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旺非瘟防控方案-养殖场案例分享
主讲人：兴旺药业副董事长赵琳



肥猪价格不断飙涨，仔猪价格却停止不前  

真实的市场反应，对非瘟防控信心不足的  。

常见的非瘟防控方法 非瘟不是问题了吗？

1、生物防控

2、精准清除技术

3、白瓶苗

4、品种繁多的药物



兴旺非瘟防控方案应用案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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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大学任教多年
2003年参与创办兴旺药业。

自我介绍——兴旺药业副董事长赵琳



一、非瘟防控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养殖场基本情况概述

1、母猪最多时存栏4000头、自繁自养、

年出栏8万头。

2、母猪1600头，育肥猪存栏4000头左

右，后备母猪698头。

3、数据反应问题。



配怀舍已接近空栏

案例分享------合作前现场照片

每天淘汰猪只数量不等育肥猪每天死亡20多头



案例分享------合作前现场照片

典型出血斑 打针流血不止 粪便带血



这是客户第三次复养，又发病几个月了，每天都有不少病猪淘汰

三次复养总计损失接近2个亿

想尽各种办法：白瓶苗、中药、功能性饲料添加剂

可以预料：大概率结局是什么？

兴旺接手时，全场母猪、后备猪、育肥猪、保育猪合计5005头用药

2个月综合处置后，最终存活4190头

平均存活率达到83.7%



01 少量尝试

02 现场指导用药

03 远程指导用药

04 后期规划建议

合作过程



2、断奶阳性母猪：食欲下降严重，体温没有测

量，皮肤有点发红。我们告知场内人员用法用量，

由场内人员自己用药。

1、阳性育肥猪：体重70KG左右，用药前猪只

均有不同程度的食欲下降以及喘气的问题，体温

40.2-41摄氏度，部分猪只有皮肤发红的症状。由

我们用药。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少量尝试阶段



第一天用药 三天后初步恢复 用药7天后微信群直播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少量尝试阶段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少量尝试阶段

总体用药过程
批次 操作 用药时间 用药猪只（头） 用药方案

第一批 少量尝试 1月8——1月19 10头育肥猪 超紧急预防

第二批 现场指导用药 1月15——1月24 657头育肥、688头后备、50头经产 紧急预防

第三批 远程指导用药 1月18日——2月20日 1600头经产、2000头保育 紧急预防

猜一猜：1个月后，这些猪只转阴率是多少呢？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1月14日购药协议 1月15日药品达到场内



1月14日培训现场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分栏分群、分别用药
有症状，无食欲 直接淘汰

有症状，有食欲 超紧急预防

无症状，有食欲，受威胁 紧急预防

无症状，有食欲，本场无发病 常规预防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本方案是按猪只体重来给药，以下以1500KG体重猪的紧急预防用量来
举例。在使用时需根据实际体重调整。

1、紧急预防方案为基础方案，其他方案在此基础上做变动

上午:瘟毒统净300毫升+飞瘟2号300毫升+维动力75克+维康舒75克+葡
萄糖1包+诱食剂1包，兑水溶解以后加入1500KG猪只一顿所需饲料，
混合均匀后饲喂。

下午:飞瘟1号300毫升+维动力75克+维康舒75克+葡萄糖1包+诱食剂1
包，兑水溶解以后加入1500KG猪只一顿所需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2、超紧急方案

      将紧急预防方案中飞瘟1号、飞瘟2号、瘟毒统净、葡萄糖加倍使
用，一套同样用于1500KG体重。

3、常规预防方案

      即一套用于1500KG体重猪只的紧急预防方案，在常规预防时用于
2500KG体重猪只。



后备舍实地培训教学 兑药实操培训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1月24日用药结束
育肥猪 后备母猪+经产母猪

用药前存栏 657头 688头+50头

用药后存栏 545头 637头

死淘数 112头 101头

存活率 82.9% 86.3%

3月回访结果 猪群稳定 后备咳喘恢复良好，猪群稳定，正常配种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现场指导用药阶段



