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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龙通讯
 

本期要目: 饲用微生态制剂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猪传染病发生原因的探讨  

无抗生素饲料对猪的营养管理            微生态产品简介 
 

  饲用微生态制剂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饲用抗生素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畜禽生产水平，其促

生长机理和促生长效果已被共知，在过去 50 多年的使用

历史中，对我国养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抗生素

引发的负面效应已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使用抗生素

易产生耐药性，导致饲料用药及治疗用药量提高，可选

的药物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养殖地不能再养殖；抗生

素的使用使机体抵抗力下降，易发各种细菌性及病毒性

疾病；超量使用抗生素，造成动物生产能力下降。饲用

抗生素残留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诸如：致敏作用、肠

道耐药菌株增加、改变肠道菌株的代谢活性、动物病原

耐药菌的基因传给人类引发人类病原性细菌的耐药性增

加。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禁用抗生素。1986 年，

瑞典首先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随后禁止在饲料中使用

抗生素的国家有丹麦、德国和芬兰，到 2005 年底，仅留

下的四种抗生素也被欧盟全部禁止使用。我国是一个畜

牧业生产大国，畜牧业生产也将必须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近几年来，抗菌药株的比率不断增加，医治细菌传染性

疾病的难度越来越大（佟建民等，2006），人们对饲用抗

生素的反对意识越发强烈，因此，饲用抗生素在我国的

应用也必将受到限制。 
1 替代抗生素的绿色环保饲用微生态制剂 

微生态制剂是一种含有大量有益菌及其代谢产物和

生长促进因子、具有维持肠道微生物平衡、提高机体健

康水平的活菌制剂。微生态制剂产生作用的主要机制是：

活菌制剂进入肠道后，形成优势菌群，与有害菌争夺氧、

附着位点和营养素，竞争性的抑制有害菌的生长，从而

调节胃肠道微生物区系平衡；通过微生物代谢产生有机

酸，降低肠道内的 pH 值，杀灭不耐酸的有害菌；产生

溶菌酶、过氧化氢等物质，杀灭潜在的病原菌；产生代

谢物，抑制肠内氨和胺的产生；分泌各种消化酶，有利

于养分分解；合成氨基酸、B 族维生素和未知促生长因

子等物质；直接刺激肠道免疫细胞而增加局部免疫抗体，

增强机体抗病力。微生态制剂具有无毒副作用、无耐药

性、无残留、效果显著等诸多优点，作为抗生素替代品

是包括酸制剂在内的其它产品无从比拟的。目前，美国、

日本及诸多欧盟成员国都在大量使用益生菌，我国微生

态制剂应用前景广阔，今年的需求量预计达 40000 吨。

如何正确使用微生态制剂则成为是否能起到绿色环保作

用的关键。 
2 饲用微生态制剂概况 
2.1 微生态制剂的要求 

微生态制剂应具备以下条件：（1）菌种在分类学上

为安全性菌株，无病原性、无毒性、无毒副作用，不与

病原微生物产生杂交种，对机体无害；（2）体内外繁殖

速度快，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3）能在低 pH 的胃酸、

有机酸及胆汁的环境中存活，抗逆性强，肠粘膜附着性

能优秀；（4）能产生乳酸、过氧化氢，对有害微生物的

抑制能力强；（5）生产、加工、保藏容易，存活率高，

稳定性好；（6）具有明确的效果，能促进动物的生长发

育，预防疾病，抑制有害气体释放，减少圈舍内蚊蝇等。 
2.2 饲用微生态制剂菌种的种类及特点 
2.2.1 饲用微生物种类。美国 FDA(1989)规定允许饲喂的

