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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归纳大量国内外试验研究结 

果的基础上，对那西肽这一日前最新的饲用抗生 

素和饲料添加刺换代新产品从理化特性、作用机 

制、饲用特点、养殖业中的使用方法和效果、市场 

需求及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扼要的分 

关键词 饲用抗生素 新产品 那西肽 特 

点 应用 

那西肽是饲用抗生素家族中的一个新成员， 

其英文名称为Nosiheptide，是国外于8O年代末 

开发的新型非吸收型饲用抗生素，用于猪、鸡、 

鱼、虾的喂养，主要作用是刺激生长，是目前最新 

的饲用抗生素和饲料添加剂。 

那西肽的结构与理化特性 

那西肽是一种含硫多肽类抗生索，黄绿色， 

呈粉末状或细针状结晶，不溶于水。 

那西肽的生产方法 

最初那西肽是用微生物培养方法生产的，现 

已能够用化学方法进行合成。 

那西肽的作用机制 

那西肽能阻碍细菌的蛋白质合成，低浓度时 

抑菌，高浓度时杀菌。它通过阻抑有害细菌的生 

长 (但对肠道内一些有助消化的细菌无抑制作 

用)，使肠道管壁吸收机能正常，因而促进了动物生长， 

提高了饲料利用率。 

那西肽作为饲料添加剂具有的特点 

l 有明显的促进动物生长和改善饲料利用率的效果。 

2 用量低 鸡为2．50—5mg／kg，猪为2．50 20mg／kg， 

肉鸭为l—1．25 mg／kg就能明显促进生长。 

3 抗菌性能好 那西肽主要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生 

长，对革兰氏阳性菌特别是葡萄球菌、枯草杆菌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因此在饲料中添加那西肽可以提高动物 

的抗病能力。 

4 应用安全 那西肽对猪、鸡和鱼类的安全性都极 

高 

4．1 那西肽属于非吸收型饲料添加剂，摄食的那西肽 

基本 参与代谢，而从粪中排出。因此，那西肽基本．卜 

不被肠道吸收，在动物脏器和组织中基本不残留。对动 

物特别对人是安全的，属于绿色饲料添加剂。 

畜禽养殖 

4．2 不产生耐药性 与其他抗生素也不产生交 

叉耐药性。 

4-3 毒性极低 用含那西肽 6 000 mg／kg的饲 

料饲喂大鼠3个月，没有发现蓄积毒性、基因损 

伤，也末致仔鼠畸形。 

4．4 那西肽对皮肤和眼黏膜均无刺激性，在饲料 

配制和使用时十分安全。 

5 利于环保 动物粪中排出的那西肽仍然有抗 

菌活性，在猪粪和鸡粪中其半衰期分别为1个月 

和 20d左右。用含有那西肽的猪粪和鸡粪施肥， 

从收获的农产品中均未检测到那西肽的残留。因 

此，可以认为那西肽对环境的影响极小，属于环保 

型饲料添加剂。 

那西肽在畜牧上的应用 

1 在猪上的应用效果 在每千克饲料中添加 

5一lOmg的那西肽，仔猪增重可提高 10％以上二，料 

重比可下降5％以上。在2．50—20mg／kg的添加范 

围内，添加那西肽均能提高猪的采食量和日增重， 

明显促进仔猪和生长猪的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 

另外能有效防治仔猪坏死性肠炎，抑制仔猪腹泻， 

提高仔猪存活率，特别对于断奶后4周内的仔猪 

效果尤为显著。添加那西肽与添加杆菌肽锌、维吉 

尼亚霉素(商品名为速大肥)、阿美拉霉素(商品名为效 

美素)等抗生素相比，促生长效果最优，饲料成本最低。 

2 在内仔鸡上的应用效果 在每千克饲料中添加 

2．50—5mg的那两肽，能明显促进雏鸡的生长和提高饲 

料效率，肉仔鸡增再叮提高4％一6％，料重比可下降 

7％～10％，并能有效防治鸡坏死性肠炎，提高雏鸡成 

活率。添加邪西肽与添加杆菌肽锌、阿美拉霉素等抗生 

素相比，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好。 

3 那西肽在内鸭饲料中的应用效果 在每千克饲料 

中添加 1～1．25rag的那西肽，能明显促进肉鸭的生长 

和提高饲料效率，肉鸭增重可提高5％以上，并能有效 

预防鸭只水便。添加那西肽与添加金霉索和硫酸抗敌 

素相比，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更高，经济效益更好。 

那西肽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 

在每干克饲料中添加 0+50～Img的那西肽，能促 

进罗非鱼的生长。在每千克饲料中添加 1，25mg的那西 

免疫档案管理制度和疫情报告制度。 

3．2 健_牟=完善动物防疫体系。省市畜 

牧部门是动物防疫工作的宏观管理 

和指导者，县(区)级及其以下畜牧兽 

医机构是动物防疫工作的具体实施 

者，工作量大面宽。任务艰巨。因此， 
一 定要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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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县( )、乡、村二级动物防 

疫体系，不断提高动物疫病的综合防 

控能力。特别要高度重视乡镇动物防 

疫机构建设 ，充实乡镇站技术力量， 

保证经费。稳定队伍。 

33 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畜产品安 

全。加强畜禽良种、兽药、饲料等市 

场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健全 

执法监督体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严禁病死畜禽 

及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销售。要加 

强兽药、饲料和添加剂的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制售似劣兽药和饲料的违 

法行为，确保畜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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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规模化猪场疫病流行情况和防疫 