1月18日-2月20日陆续用药情况
母猪 保育猪

用药前存栏 1600 2000头左右

用药后存栏 1348 1650头左右

死淘数 252头 350头左右

存活率 84.25% 82.50%

3月回访结果 全部稳定，正常配种 大体稳定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远程指导用药阶段



1、3月初回访具体情况。除保育外，其他稳定。

2、保育4栋（35公斤）解决措施：移出至育肥舍，分栏分群、分别用药处理。

3、保育舍、产床的彻底洗消建议。后期保育与产床注意圈舍之间安置隔离木板。

4、猪场环境的彻底洗消建议，减少环境中病毒载量。

5、转阴后的日常预防方案制定，2-3月/次。

案例分享------合作过程---后续规划建议



案例分享------猜一猜·答案公布



案例分享------用药后现场照片

妊娠舍基本已经满栏

扩建在即



二、非瘟防控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阳性检出率低，拔牙成功靠运气

案例数据：  第一次检测  150头，只有13头阳性，

            第二次检测  117头，8头左右阳性，

检出率低可能是普遍问题：

新冠也有类似情况：

    3月9日，韩国大邱北区议会前议长感染新冠病毒去世。7日，其因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进行新冠

病毒检测，但结果呈阴性。2天后病情恶化不治身亡。过世后尸检报告却呈新冠病毒阳性。

   



案例分析------阳性检出率低，拔牙成功靠运气

非瘟病毒特点：潜伏期长、感染阈值低

隐形感染猪只的可能性很大，这里包括上面说的没有检测出来的、处于潜伏期的、没有临床症状的

猪只。

不稳定场拔牙后，一直不稳定，甚至清场的不在少数

稳定场也不一定是真稳定（案例）



疑问：都说中药可以防控非瘟，但实际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目前药物防控非瘟主要思路：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

案例分析------提高非特异免疫力防控效果有限

第一：营养保健品。例如：氨基酸、维生素

第二：提高免疫力的中药。  例如： 黄芪多糖、扶正解毒散     



筑高堤坝

预防原理：

使用此类预防药物之后，它们能提高猪只的非特异性免疫力

如增加黏膜免疫功能，增加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数量。

具体可以通过检测粘膜免疫抗体滴度、干扰素产生量、NK细

胞等指标的变化来进行评价。

这些指标的变化对非瘟防控确有意义。   

案例分析------提高非特异免疫力药物方案原理



sIgA（黏膜免疫抗体）提高40%

案例分析------非特异性免疫力可以提升多少？



最低感染病毒量与发病猪病毒量相差5~8个数量级，

理想是能把最低感染阈值提升10-100倍

能单纯依靠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解决？

口鼻感染最低病毒量 急性阶段病猪血液中的病毒量

101  HAD50/mL 106～109   HAD50/mL

案例分析------非洲猪瘟感染与发病的病毒量



1、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的原因

免疫力提高是有限的，所以这类方案能否发挥作用，一

个根本的的影响因素就是病毒量，病毒量大了，就防不

住，病毒量小，就有作用。

2、由于非瘟病毒会侵害免疫系统，如单纯增强免疫力，

猪只更容易出现 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的情况，即“炎症

风暴”， 猪只的发病进程将会更快，死亡率更高。
水涨堤溃

案例分析------单纯提高非特异免疫力容易出现的问题



       疾病

方案类型 新冠 非瘟

 功效原理 常见产品 识别方法 效果 常见产品 识别方法 效果

营养
保健
品

 

