色谱图 

GLM101代谢可产生γ-氨基丁酸，即 GABA。GABA 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功能性氨基
酸， 
是中枢神经系统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介导神经系统快速抑制作用。GABA具有镇静神经、 
抗焦虑作用；还可提高脑活力，促进脑组织的新陈代谢和恢复脑细胞功能，改善神经机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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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菌株优异的性能，该产品授权发明专利5项，PCT专利3项，并荣获第20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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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高耐酸、高产酸菌株，引入热带水果
及酵素发酵工艺。 

 目标：酸化饮水、增强免疫。 

产品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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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

素 

•维生素B、C 

•果糖 

消化

酶 

•菠萝蛋白酶 

•淀粉酶 

•脂肪酶 

•β-半乳糖酶 

有机

酸 

•柠檬酸 

•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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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发酵工艺 

菠萝清洗 切削 榨汁 巴氏灭菌 后续发酵 

7种高产酸乳
杆菌及产孢子
乳酸菌组合 

种子液 



 由乳酸杆菌、特定碳源、 亚热带水果（菠萝榨汁）复合发酵而成
的新型功能性生物酵素，发酵液有机酸含量高，缓冲性能好，兼
具肠道保健功效。 

 主要成分包含： 天然酵素 、活性肽、低聚糖、 乳酸杆菌、丁酸
梭菌 、乳酸、果酸、维生素、多酚类、黄酮类、微量元素； 

 发酵代谢有机酸含量丰富，包含乳酸、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
、草酸、琥珀酸、乙酸； 

 发酵菌株、发酵工艺整套发明专利，技术独有； 

 荣获第20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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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3.9  3d，99.99%ASFV失活 
 pH 3.9~3.4, 病毒活性加速下降。 
 pH 3.4，1h，99.9%的病毒失活 

 
 可以考虑稀释后最终pH在3.5~3.7 

 

ASFV对pH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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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姆G199# 肽酸酵素1000倍稀释长时间维持pH3.6左右 

2.8

3.2

3.6

4

4.4

0h 12h 24h 36h 48h 60h 72h 7d

0.03%

0.05%

0.10%

0.20%

0.40%

0.50%

  

具体添加量随水质不同进行调整 



1:800~1:1600倍稀释，30分钟，可完全杀灭103 TCID50的ASFV 
在实际的阳性感染场，饮用水中病毒含量普遍远低于103TCID50； 
格莱姆G199# 肽酸酵素1：800~1600倍，可阻断饮水中ASFV传播。 

格莱姆G199# 肽酸酵素杀灭ASFV实验 
36 

实验结果来自：中国农科院哈兽研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 



1:400倍稀释，30分钟，可杀灭104~105 TCID50的ASFV。或者延长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饮
用间隔时间至1h~2h。具体需根据猪场饮用水水质检测分析后，根据检测结果指导使用。 

格莱姆G199# 肽酸酵素杀灭ASFV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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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来自：中国农科院哈兽研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 



格莱姆G199#菠萝酵素、G199# 肽酸酵素，在农业部种猪测定中心（广州）检测中心樊博士实验室朊度检测
结果： 
1、格莱姆G199#菠萝酵素颜色瞬间变化，朊度为49.8； 
2、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瞬间变化，朊度为38.1。 
 
著名专家樊福好博士观点：营养免疫决定成败；提高朊度有助于对抗瘟疫。 
1、通过添加剂提高机体消化能力； 
2、通过酸、酶发酵等预消化技术提高朊度； 
3、通过高朊度饲料直接添加饲喂。 
格莱姆G199#菠萝酵素、G199#肽酸酵素，充分发酵后，产生多种有机酸、酶、菌、肽等多种免疫活性物质
，朊度高，饮水或湿拌料，促进消化、增强免疫，显著提高猪群整体健康度！帮助猪场战胜瘟疫！ 

提升猪群免疫力，可用朊度评估饲料和
猪群健康----樊福好 



天然水果来源叶酸64.6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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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发酵总酸含量：60.73 g/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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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种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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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病毒传播，净化有害细菌， 