微生物有 43 种，其中乳酸菌 28 种(包括乳酸杆菌 12 种、

双歧杆菌 6 种、链球菌 6 种、片球菌 3 种、明串球菌 1
种)，芽孢杆菌 5 种，拟杆菌 4 种，曲霉菌 2 种，酵母菌

2 种等。我国农业部 2010 年公布可用于饲料微生物添加

剂的有 34 种：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粪链球菌、屎

链球菌、乳酸片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纳豆芽孢杆菌、

嗜酸乳杆菌、乳链球菌、啤酒酵母、产阮假丝酵母、沼

泽红假单孢菌。但在实际中真正用于配合饲料的活体微

生物菌群较少，主要是乳酸杆菌(以嗜酸乳酸杆菌为主)、
粪链球菌、芽孢杆菌、双歧杆菌、仙人山属菌及酵母菌。

其中酵母菌和乳酸菌是应用 多的微生物添加剂。 
2.2.2 微生态菌种特点。单一菌种制剂根据菌种的不同，

主要分为 4 种：①乳酸菌制剂：乳酸菌是能够分解碳水

化合物并产生乳酸（分 L-型和 D-型，其中 D-型乳酸不

能被利用）为主要代谢产物的革兰氏阳性菌，厌氧或兼

性厌氧生长，在肠道内繁殖一代需 50min 以上；不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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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抗生素饲料对猪的营养管理 