提高非特异

免疫力

鸡蛋、牛奶、

蛋白粉

提升人体的某

项指标如：免

疫球蛋白

有效，比如青壮年

少发，老年人相对

高发。

氨基酸、维生

素

提升猪体的某项指

标如：免疫球蛋白

有效，比如猪只的

整体健康度增加，

大多数疾病发生率

降低。

增免
产品

补气补血产

品

提升人体的某

项指标如：血

红素

效果有限：比如与

患者密切接触的医

生护士发病几率也

很高。

黄芪多糖、扶

正解毒散

提升猪体的某项指

标如：sIgA

效果有限：比如很

多拔牙场，由于环

境病毒载量太大，

大多都失败。

案例分析------对比新冠

不是中药防控非瘟效
果不理想

是以增强免疫力为目
标的防控方案效果不

理想 



案例分析------针对性的净化防控方案真正有效

上医治未病，不等于上医不能治已病。

                      案例：藿香正气液，解暑祛湿

中医是慢郎中，《黄帝内经》讲了许多急诊危重病的内容，《救急千

金方》、《肘后备急方》也都是急救典籍。 

                      案例：速效救心丸

疑问：中药增强抵抗力还行，但针对症状猪只能有效解决，甚至转阴，夸张了点！



就像癌症一样，癌细胞是难以根除

提高免疫力，能帮助抗癌，但效果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处理病灶，釜底抽薪，

把癌变部位切除，或者把癌细胞清

理掉。

案例分析------针对性的净化防控方案原理



案例分析------针对性的净化防控方案功效

案例数据可以推测：该方案协调机体，可以达到的病

毒净化量，是最低感染阈值的10万-100万倍

口鼻感染最低病毒量
急性阶段病猪血液中的病毒

量

101  HAD50/mL 106～109   HAD50/mL



兴旺防非方案
增加非特异性免疫

力方案
方案
名称

适用情况 药品总量 用药猪只
总重

用药疗程 预期效果 方案效果

普通
预防

目前猪场内没有
发病，威胁较小

飞瘟1号：10瓶；飞瘟2号：
10瓶；瘟毒统净：10瓶；飞
瘟毒清：4包；维动力：2包；

维康舒：2包

4000斤 用药10天。2-
3月使用一次。

基本不会发
生非瘟

有效，但如威胁增大，
发病概率增加

常规
预防

猪群稳定，猪群
受威胁较大时

飞瘟1号：30瓶；飞瘟2号：
30瓶；瘟毒统净：30瓶；维
动力：3包维康舒：3包；

5000斤 用药10天。2-
3月使用一次。

用药猪只存
活率接近

100%

极大可能发病

紧急
预防

不稳定场或打苗
后不稳定场拔牙

后

飞瘟1号：30瓶；飞瘟2号：

30瓶；瘟毒统净：30瓶；葡

萄糖：20包；维动力：3包；

维康舒：3包

 
 

3000斤

用药10-12天。 用药猪只存
活率80%以上。

延缓病情。过度增免
反而加快发病。

超紧
急预
防

有疑似症状，但
还有食欲的猪只

用药猪只存
活率60%-80%.

基本无效

案例分析------针对性的净化防控方案临床效果



案例分析------常规预防、普通预防防控方案，几乎是100%有效

治得好，才防得住：复养场，稳定场最大的威胁还是隐形感染猪只

针对性的净化防控方案，对于病毒量大的症状猪只，都能很好的解决，针对可能存在隐形带毒猪，

就更加轻松了。

净化病毒，增强抵抗力，自然就能确保接近100%的有效保护率。

各种方案，药品基本相同，就是根据不同的病毒量来匹配药物量。



案例分析------非瘟防控是群体辨证、综合防治的系统工程

辨证施治是中医中药的基本思想，

我们在应用中也发现，同样病，不同的症状

                    同样的病，不同的地域

                    同样的病，不同程度

按照中医三因制宜的原理，因时、因地、因猪，辨证施治，兴旺提出了群体辨证的思想，形成了基

础方+加减方的防控方案。



案例分析------非瘟防控是辨证施治、综合防治的系统工程

为了保障效果，结合药品实际情况，配套有详细的操作实施手册，对圈舍、分栏分群生物防控办法、

对药品使用办法等等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

案例中，我们在用药的第二阶段，就是在按手册对技术员和饲养员进行培训。

案例场实施小插曲

兴旺防控非瘟，提供的不仅仅是药品，而是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三、兴旺非瘟防控方案总结



