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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的养殖过程不是工业工程，而是一次生

命过程，唯有用对待“生命”的方式来敬畏水
禽养殖，方可在当下和未来赢得更好的发展。

从事包括水禽在类的养殖价值，是为消费
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美味的动物蛋白，
而不仅仅是养殖本身。



百度词条：

水禽包括鸭、鹅、鸿雁、灰雁等以水面为生活环

境的禽类动物（迁徙水鸟包括天鹅、雁鸭类和丹顶鹤、
白枕鹤、蓑羽鹤）。

水禽类的尾脂腺特别发达，此类候鸟大都在有水

的地方如湿地、岸边等活动，另外鸭群之水禽类善于
在池塘中戏水。水禽类冬季的绒羽十分丰厚。它们主
要在水中寻食，部分种类有迁徙的习性。

随着养殖方式的变化、养殖环境的变
化，水禽还是哪个耐粗饲、抗病能力强的
水禽吗？









答案：“不是”。
水禽已通过自身的生理、代谢和行为等

方式告诉我们答案。

风味、口感、营养等指标的变化及频繁
疫病的发生、药物的无序应用、生产性能和
经济效益的下降*来回应水禽生产和经营方式
的改变并威胁环境，制约可持续发展！



美国戴维.多布斯
在《基因的社会
生活——改变你
的分子组成》一
书中，用大量的
生物学数据和案
例说明：环境改
变不了基因，但
环境会影响基因



面对行业变化和社会需求，我们是追求产量
还是追究品质？

做好生物安全保障，通过可追溯系统的建立，
做好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基于品质基础上的品牌创造，赢得消费者信
任，获得更好的企业和社会价值理应是所有企
业正确的选择！*



未来，回忆2019年时，我们不仅记得是建
国70周年，我们还会记得居高不下的高猪价。

“非瘟”，威胁全球的疫病，是所有国家和行业
发展的威胁和灾难，加剧动物蛋白需求结构的调整。
因为消费者对动保蛋白的需要，惠及到家禽、水禽和
水产的消费！

包括水禽行业在类的所有动物蛋白生产与供应企
业均快速扩张，肉类动物蛋白价格一路飞涨！



生猪产业必将在未来3-5年内获得较大程度
的康复，而不是类似其他国家的恢复程度！

2019年高利润并“野蛮生长”的肉鸡、肉鸭、水
产必将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全面过剩，当下赚钱的持
久性将在未来因为行业全面过剩而萎靡不断*。

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显得和水禽产业风马牛不
相及，但从区域规划、养殖规模、育种、环境、设施
设备、营养、人员培养、环保、食品可追溯、消费推
广等涉及产业链价值发挥及可持续发展均值得我们水
禽产业和从业成员的警示。



做产业发展调查时，“您最关心（担心）”
选项中，“疫病风险”必将成为和市场风险、
政策风险并列的几大风险选项。

“疫病风险”因为未知、不可控，成为制约
水禽养殖业发展、侵害养殖利润的最大因素。



行业及企业已享用各种“创新手段及成果”**达

到期望控制疫病的目的，但疫病种类及未知风险变得
越来越大……

疫病的危害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下降，还在于对
环境的影响，更可怕的风险是消费者的信任危机！

唯有从疫病防控的源头开始，从实现
动物健康目标的生物安全做起。



唯有从疫病防控的“源头”开始，从
实现动物健康目标的生物安全做起。

这个“源头”，是管理者对健康养殖、疫
病防控等生物安全的认知及采取的措施！

没有生物安全的保障，就谈不上食品安全！



在花精力谈论生物安全前，需要清楚育种、饲料（营
养）、设施、管理及系统建设对生物安全的意义。



综合防控体系策略的关键落脚点是企业一把手
（老板），而不仅仅是兽医总监、生产总监！

企业一把手（老板）的全面的生物安全
意识并建立生物安全文化决定企业生物安全防控

的高度和企业未来！



基于生物安全防控，从以下三个方面汇报：

一、相对完整生物安全系统的建立；

二、遵循生物安全系统建设原则及其在健康养
殖的指导意义；

三、防控措施。



一、相对完整生物安全系统的建立：

（一）建立生物安全系统的目的：支持健康养殖，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可追溯的动物蛋白，
获得富有效率和效益的企业经营和社会价值。