促进消化、提高采食和生长速度； 

增强免疫、抗应激，提高成活率； 

提高饲料转化率； 

菠萝榨汁全发酵、更安全。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饮水更健康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饮水添加，现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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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广州自来水稀释， 
稀释用水硬度120ppm,pH7.5 等待物流提货打包装 



 富含有机酸 

 原液pH2.5，酸种类丰富，富含乳酸、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草酸、琥珀酸、乙酸等； 

 缓冲性能好；1000倍自来水（pH7.5）稀释后pH3.6左右； 

 酵素发酵工艺、适口性好、安全性好；适合长期饮用； 

 杀灭非瘟病毒和有害细菌。 

 不仅仅是有机酸 

 高效调节肠道菌群；促进有益菌（如 产短链脂肪酸菌、乳酸菌类等）的增长，增加产短链
脂肪酸菌的含量，同时抑制有害菌的增长。 

 富含多种免疫物质；菠萝蛋白酶、活性肽、低聚糖、 乳酸杆菌、果酸、维生素、多酚类、
黄酮类、微量元素、GABA等。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科研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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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竞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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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 无腐蚀性等缺点。 

• 液态纯发酵，多种发酵酸和营养成分相互间起到很好的协同增效作用，提高产品应用效果； 

• 提升饮水卫生，1000倍稀释后猪场饮水pH值降至3.6，净化水中的病毒和细菌，保障饮水安全； 

• 采用热带果蔬配合发酵碳源纯天然发酵，富含乳酸杆菌、活性代谢产物，适合长期饮用； 

• 促进肠道绒毛发育并改善肠道黏膜健康，增强猪只免疫力。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断奶仔猪21日龄~70日龄，体重为6~28公斤，增重为22公斤，按照料肉比
1.6计算，每头仔猪保育阶段耗料为35公斤，按照1:3料水比例，每头仔猪保
育仔猪饮水100公斤； 

 0.1%饮水添加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每头仔猪保育阶段饮用格莱姆
G199#肽酸酵素0.1公斤，投入6元； 

 仔猪成活率、均匀度、采食量和生长速度有显著改善。仅仅多增重3公斤来
计算，仔猪48元/公斤价格，带来增重收益为：48元/公斤＊3公斤=144元；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在仔猪保育阶段，投入产出比为：6：144= 1:24。 

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在仔猪投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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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格莱姆 G199#菠萝酵素 

缩短发酵产酸时间，更高含量
活菌，更适宜直接口服。 
 
格莱姆 G199#菠萝酵素 
 
采用菠萝榨汁，添加古法黑糖，巴氏灭菌
后，添加格拉姆7种专利菌株发酵，产品
富含乳酸菌、果酸、乳酸、菠萝蛋白酶、
活性小肽、维生素和生物素等多种免疫活
性物质。 
 

备注：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发酵时间为15天以上； 
           格莱姆G199#菠萝酵素发酵时间为2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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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格莱姆 真菠 
缩短发酵产酸时间，更高生产
标准，更高含量活菌，更适宜
直接口服。 
 
格莱姆 真菠 
采用菠萝榨汁，添加古法黑糖，巴氏灭菌
后，添加格拉姆7种专利菌株发酵，产品
富含乳酸菌、果酸、乳酸、菠萝蛋白酶、
活性小肽、维生素和生物素等多种免疫活
性物质。 
 

备注：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发酵时间为15天以上； 
           格莱姆 真菠 发酵时间为2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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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格莱姆 真菠 

 针对具有便秘和腹泻症状的人群共20例。在服用 格莱姆 真菠 前、服用后一周、2 
周、3 周和停服一周后对受试者肠道粪便中菌群结构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鉴定肠
道粪便菌群多样性的变化。 
 

 测序结果显示，在服用 一周后，受试者肠道粪便菌群的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明显
增加，说明格莱姆 真菠对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具有良好的作用。 
 

 同时，受试者的便秘、腹泻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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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肠道菌群宏基因组分析数据显示，服用真菠后，肠道中与产短链