营养管理的含义包括氨基酸、能量、微量元素和维

生素水平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此外还需要

理解纤维素作为前生命物质的非传统用途，前营养物质

的使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无抗生素时，营养管理更需要顾问设计出更经济

的营养配方来帮助机体抵抗疾病，这些配方集中在以下

几点：①增强先天免疫系统；②建立有益的微生物菌群；

③促进有益微生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及饲料成分；④阻断

病菌结合或粘附饲料的有机物；⑤维持细胞完整性的饲

料成分和营养物。在无抗生素生长因子存在时，应重新

评价生长各阶段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和蛋白质、能量需

求及其来源、矿物质、维生素的添加量、日粮中纤维的

价值。目前的这些营养需求是在含有治疗量或亚治疗量

的抗生素的日粮中推断出来的。  
1 蛋白质  
一般认为，蛋白质吸收与机体蛋白合成呈正相关，

机体蛋白质合成增加主要出现在肌肉和肝脏中。然而，

蛋白质的吸入似乎对肠道的蛋白质合成率影响不大。在

日粮中添加非淀粉多糖(NSP)将使家禽的小肠和大肠增

重 4%，相比之下，在日粮中添加酶降低其粘性，将使小

肠减轻 18%(Simon，2001)。肠道增重使得胃肠道合成增

加，因此，每天吸收的蛋白质就增加。所以，对于以谷

-大豆为基础的日粮，必须重新调整营养蛋白和氨基酸的

需求量，这与饲喂添加了非淀粉多糖日粮的猪肠道重量

增加相一致。  
除重新调整胃肠道组织生长、维持氨基酸需求量外，

还需注意氨基酸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苏氨酸对肉用仔鸡

的免疫功能是必需的，所以 Kidd(2000)报道苏氨酸是鸡

γ-球蛋白的一个重要成分，γ-球蛋白在免疫球蛋白中的含

量很高。因此，在无抗微生物因子的计划中，苏氨酸的

需求量要根据抗体产生要求来决定。Kidd (2000)引证了

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小鸡的，另一篇是关于猪的。这

两篇论文中，产生抗体所需的苏氨酸比机体生长需求量

要大。因此，目前苏氨酸的需求，是根据含有抗生素的

“正常”日粮来决定的，作为反应标准的饲料吸收、转

化、机体组成也是以这种日粮为基础，所以低估了猪对

苏氨酸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对小肠的生长有关键作用的一个氨基

酸也很少受到重视，这个氨基酸就是谷氨酸或衍生物。

Reeds等(2000)报道日粮中 95%的谷氨酸盐被粘膜吸收，

其中有一半的谷氨酸盐完全代谢成二氧化碳，这仅相当

于 5%的葡萄糖完全被利用。Pierzynowski等(2001)报道

了补充 1%的谷氨酰胺能防止仔猪断奶后出现缺乏营养

性虚脱或萎缩，饲料的转化率可提高 25%。肠绒毛萎缩

的减少可能是因为日粮中的谷氨酰胺提供了更多的能量

给上皮细胞。饲料转化率的提高可能是与营养物吸收增

加有关，因为绒毛长度增加了加深和肠腺窝的接触

(Borolla，2000)或者是因为谷氨酰胺满足了猪净能量需

求的一部分。这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小肠提供的能量只

占每天净能量需求的 6%。  
2 能量  

尽管日粮能量增加通常与吸收率和转化率有关，但

是能量对猪发病率、死亡率的影响还没有很好的定性。

我们已经做了两个试验：当日粮能量密度增加时，极度

消瘦基因型猪的发病率、死亡率从 12.4%下降到 5.9%。

在另一个独立的试验中，日粮能量密度增加时，阉猪的

发病率、死亡率下降 47%，小母猪发病率、死亡率下降

33%，有必要进一步评价无抗生素日粮中能量增加的经

济意义。  
已证实，必需脂肪亚油酸和亚麻酸尽管会转化成花

生四烯酸或二十碳二烯酸，但对免疫功能有着重要的作

用。这些脂肪酸以前列腺素和白细胞三烯的形式对免疫

系统起作用。此外，必需脂肪酸对所有生物膜的磷脂也

有作用(McDowell，2000)。日粮中脂肪酸的比例似乎也

很重要。一个更低的 omega6：omega3 比例脂肪酸是比

较理想的。 omega3 脂肪酸对免疫的作用已经报道了

(Pike，2000)。与蔬菜相比，鱼油是一个更高效的二十碳

二烯酸来源。鱼油在各个物种中的反应几乎一致。  
3 微量元素  
许多微量元素如铜、锌、铯、铬对动物有重要作用。

这些微量元素的作用如下：①细胞膜的组成部分；②酶

的催化剂，这些酶能够除去自由基和反应氧的代谢产物，

对维持器官的上皮组织有重要作用，或者涉及激素分泌

的酶催化剂，能刺激上皮细胞的生长(Ziinpro，2000)。
在缺少微量元素的情况下，微量元素对动物特性的作用

就更明显了。Caine 等(2001)报道：从怀孕 80 天开始用

氨基酸螯合物饲喂母猪，其断奶仔猪空肠肠绒毛、肠腺

窝比例更高，整个小肠内皮上层的淋巴细胞数量也更高。

这些结果证实，猪胎儿期增加微量元素有重要作用，此

外这些结果也证实了补充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和肠道形

态形成有积极作用，甚至在足够微量元素的情况下在补

充微量元素也有重要作用。微量元素除了无机源之外，

微量元素复合物、蛋白质和螯合物也能从生物中取得，

所以对上述观点还存在一些争论。 近 Cao 等(2000)用 8
种有机来源的锌与试验硫酸锌作了比较，在他的试验中，

与试剂硫酸锌相比，鸡、羔羊只有一个来源的锌-锌的蛋

白盐相当有更多的从生物中获得。有机来源的微量元素

被认为是经过肽或氨基酸途径而被吸收的，而不是经无

机物吸收机制而吸收的(Close，1998)，因此可将拮抗作

用减到 小，Cao 等试验强调了微量元素的可变性。  
4 维生素  
多种维生素缺少时可导致黏膜防御的第一道防线-

上皮组织的完整性受到损害。许多维生素对免疫系统有

重要影响。Mc Dowell(2000)报道了不同维生素对免疫功

能的影响，如β-胡萝卜素、叶酸、泛酸、VA、VC、VD、

VE、B、VB6。  
VA 对维持呼吸道、胃肠道和肾上腺功能有重要作

用。视黄酸直接影响 T-淋巴细胞对抗原的反应，除 T-淋
巴细胞反应受到影响外，巨嗜细胞和嗜中性白细胞的吞

噬反应、粘膜表面的免疫球蛋白的分泌也受到 VA 水平

的影响。由此可见，补充 VA 对免疫功能的重要性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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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病发生原因的探讨   
  

猪只的疾病主要来自体内及体外两个部分，体内就

包含应激、霉菌毒素、及滥用药物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而免疫力低下是当今疾病不断频繁发生的根源。在体外