方面存在的问题、缺陷，利用现代齐猪在疾病控制中应 

该充分体现的新理念和系统论的观点．提 出在饲料营 

养、消毒、环境处理、动物免疫、福利保健 、治疗、实验室 

检测、重大事件应急处理等九个方面密切配合，构建有 

效的防疫体系 

关键词 规模化猪场 构建 系统 疽病防疫体系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养猪业表现 

尤为突出。良种改良和推广，市场的逐步完善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使得人们对食品的安 

伞倍加关注，养殖业生产模式由过去的农户小规模向 

大型的、集约的1一厂化生产模式转变。但是，随之而来 

的却是疾病的困扰．．1 厂化养殖由于人为的创造环境。 

饲养密度的加大、营养的限制、引种的频繁、防疫体系 

的缺失等使得许多规模化养殖场疾病层出不断，效益 

低下甚至倒闭。同时也由于大量使用抗生素等，造成药 

物残留，使得肉品安全成了一个丰要问题。笔者依据近 

年来疾病发展的态势，结合本人生产实际中的亲身体 

会，就规模化猪场如何有效建’ 防疫体系浅谈一些看 

法，以资同f 商讨。 

1 规模化猪场当前疫病流行特点及防疫中存在的问 

题和缺陷 

规模化猪场目前猪病流行表现}fJ许多新趋势和特 

点，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 1 病原混合感染使得疾病临床表现复杂而不再单一 

化 多因子病毒和细菌混合感染使得临床表现症状没 

有诊断特异性，继发感染和协同感染使得诊断在没有 

实验室协同分离的情况下困难重重，经验兽医已很难 

对病原定论。如今年在全国南方地区流行的无名高热 

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目前国内这种混合病原性病种 

主要有猪断奶后全身f肖瘦综合症、萎缩性鼻炎、喘气 

病、弓形体病等。 

1 2 隐性感染带毒增加，症状非典型化 如非典型性 

猪瘟、猪肺疫等，这主要是由于抗菌素等的长期使用， 

疫苗质量以及使用不当等因素造成 

1．3 发病年龄提前或延后，如仔猪缸痢、魏民梭菌病等 

1．4 烈性传染病暴发周期缩短，出现不可预测性 ，同时 

潜伏期加长．表现为没有规律性 新的疾病不断增加 

出现 ，从过去的地方性流行到现在的四丽开花式流行。 

典犁的如口蹄疫南过去的 10a流行到后来 5a、3a流行 

到现在的无规律性，潜伏期也由过去的 1 2d表现为现 

在的更长，流行趋势也是型号各异、来源都无法分析。 

1．5 规模化猪场呼吸道疾病和繁殖系统疾病已成为最大的 

心头之患 如圆环病毒、喘气病、伪狂犬、监耳病链球菌、胸 

膜肺炎等已经在多数场子出现并呈混合感染之势。 

而对以_【二这种疾病流行的新趋势，当前一 规模 

化猪场由于在体制运行、生产管理、防疫措施和技术等 

方面存在滞后、信息不灵、行业缺乏沟通以及对疾病缺 

乏有效的监控手段等闲素，使得疾病频繁出现而无法 

有效控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分析之，主要在防疫 

中存在以下缺陷和问题： 

1．5．1 缺乏防范意识，对引种时引入的后备猪没有进 

行彻底隔离观察和有效的病原检测就直接进入生产区 

投入生产。这个问题在许多猪场实际}fI现，有的猪场就 

根本没有隔离设施或有也没有得以应用，多数猪场引 

种更谈不 f 进行病原的检测。有些猪场由于没有完整 

的后备猪舍，把引进的后备猪和育肥猪放在一起饲养， 

这样引入的后备猪如果自身带毒或者在运输过程感染 

带毒进入猪场，那么疾病的发生迟早是必然。 

1 5．2 缺乏超前防控意识，对后备、初产母猪发生的疾 

病持续感染重视不够。一些猪场虽然没有大规模繁殖 

障碍疾病出现(如：蓝耳 、伪狂犬、圃环等)，但是散发性 

持续不断，由于没有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所以没有受到 

足够重视。没有及时对猪群进行有效净化，使得新引入 

的后备猪在发生持续感染后向外排毒，成为一个有效 

的帮手，从而使得疾病无法根除 ． 

肽，能显著降低饵料系数，促进鲈鱼的生长，鲈鱼}j增莆 

可提高7％以上。在每千克饲料中添加2～2,50rag的那 

西肽，能显著降低饵料系数，促进南美白对虾的生长．． 

那西肽的应用前景 

那西肽已被列入欧洲药典、日本饲料安全法，在欧 

共体、日本、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允许使用那西肽。我国 

在八五期间对其进行了研制开发，于 】998年批准为 

家三类新兽药，2001年，农业部将那西肽列为可在饲料 

中长时间添加使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剂，2002年，用于畜 

禽和水产的那西肽预混剂系列产品开发成功，于 2OO3 

年大批量投放市场。El前，那西肽已被我国广东、广西、 

四川等近2O个省(区)广泛应用于畜禽及水产饲料中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那西肽作为一种新型的饲料添加剂不但能促进畜禽 

生长，提高饲料效率，而且_还具有不易产牛耐药性、尤残留、 

对环境影响小、对人畜安全等特 ，这些特点完全符合 ．̂们 

对饲料添加刺高效、绿色和环保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饲用抗生索换代品。它不仅能应用于畜禽业而且还能应川 

于水产业，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西肽在国内 

的市场是巨大的。必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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