脂肪酸（SCFAs ）相关的菌属都有明显的增长，如Lachnospira（毛螺菌

属）、Blautia（布劳特氏菌属）以及 Faecalibacterium、Oscillospir（颤

螺菌属）等。 

        同时发现，服用真菠后，Bifidobacterium（双歧杆菌属）、

Lactobacillus（乳杆菌属）常见的益生菌都在受试者肠道菌群有明显的

增长。在受试人群的肠道粪便菌群中可能致病菌也被检测出，但随着

服用益生菌制剂时间的延长，其相对丰度降低了，说明真菠能抑制致

病菌的增殖。 

        综合来说，格莱姆真菠能促进有益菌（如 SCFAs 产生菌）的增长

，增加产短链脂肪酸菌的含量，同时抑制了有害菌的增长。 

格莱姆 真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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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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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 

ZL201611186554.0-一种生产低聚木糖和抗菌肽的益生饲用酿酒酵母;  
ZL201611186341.8-降解纤维素生产益生纤维寡糖并分泌抗菌肽的多功能酿酒酵母 

 首次构建成功的多功能共表达生产低聚木糖、活性肽的酿酒酵母菌株，技术已获专利授权； 

 利用高糖培养基结合特有的天然源菠萝蛋白酶，全自动恒温、恒湿、灭菌处理发酵生产线； 

 拥有活性肽原始基因、共表达菌株、发酵工艺整套发明专利，技术独有。 

提高非特异性免疫 

降低疫病发生率 

重大疫病情况下，降低伤亡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52 

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 

产品特性 

1. 首次构建成功的多功能共表达生产低聚木糖和抗菌肽的酿酒酵母菌株，技术已获专利授权。 

2. 新鲜高糖原料经前处理，以独特基因工程酵母菌，明确靶向发酵，富含抗菌肽、  营养小肽（＞20%）、有机酸（＞6%
）、酵母多糖（≥8%）、活菌数≥6*108、酵母菌体等。 

3. 功能肽及免疫多糖可快速强化肠粘膜细胞、提高非特异性免疫，营养性小肽可促进肠道养分吸收，可显著提高成活率。 

4. 糖肽及发酵产物免疫多糖可促进微量元素吸收、抗氧化、抗应激、增强猪群免疫系统进一步发酵完善，发酵产物众多活
性产物可显著增加猪肉风味物质含量。 

5. 产品可诱导动物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具有明显诱食性和助消化和促生长效果。 

应用阶段 用量% 

母 猪 0.5% 

仔 猪 0.5% 

生长育肥猪： 0.5% 

用  量                                                       常规指标 指标 含量 

产阮假丝酵母蛋白 ≥12 mg/g 

总糖 ≥20% 

蛋白 ≥35% 

小肽 ≥20% 

芽孢 ≥3*108 

有机酸 ≥ 6% 

低聚半乳糖 ≥10mg/g 

葡聚糖 ≥ 50mg/g 



中国工程院印遇龙院士课题组发现广州格拉姆复合活性多肽可修复仔猪肠道损伤: 

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 研发成果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市黄埔区科技企业加速器A8栋 020-3209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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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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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1、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 

     提高猪群整体抗病力； 

      提高种猪繁殖效率，降低育肥猪的造肉成本； 

      提高猪场整体盈利能力！ 

2、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饮水添加复合、发酵的有机酸！ 

      酸化饮水，促进消化、增强免疫。 

3、格莱姆G199#菠萝酵素 

      高含量乳酸菌液，促进消化、增强免疫。 

4、格莱姆G111#核心功能肽 

      快速解除免疫抑制、排毒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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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案例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案例 1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华南某种猪场，2500头丹系纯种猪。 

 饲料全程添加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提高

猪群抗病力；饮水添加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阻断非瘟病毒在饮水中的传播。 

 2019.03周边猪场全面发病； 

 2019.04.08母猪检测第1例阳性，精准拔牙； 

 2019.06月底该场存栏26000头； 

 2019.07月底断奶仔猪和种猪及时转出； 

 场长防非成功，业绩卓越；2020.08月荣升1万头

母猪存栏基地总经理，该基地均由之前负责的种

猪场供应，为集团节约将近7000万元引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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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南某农场，非瘟清场复养。 