则包含环境污染、病原浓度高及烈性病原传播速度快（如

口蹄疫）等因素，要彻底解决猪病问题在内提升免疫力，

在外做好消毒的工作。 
免疫系统是由免疫器官(骨髓、胸腺及淋巴结等)、

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血小板等)及免疫分子

(补体及免疫球蛋白等)共同组成，各具有独特巧妙的功

能。免疫系统不是存在于体内某个特定部位或器官，而

是分布于体内各个器官系统中共同协作组成，具有高度

合作的防御、抵抗、消灭入侵病原体的功能，并具有清

理、修复组织功能，是一个精密且奥妙的防卫系统。 
但是，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猪的免疫功能受损，

抗病能力下降，也使疫苗免疫失败，起不到应有的保护

作用。 
一、防不胜防的应激： 

断奶、断尾、剪牙、抓猪、限位栏、气候突变、突

然换料、饲料品质差、免疫接种、转圈并群等一系列因

素可以引起猪群强烈的应激，应激引起动物肠道菌群失

调，免疫功能下降，引起免疫失败，这是造成传染病发

生的重要诱因，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应激的危害性，加

强饲养管理，减少应激的发生。 
二、无所不在的病原： 

由于环境污染、饲养密度加大、病畜处理不当等因

素造成圈舍内外充斥着大量的病原，猪完全被暴露在易

感环境中，染病风险增大。为此，养殖户大量使用抗菌

素进行长期保健。但是，抗生素只作用于细菌，对病毒

完全无用。另外，抗生素有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使猪

的抗病力下降，接着就需要更多的抗生素来保障猪的健

康，进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一旦出现烈性病毒感染，

猪就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就大面积发病，死亡。有限的

抗体面对的是无限的抗原，怎么样才能保证猪群的健

康？ 
三、漏洞百出的免疫： 

疫苗免疫是控制疾病流行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万

能的救世主。大量的疫苗免疫给猪的健康同时带来很很

大影响，除了免疫时的应激外，对猪的正常免疫机能过

度干扰，造成免疫紊乱。通过疫苗免疫，让机体产生免

疫记忆只是在机体免疫系统正常的时候才可以达到，一

旦机体受疾病或其它因素导致免疫抑制，暂时性或持久

性免疫应答紊乱，疫苗免疫不但不会产生免疫记忆，而

且还会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疫苗质量不过关或采用弱

毒苗免疫时，可以直接导致猪的发病。我们的免疫程序

是否合理？疫苗的剂量是否超量？疫苗注射后能否提供

足够的抗体保护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四、粗放的饲养管理： 

品种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随着大范围的引种和

常温人工受精技术的推广，许多养殖户的品种已经能和

国际接轨，但是越是优秀的品种对环境、饲料、管理方

式的要求越高。然而我们的饲养管理方式并没有和优秀

品种的要求衔接，依然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管理方式上，

猪舍环境卫生差、应激多；饲料营养浓度不够，管理不

到位，这样的饲养管理方式既发挥不出优秀品种的生长

潜能，又使猪处于亚健康状态，为猪病的爆发埋下了伏

笔。 
随着养殖集约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猪病会越来越

多，越来越难治，我们更应该细化管理，善待猪只，让

猪真正成为我们财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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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  

缺少泛酸的动物，抗体形成减少和上皮受损，包括

皮肤、胃肠道、呼吸系统，这些损伤将损害免疫系统防

御的第一道防线。缺少叶酸将导致对抗原的免疫反应减

弱和 T-淋巴细胞的胚形转化反应减弱。  
已证实奶牛中胡萝卜素能通过淋巴细胞增强胚形转

化反应，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毒素，通过巨噬细胞

增加细胞活数的产生，影响巨核嗜中性白细胞和淋巴细

胞的功能。此外，胡萝卜素还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  
VB6，通常是指吡哆醇，通过必需脂肪酸代谢来影

响免疫系统，而必需脂肪酸对前列腺的合成是很重要的。

VB6 也影响抗体形成，淋巴细胞数目下降，T 细胞和 B
细胞功能减弱，白细胞介素减少都与吡哆醇的缺乏有关。

吡哆醇缺乏将导致 5-磷酸吡哆醇减少，而后者是免疫细

胞形成的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Lekem，1990)。  
VC 对提高免疫力有多方面的作用，包括促进上皮