（二）如何实施生物安全；

什么是“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的定义

为降低病原体传入和散布风险所采取的
各种措施，“要求人们采取一整套措施的态度

和行为以降低家禽和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所有

活动的风险”。



生物安全的定义

外部生物安全措施：避免病原进入养殖
单元的各种措施；

内部生物安全措施：当病原已经存在，防
止病原向未感染养殖群体扩散的各种措施。





二、遵循生物安全系统建设并对疫病防控
上的指导意义；

（一）建立生物安全系统的目的：

支持健康养殖，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
可追溯的动物蛋白，获得富有效率和效益的企
业经营和社会价值。



二、遵循生物安全系统建设并对疫病防控
上的指导意义；

（二）如何实施生物安全建设：

应用流行病学研究内容来实施生物安全建设：



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动物



二、遵循生物安全系统建设并对疫病防
控上的指导意义；

（二）如何实施生物安全建设：

1、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降低和减少“单位空间、单位面积病原微生物
数量和毒力”——建立实验室做评估；

2、保护易感动物：提升机体抗病、抗感染能力；



1、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降低单位空间、单位面
积病原微生物的数量：包括消毒。

2、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提升机体抗病和抗感
染能力；

（1）规划层面实施：环境；

（2）生产资料层面实施：设施*、营养*；

（3）投入品层面实施——首先考虑的不是药、不是
抗体！而是一切预防措施中的健康投入品，包括微生态
制剂、白细胞介素-2、干扰素等生物兽药、中药、消毒

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



三、防控措施

（一）有效微生态制剂在环境改善、肠道健康、
营养吸收、免疫力提升上的体现

（二）提升个体和群体免疫力，减少免疫。



三、防控措施

（一）有效微生态制剂在环境改善、肠道健康、
营养吸收、免疫力提升上的体现



1、在数量和种类上补充肠道
内所缺乏的正常微生物

2、调整和维持肠道内微生物
菌群平衡

3、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4、增强免疫功能，肠道是
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5、改善养殖环境，环境友好

肠道粘膜的25%由淋巴样组织构
成，而整个机体中70%以上的免
疫细胞存在于肠道中。肠道免
疫系统的细胞有的弥散存在，
有的高度集中形成淋巴小结，
比如淋巴滤泡集结，它可以分
泌IgA和产生B淋巴细胞。固有
层含有大量弥散的T淋巴细胞群、
含免疫球蛋白的细胞群（B淋巴
细胞和浆细胞）、吞噬细胞、
肥大细胞、少量的树突状细胞
（dendritic cell）、嗜酸性

微生态制剂的机理、功能：



1、提升免疫力，防病、减少抗生素类药物使用；

2、促进生长、提高饲料报酬；

3、养殖小环境改善；

微生态制剂在生产中应用：



应用有保障的微生态活菌制剂（芽孢
杆菌、乳酸杆菌、丁酸梭菌……），发挥
种禽和商品肉鸭的生产性能并改善养殖小环境：

肠道更健康，充分发挥饲料潜力，提高饲料报酬，

提高产蛋性能和种蛋孵化率、提升雏鸭质量，改善
小环境！



小肠

微
生
物
丰
富
区

芽孢菌 乳酸菌 丁酸梭菌

有氧环境 厌氧环境微氧环境



（二）提升个体和群体免疫力，减少免疫。

提升个体和群体免疫力：通过细胞因子等生

物兽药的应用，构建机体非特异免疫保护屏障，
提升个体和群体免疫力。不做难以评估效果、不
做似是而非的疫苗免疫。

三、防控措施



任何特异性免疫屏障的构建均建立在非
特异性免疫屏障功能健全基础之上，否则一
切疫苗均成为心理安慰中的免疫！

完整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能够保证机体
免疫资源的有效性！

白细胞介素-2、转移因子、免疫
球蛋白、干扰素 、黄芪多糖





关于白细胞介素=2

国家一类新兽药（农业农村部）

国内首条重组细胞因子生产线（中国兽药监察所）

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支持项目（科技部）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

大连市技术发明一等奖（大连市科技局和知识产权局）



白细胞介素-2，开启我国细胞因子产品
在畜牧业领域的应用。

细胞因子是协调免疫细胞功能行为信息
的“语言”并参与免疫系统的全过程。



苗佐——白细胞介素-2
从“苗”开始

辅“佐”养殖全程健康
从一日龄开始并激活免疫系统



鸡白细胞介素-2的应用

1、雏鸭孵化厅1日龄使用：激发免疫系统，提高机
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降低免疫应激；

