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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模化肉兔养殖产业升级的新问题 

二、规模化肉兔养殖疾病流行新趋势 

三、抗生素替代防控的探索 

四、规模化兔养殖的几点建议 



规模化肉兔养殖产业升级伴随的新问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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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兔配套系优良品种 

具备的杂交优势，使其比纯种在

生产过程中更能体现综合效益 

配套系优良品种推广实现繁殖效率的大幅提高，搭建起了
高质高效家兔繁育体系 

1、高质高效家兔繁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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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繁殖对高营养水平饲料的依赖，加大了消化道疾

病的风险。 

●快速的育肥所需的高采食量，导致消化道的风险增加。 

●高产量和高密度饲养，导致疾病风险的增加和饲料效率

降低。 

●高效率的繁殖，导致母兔对疾病的敏感性更加明显。 

●全进全出连续不断的生产模式，批次间重叠饲养，导致

疾病传播风险增加。 

 



●母兔繁殖周期受到人工控制，体况 

不佳的情况下被动怀孕，导致新疾 

病的产生；  

●人工授精操作过程也存 

在疾病传播或发生疾病的风险。 

 

2、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增加了对母兔的压力 



3、全进全出、高效繁育”技术提高效率也提高了饲养难度 

●高繁殖效率情况下，断奶前密度提高和不同阶段兔混养情况

下，环境压力和疾病风险增加 

●高产量导致育肥后期高密度养殖，疾病和饲料利用效率损失

风险增加 

●在高温高湿季节，高产量情况下增加了养殖风险 

●冬季通风量的降低，高密度养殖增加了呼吸道疾病风险 

●高效率的生产提高了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增加了管理风险 



4、封闭养殖，自动化环境控制情况下，也增加疾病发生和传播风险 

●密闭养殖在冬季低通风量季节的呼吸道 
风险； 
●高温高湿季节的生产风险压力； 
●对饲养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操作风 
险提高。 



5、全新的饲养设备升级也带来新的疾病风险 

●自动料线在夏季高温高湿季节投料不通畅，导致兔子采食霉变
饲料发病非常普遍。 
●不同清理粪系统缺少对不同地区的实用性研究，反而会增加在
封闭养殖模式下的养殖风险； 
●机械通风设备实现高的通风效率，但有时候违背了兔子更适宜
低风速的特性，加大了疾病发生的风险 
●片面追求高品质的设备，有时候忽略了经济效益的平衡原则。 

联体兔舍 跨式产箱连体式兔笼 合理的兔舍设计 



6、饲料全价化也伴随疾病的风险压力 

●规模养殖追求高营养、高生产效率，也增加了消化压力 
●饲料集中化生产，也对原料、加工安全更高要求，一旦出现问
题就是群体性损失。 
●不同生理阶段对营养的需求不同，对纤维蛋白水平肠道耐受力
不同，对配方设计要求更高 
●兔料原料的来源具有量少、工艺复杂、渠道窄等特点，风险控
制难度也较高。 



7、与规模化生产匹配的企业兽医体系不健全 

●规模化养殖与粗放式养殖相比，在疾病发生规律和防控方法有
较大差别，中国养兔企业普遍缺乏匹配的兽医体系。 
●规模化养殖缺乏匹配的生物安全体系和技术，导致规模大了，
防控水平反而下降，风险提高 
●缺失与规模化养殖匹配的企业实验室诊疗条件 
 



8、兔场密集的兔舍布局导致疾病风险 

●密集的兔舍布局，使排出污浊空气和兔毛进入相邻兔舍，造成
循环污染 
●脏净道分离不彻底，导致场区污染，生物安全压力增大 
●导致在特定生理阶段发生的疾病在不同批次间接连传播 
●导致养殖场长期得不到空场净化，沉积顽固性疾病 
●场区环境得不到净化，舍内全进全出效果就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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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肉兔养殖疾病流行新趋势 二 



传统疾病 

巴氏杆菌病 

致病性大肠杆菌病 

新流行疾病 

克雷伯氏菌病 

 1、疾病发生生理阶段的高度吻合性； 

 2、疾病发生季节阶段的高度吻合性； 

 3、疾病传播迅速，影响范围广； 

 4、疾病顽固，难以根除； 

 5、兔舍设计、设备设施等硬件条件与
疾病的发生存在密切联系。 



1、巴氏杆菌病 

1、在发病顽固兔场47-55%的死亡母兔集中在产前后7天

内，其中死亡母兔83%是肺部陈旧性巴氏杆菌感染导致的

肺脏变性、化脓和纤维性渗出。 

2、在育肥兔阶段表现为56%在 

育肥后期60-70日龄死亡，死亡 

兔只中80%为巴氏杆菌的肺部感 

染。 



2、致病性大肠杆菌病 

    致病性大肠杆菌病主要侵害40-50日龄的育肥兔，表
现为突然水泻，排泄物中可见胶冻样透明液体，剖检主要
是盲肠内容物水样液化，肠道眼观病变不明显。当病兔耐
受24小时以后，盲肠内容物开始变为暗红色，盲肠壁也开
始出现广泛出血水肿。 