层中成胶的形成和用作抗氧化剂。除为直接抗氧化剂起

作用外，VC 对白细胞和抗体的形成、干扰素的产生和

嗜中性白细胞的功能都有刺激作用。这些作用对保护许

多组织不被细菌和病毒感染是很重要的。在紧张时还能

降低糖皮质激素水平，所以可缓解运输过程中的应激反

应。VC 对糖皮质激素的影响被认为可以减少小家禽在

热应激中的死亡率。  
VD 作为激素也许能保护动物免于疾病，据报道添

加 VD 能增加淋巴细胞的数量；另外报道也能促进皮肤

细胞的增长。因此，增加 VD 的含量对预防疾病传播是

必要的。  
在所有对免疫系统有直接影响的维生素中 VE 研究

得 多，了解得也 透彻。VE 的基本作用是抗氧化剂，

防止细胞接触对细胞膜磷脂有危害的反应氧和自由基。

除作为抗氧化剂外，VE 也涉及了磷脂的合成，加强了巨

噬细胞和嗜中性白细胞的吞噬活性。据报道 VE 对抗体

产生及降低糖皮质激素水平也有作用。  
显然维生素对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像矿物质一样，当

它们缺乏时，它们的作用 明显。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更好的阐述在无抗生素的情况下动物 适特性的维生素

添加量。(未完待续见下期) 

 3
 

http://www.ixumu.com/forum-97-1.html


上接第 1 页 
温，经 80℃处理 5min，损失 70％～80％；耐酸，在 pH
为 3.0-4.5 时仍可生长，对胃中的酸性环境有一定的耐受

性；活菌体内和代谢产物中含有较高的过氧化物歧化酶

(SOD)，能增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目前主要应用的

有嗜酸乳杆菌、双歧乳杆菌和粪链球菌，抑制病菌的能

力、刺激有益菌生长的能力以及稳定性较差，多用于哺

乳和断奶期动物。双歧杆菌制剂属植物形态型培养物，

能产生少量 L-型乳酸和乙酸，合成维生素等；能促进消

化、提高抗感染能力；但稳定性较低，肠道内繁殖速度

较慢，繁殖一代需 1h 以上；多用于预防肠道内细菌产生

毒性氨。乳酸链球菌制剂在消化道中发布广泛，对温度、

胆盐有较强的耐受力，分泌多量的 L-乳酸、其他短链脂

肪酸和类杀菌素，可刺激非特异性免疫系统产生大肠杆

菌干扰素；具有抑制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和帮助消

化的能力；但有些链球菌是病原菌，选种要求高，在消

化道上皮细胞的定植能力也弱。②芽孢杆菌制剂：芽孢

杆菌是严格需氧芽孢杆菌中的非致病菌，是以内孢子的

形式零星存在于动物肠道的微生物群落；耐胃酸、耐高

温、耐挤压；在肠道中消耗大量的氧气而有利于有益菌

的生长，有效减少消化道和粪便中的大肠杆菌数，可产

生大量的蛋白酶和淀粉酶；目前主要应用的有地衣芽孢

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东洋芽孢杆菌等，

在使用时多制成该菌休眠状态的活菌制剂，或与乳酸菌

混合使用，广泛应用与猪、鸡、反刍动物。③酵母菌类

制剂：酵母菌非肠道内在菌，酵母细胞富含蛋白质、核

酸、维生素和多种酶，具有增强动物免疫力、增加饲料

适口性、加强消化吸收等功能，并可提高动物对磷的利

用 率 。 ④ 光 合 细 菌 制 剂 ： 光 合 细 菌 制 剂 (photo 
syntheticbacteria, PSB) 是一类有光合作用能力的异养微

生物，主要利用小分子有机物合成自身生长繁殖所需要

的各种养分；富含优于酵母菌所分泌的蛋白质、B 族维

生素、辅酶 Q、抗活性病毒因子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及

类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等天然色素；具除粪臭、促生长、

抗病、改善畜禽产品品质等作用。 
3 饲用微生态制剂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饲用微生态制剂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但