2、主要疫苗免疫时使用：配合流感、黄病毒等疫
苗使用，降低免疫应激，缩短抗体产生时间、提高抗
体滴度、降低离散度；

3、各种应激和辅助康复时使用：促进水禽应激及
发病时的康复治疗。



诸如微生态制剂等生物添加剂和白介素、

干扰素等生物兽药以构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屏
障及应用中药所发挥的价值，旨在降低环境病
原微生物的数量和毒力，提高机体自身抗病和
抗感染能力。



健康养殖，基于全面而不是某一个领域，
的生物安全：

一、相对完整生物安全系统的建立；

二、遵循生物安全系统建设原则及其在健康养
殖的指导意义；

三、防控措施与建议：健康养殖、科学减负！



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策略的关键落脚点是企业一把
手（老板），而不仅仅是兽医总监、生产总监！

企业一把手（老板）的生物安全意识决定

企业生物安全防控的高度和企业未来！

生物安全：“为降低病原体传入和散布风险所采取的

各种措施，要求人们采取一整套措施的态度和行为以降
低家禽和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所有活动的风险”。这个态
度就是企业一把手的生物安全意识。



在水禽行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回归理性，回归产业

价值，让行业健康发展。

面对行业变化和特定阶段的市场需求，无序发展、
做不好生物安全没有未来。

包括水禽产业的动物蛋白供应者，必将以追求产

品品质、做好生物安全保障，通过可追溯系统的建立，
做好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非一个企业、一批成员的力量，而是整个行业与社
会资源的应用与推动得以实现！



健康产业践行中的三仪



1998年12月5日，创建大连三仪

创业心语：

科技成就了我，我得用科技投入实体，用实体
形成效益，用效益进一步推动科技、反哺社会！

——江国托博士





2018年12月5日，大连



在三仪20年华诞之际，举办“无抗及低
蛋白日粮养殖高峰论坛”



养殖业“抗生素减量化和无抗化” 以及
“畜牧业低蛋白日粮”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仪之所以这么做，源于20年时间的坚守，
源于20年时间不间断的创新并与行业一道携手
推进！



任何组织形式都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有形载
体，否则就是空话，对于“无抗联盟”和“低
蛋白日粮联盟”来说，其有形载体就是“科技
创新”支撑中的产品”！



面对三仪第五个五年（2019-2023）
规划，三仪用“三个打开”全面迎接未来！

一、打开自己，请别人进来；
二、打开别人，让三仪进去；
三、打开闭环，让系统重组。



全面开放三仪集团20年来在研发、品控、第三
方检测、产学研结合等多个层面的软硬件平台，与国
内外相关行业的单位分享和共享三仪的所有的科技资
源，形成以合作、协作、委托、转让等多种形式的紧
密型和开放性技术与产业化大平台。



开放三仪集团生命科学研究院

大连三仪生物工程研究所
江苏三仪科研质量控制中心
菏泽三仪科研质量控制中心

水禽研究院



开放三仪集团CNAS检测中心：

兽药第三方检测平台
中兽药第三方检测平台
兽用生物制品第三方检测平台
生物有机肥第三方检测平台
动物饲料第三方检测平台



2019/10/22

1、大连：

大连三仪生命科学研究院（辖大连、江苏邳州与山东菏泽三处集
生物兽药、营养和环境与废弃物资源化研究等方向的研究）

大连三仪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2、江苏：

江苏巨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三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三仪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2019/10/22

大连三仪产业园区：细胞因子类生物兽药

国内第一条细胞因子（干扰素、白细胞介
素）的生物制品车间…



微生态发酵产业基地，提供各种抗生素替代物、功能
性微生态饲料添加剂、酶制剂等研发和产业化。

江苏三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三仪动物营养
有限公司

生物饲料



山东菏泽三仪：环控及畜禽废
弃物资源化研发及产业园区



历经20多年时间的沉淀，三仪在变，变的

是企业规模和产业分布区域，变的是三仪行业
影响力及来至客户的尊重和信任，不变并越来
越清晰、越来越饱满、越来越丰富的是三仪文
化，耳熟能详的创业心语演绎成更为清晰和具
体的三仪核心文化：

“创新、责任、感恩、担当”
——致力于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生物安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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