3、克雷伯氏菌病 

临床症状：主要导致仔兔极速死亡，批次死亡率达到15%-20%，   
死亡集中在14-30日龄之间，约占总死亡数量的80%-90%。 
 
剖检症状：初期排黄色稀粪，剖检盲肠鼓气、黄色水样内容物，
疑似黄尿病；病兔耐受3-5天后腹泻减轻，剖检多为盲肠或连同
小肠弥漫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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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替代防控的探索 三 



1、滥用抗生素危害 

毒副作用 

残留的危害 

导致 

耐药性 

降低 

免疫力 

多重或双重
感染 

“滥抗”的危害
已引起全球关注，
所以降低抗生素
使用已成人们的
极大期待。 



2、抗生素禁用之路 

         早在1986瑞典即开始禁用某些抗生素。1997年FAO提议10年内
淘汰抗生素。欧盟1994年开始禁用氯霉素，至2006年1月全部禁用。 

         2002年我国发布《禁止使用和允许使用药物名单》，明确规定
禁用29种兽药。 

          2002年加拿大建立了抗菌药检测综合计划。其目标是确定“适
当”措施以遏制耐药菌在动物、食品和人之间的紧急事件和扩散。 

          2004年我国卫生部颁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WHO已于2011年建立目的在于“确定抗药性的责任和....提供

支持当地的、国家的和全球对策行动的必需资料”的全球抗药性监
视系统。 

         2015年欧盟的《欧洲兽用抗菌药消费检测》项目建立。 

         2016年8月我国颁布《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

2020）》，对抗生素的生产、流通、使用等全部环节加强监督。我
国抗生素顶层设计和管理机制已建立。 
 



2、抗生素禁用之路 

         2016年9月我国在杭州G20峰会上呼吁解决抗生素耐药“严重威胁

公共健康、经济增长  和全球经济稳定”的问题。 

         2016年“联大”召开了抗生素耐药性高级会议。众多国家承诺将建

立健全检测系统，采取广泛性协调有序的方法解决耐药性问题。 

         2017年WHO发布“对食用动物养殖使用抗菌药指南”。指南强烈

建议，应总体减少动物养殖使用的抗菌药，并完全禁止以促进动物生长

或未经诊断即开展以预防为目的使用抗生素。 

         2017年我国门诊处方使用抗生素降低8.5个百分点。 

        意大利报道，32个集约化兔场2010年上半年与2014年下半年比较，

抗生素消费降低29%。 

        我国上海“无抗”猪、长白山“无抗”鸡及其他有机畜产品已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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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局长冯忠武：药物饲料添加剂将在2020年全部退出 

2、抗生素禁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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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方法 

减少抗生素使用的方法 

• 卫生(兔舍, 水源, 健康的 母兔） 

 • 母兔的更新，50%是 3-9胎次壮年 

 • 限制饲喂 

 • 限制饮水 

 • 调节可消化与不可消化纤 维的比例 

 

建立保障体系 



28 

4、抗生素替代产品 

抗生素
替代产

品 

益生
菌 

酸化
剂 

精油 

益生
元 

其他 

酸制
剂 



5、抗生素替代试验 

分组 试验组4 试验组5 试验组6 对照组(C) 

使用量 500ppm 1000ppm 1500ppm 400ppm安普霉素 

死亡率 9.05% 8.31% 6.26% 12.53% 

使用枯草芽孢杆菌对大肠杆菌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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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枯草芽孢杆菌对大肠杆菌病的防治效果 

试验组4 试验组5 试验组6 C2

5、抗生素替代试验 

图为枯草芽孢杆菌对大肠杆菌病的防治效果。表明死亡率低于对照组。而
且随着菌浓度的增加，死亡率会降低。所选取的枯草芽孢杆菌可作为安普
霉素的替代来预防致病性大肠杆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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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兔养殖的几点建议 四 



33 

四、给规模化养兔的几点建议 

  针对规模化兔场的发病情况和替代抗生素试验总结以下几

点防治措施： 

(1)制定科学合理的疾病防控措施，落实生物安全措施。 

(2)严控饲料原料安全，科学平衡的饲料配方和饲喂方式。 

(3)科学合理的设计、建造及使用设备设施。 

(4)控制适度的兔场规模，适度的单舍面积和密度。 

(5)开发新的抗生素替代产品，“替抗”工作由被动变主动，

摆脱对抗生素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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