是在我国由于使用不规范，致使应用效果不明显，作用

或正或负，给养殖户普遍留下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种：（1）菌种经过反复扩培，逐渐失去优

良特性。我国微生物技术尚不及德国、美国、日本、韩

国，缺少源头性研究，菌种多数是引自上述国家，经多

次传代，仍用于饲料中。（2）饲用微生态制剂菌种单一，

或由少数几种菌组成，缺少配伍研究。（3）菌种针对性

不强，常用一种动物的机体常在菌产品应用于不同动物。

（4）菌株的剂量与浓度不够，产品中必须含有相当数量

的活菌数才能达到效果。瑞典规定乳酸菌制剂活菌数要

达到 2×1011/g；我国在正式批准生产的制剂中, 对含菌数

量和用量也有规定，如：芽孢杆菌含量≥5×108/g。（5）
添加量不够，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6）饲料加工、贮

存和运输中，菌株活性下降；活菌进入消化道后，多数

不易耐受胃酸、胆酸的作用，难有足够的数量到达肠道

或定居肠道发挥作用，在与肠道内寄生的微生物竞争中

难以获得优势地位，不能很好起到抑制有害菌的作用。

（7）微生态制剂应用缺少针对性，较少考虑作用对象、

使用目的与使用环境，如：反刍动物一般选用真菌类益

生素；促进仔猪生长发育、提高日增重和饲料报酬则应

选用双歧杆菌等菌株；用于改善养殖环境的主要是光合

细菌、硝化细菌；芽孢杆菌微生态制剂在防病促生长方

面体现一定效果。（8）片面夸大微生态制剂的作用，微

生态制剂但仍不能完全与抗生素抗衡。（9）与抗生素的

使用有关。 
4 饲用微生态制剂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虽然微生态制剂的研究和应用均有了长足

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未来，微生态制剂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1）更多的研究应集中在不同宿主常在菌

的分离以及多种菌株的配伍上，多菌复合微生态制剂将

是研究的重点，体现协同、叠加与附加值效应。（2）研

究菌株含量与使用效果的关系。（3）从肠衣包被等来增

加菌株的稳定性，保持菌株到达肠道的有效数量和活力，

包括在饲料中的稳定性、耐酸性、耐胆汁性等；事实上，

以有限的添加量很难获得明显的效果，因为很难通过胃

而在肠道内定居。（4）我国的动物养殖业呈现小而多的

特殊现象，绝大多数养殖户对产品的认知首先考虑的因

素是饲养成本是否会增加？其次是产品质量是否可靠？

第三是使用是否方便？（5）综合肠道微生物作用的 佳

条件，从环境温度、配合饲料组成、畜禽生长阶段、健

康状况等方面综合研究，生产出有针对性的专用益生菌

制剂。（6）朝着大剂量或/和湿基状态的微生态制剂应用

方向发展。（7）对微生态制剂的安全性作更加严格的研

究和把关。（8）大力开展与推广使用替代抗生素的绿色

环保型微生态制剂，真正实现无抗畜禽产品的生产，确

保人类健康。■ 
    

微生态产品简介 
山东高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龙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建有完善的自主研发机构，有一流发酵生产设

备，筛选出了若干种功能性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菌种，开发出了的新一代微生态制剂，包括：利根 1 号、

益多康宝、益多禽乐、利康源等几大系列近几十种产品，产品设计注重菌种的科学组合和针对具体情况的功能性应

用。产品剂型只要有粉剂和水剂两类，适用于饲料厂及养殖场的不同条件。 
国龙微生态产品主要成分为芽孢杆菌、乳酸菌、酵母菌及其代谢产物、消化酶、乳酸、促生长因子等活性成分，

调整养殖动物肠道菌群平衡，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降低肠道疾病的发生，可有效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及其

抗病能力；无残留、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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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公司为广大饲料厂和同行提供产酶、产酸、增强免疫的各类功能性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产品，

具有活菌数高、抗逆性强、代繁时间短、产酶产酸能力强等特点，能显著降低料肉比、增强动物免疫功能、提高养

殖效益等特点，是替代抗生素、生产无抗生素动物产品的 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