 2019.11从其他农场进断奶仔猪600多头（里面有大量感染猪只），饲料添加格

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饮水添加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成活率大幅改善

，5月7号已出售肥猪。 

 2020.02.03再次从其他农场购进621头断奶仔猪，饲料添加格莱姆 G188#免疫

金+饮水添加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50天后体重达 到35公斤，成活率高达

98%以上！猪只采食量和生长速度显著提升！该批猪养155天后，出栏体重达

到125公斤。全程料肉比为2.45，实现非常优秀的生产成绩。 

丹系仔猪71日龄均重达到35公斤以上，成活率高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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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广东某种猪场，1680头母猪存栏，丹系种猪场。 

 该场临近高速公路，2019.07配怀舍和保育舍出现几头阳性猪，迅速隔离、处理48头母猪和1200

头保育仔猪后，饲料添加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G199#肽酸酵素饮水，猪群稳定生产。 

 每头母猪每胎多提供0.84头出生健仔，断奶窝重提高7公斤。负责育种博士高度评价格莱姆产品：

添加格莱姆产品比育种工作都来得快！ 



初九开工当天，通过货拉拉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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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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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农场长期添加G188#复合活性多肽+G199#肽酸酵素后，实现： 

 母猪配种分娩率提高10%， 

 出生健仔头数提高0.84头/胎。 

年份 总仔 活仔 健仔 弱仔 平均胎次 

18.11~19.06 13.63 11.95 11.09 0.86 3.13 

19.11~20.06 14.37 12.74 11.93 0.81 3.36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案例 3  



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拌料+G199#肽酸酵素饮水， 

水料双加，客户生产成绩大幅改善： 

          1、种猪繁殖性能提升0.84头/胎； 

          2、保育仔猪日增重提升63克/日； 

          3、育肥提前15天出栏。     

案例 3  



案例 4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某原种场，存栏2500头母猪，丹系； 

 2019.09月，其中2栋育肥舍出现5头阳性猪，精准拔牙同时，这

2栋舍饮水添加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 

 实现：3天后相对稳定，7天后没有新发病例。1个月后出售，实

现200头体重达到100公斤，其它体重达到70公斤以上，正常价

格出售给屠宰场，实现了正常利润。否则3~5天淘汰，价格非常

低。 



 全面升级防疫硬件设施，筑牢五道防线，打造铁桶式猪场 

 封闭式管理 

 加强病毒监测，管控生物媒介 

 内外兼修，提升猪群抗病力 

 严控饲料品质、水质、空气质量 

 饲料添加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提高猪群健康度 

 饮水添加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增强猪群肠道免疫 

 设立奖罚制度；增加人文关怀；提高人员执行力 

 

 

华南某大型养殖集团 
三管齐下：管控源头、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动物 

防非重在理念、重在投入、重在执行、重在坚持 

案例 5  

养殖现场添加
199#肽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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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专家仇华吉老师观点：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ct Us 

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11号A8栋 020-3209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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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瘟面前，健康猪群是抗非战士，亚健康猪群是帮凶； 

 非瘟可防可控，加强生物安全防控和提高猪群整体抗病力是当前

解决非瘟的正确之道； 

 饮水添加发酵有机酸，可以有效阻断饮水中非瘟病毒传播。 

 

 

 



防非关键点 
 加强生物安全措施，抓管理、构牢防线； 

 常态化检测（包括风险区的环境检测）； 

 精准拔牙成为猪场基本功； 

 提高猪场整体健康度+饮水添加发酵有机酸，成为非瘟防控的关键要素！ 

 提高猪群整体抗病力，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显著改善猪群整体健康度！ 

 饮水添加发酵有机酸！格莱姆G199#肽酸酵素，生物阻断饮水非瘟病毒传播。 

 格莱姆G188#复合活性多肽+G199#肽酸酵素，水料双加，帮助猪场最大限度提高成活率。 

广州格拉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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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预祝大家抗非成功，活下来，赢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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