方案特点------用药思路

改防御为进攻：

     以前的种种方法，增强抵抗力，生物防控，拔牙，都是在防御，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兴旺防控方案，净化猪只体内的病毒，化被动为主动。

可以处理的病毒量大：预测是最低阈值的10万倍。

用药周期短：

     不需要持续用，或者1-2个月用药，一次只用10天；

     夏天2个月净化一次，冬天3个月净化一次即可。



方案特点------用药后效果

成活率高：

    症状猪只存活60-80%；不稳定场拔牙后，有80%以上存活；复养、稳定场，接近

     百分之百存活率。                                   

见效快：3-5天症状改善，7-10天后，无新增死亡；

         不稳定场，也是用药10-12天，无新增死亡

效果稳定：除了存活率，很多朋友更关心，存活能管多久。

          我们所谓的存活是指检测呈阴性的存活，不存在反弹的问题。

                         （识别方法）



方案特点------用药安全

药品成分：纯中药，无违禁品；    

大量的应用案例：去年7月推出，历时一年，应用案例近3千例，安全性得到有效验

证。各阶段猪只均适用，无不良反应。比如：母猪无论是否打过苗，对繁殖性能无

影响，对仔猪存活无影响

系统解决方案：辨证施治、综合防治的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靠谱：



兴旺实验一
场

兴旺实验二场

兴旺实验三场

兴旺蒲江生产基地

兴旺成都市中心办公区

兴旺物流发货中心

兴旺是一家集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兽药企业



07年兴旺凭借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获得

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兴旺不仅率先通过了农业部兽药GMP认证，更凭借规范的管理模式、先
进的经营理念曾荣获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此外，兴旺还
密切与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成都中医药
大学等高等科研院校合作，先后建立了“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工作站”、
“四川农大兴旺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

因品质而兴，因服务而旺，对症对药，全天守候！



方案特点------特别提醒

养殖场用药基本原则是，防大于治的，一旦发病，猪只的损失，药品成本，都是不

小的开支。

我们讲的案例能对症状猪只，进行处理，只是想告诉您，这个方案净化病毒的效果。

稳定的时候，复养的时候，是最好做预防的时机，马上进入夏季，更加需要注意。



合作交流模式介绍

共同的期待：稳定场一直稳定；不稳定场，10-12天稳定   非瘟不是问题了

过去：类似的会议，非瘟防控的方法听过很多，实践过也不少。也受过不少伤

今天：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VS   想说爱你不容易

回顾案例给予的启示 

              他曾经经历过什么？

              他相信吗？

              他怎么做的？

                              不肯定，不否定，你做给我看，给予双方机会



合作交流模式介绍------养殖场

1、先选少量猪只尝试

    最明显的方法是用药前检测CT值，现在您不用等二十几天，

用药结束就可以马上检测CT值，您会看到明显的净化效果。

2、群体尝试或全场使用

    为猪业科学本次会议，提供了2个规模场免费少量试用名额，

特别邀请猪业科学一起筛选和监督使用效果。养殖场信息可以不

公开。
扫一扫   联系我



合作交流模式介绍------代理商

1、先找1-2个养殖场用药，看到效果。

2、再推广。

扫一扫   联系我



合作交流模式介绍------专家

大学的教授，畜科所等研究机构的专家，我们也有不

少交流合作。

比如：一起设计严谨的科学实验，一起验证实验效果。

如果您有兴趣，也欢迎联系我们，期待得到您的指导。
扫一扫   联系我



高猪价时代，

彻底解决非瘟问题，就能化危为机！

感谢您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提

供些参考！ 扫一扫   联系我



谢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