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 19日 星期二6 农业科技主编/李晨 编辑 /王方 校对 / 何工劳 Tel：（010）62580690 E-mail押agriweekly＠stimes.cn

狙击畜禽“咳嗽病”
有了好“弹药”

姻本报记者王方通讯员符金钟

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是养殖业
长期面临的最大生产难题之一，对我
国畜牧养殖业构成严重威胁，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不仅如此，部分畜禽呼吸
道感染疾病作为人畜共患病，同时对
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阻击畜禽呼
吸道感染性疾病，是一场战役。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
药研究所研究员张继瑜带领的兽药
创新与安全评价科技创新团队，在
防治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这场战
役中取得了重要成果。日前，其成果

“新型安全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防治药物的研究与应用”获甘肃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大问题 新思路

“针对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
药物研制与应用是我国畜牧养殖业和
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迫切
需要。”张继瑜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说。但目前我国对畜禽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的防治普遍存在疫苗预防措施
不足、有效的化学防治药物缺乏和中
兽药品种缺乏等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临床治疗不合理
应用抗生素可导致微生物耐药性加重
和药物残留等问题，严重影响食品安
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餐桌与健康。

研制安全高效的中兽药防治产品
迫在眉睫，并日益受到市场的重视与
关注。

“中兽医药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
历史，可以提高机体自身抗病能力和
非特异性免疫机能，对呼吸道疾病可
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张继瑜说，在
当前兽药品种缺乏、疗效不足和耐药
性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巨大的应用发展
潜力。

张继瑜带领的兽药创新与安全评
价科技创新团队，长期围绕国家食品
安全与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大需求，开展创新兽药的基础、应用
基础和应用研究。

“新型安全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防治药物的研究与应用”成果，重点
开展中兽药防治药物创新研究，开发
高效抗感染中兽药制备技术，研制抗
感染中兽药，实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开展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和推广。

张继瑜介绍，“该项研究得到了农
业农村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公
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等的持
续支持。研发的产品符合国家生产无
公害、无污染、无残留绿色动物源性食
品的要求，符合重大动物疾病防治专
用药剂的发展要求。”

传统中兽医学认为，畜禽传染性
疾病属于“疫疠”之疾，是六毒浸淫所
致，临床表现为发病急、发病数量大，
同一批发病动物的症状基本相似；治
则用扶正祛邪、清热解毒药。那么，这
支团队有哪些灵丹妙药？

传统智慧新应用

张继瑜团队结合传统与现代中药
药理和临床研究，制备高效、安全、稳
定、无残留的中兽药“板黄口服液”，具
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等功效。

毒理学研究表明，产品实际无
毒，临床使用安全。药效学研究表明，
对鸡喉气管炎及大肠杆菌混合感染蛋
鸡治疗效果显著，治愈率 78.83%，有
效率 93.43%；对牛支原体感染性治愈率
91.86%，有效率 95.35%。其疗效显著，
优于同类制剂。

“我们创新的产品制备和生产工
艺，解决了复方口服液中鞣制多、难以
长时间存放的问题，又保留了中药口
服液主要有效成分含量，提高有效药
物成分的生物利用度，契合禽类消化

道短（吃进食物 4 小时以内排空），达
到速效的特点。”张继瑜介绍。

2009 年 9 月—2010 年 2 月，团队
从河北省三河县、甘肃省张掖市两家
肉牛养殖企业和山东省梁山县一家肉
牛养殖合作社收治 160 头患呼吸道综
合征患牛进行药效验证。连用 5 天后
的疗效表明，“板黄口服液”对肉牛呼
吸道疾病治愈率达 86.67%，有效率达
91.67%，治疗效果非常显著，深受养殖
户的欢迎和好评。

2011 年甘肃省临洮县某个体鸡
场，2500 只 180 日龄伊沙褐蛋鸡发
病，鸡群产蛋率只有 30%。根据临床
症状及实验室检测综合诊断为鸡传
染性喉气管炎及大肠杆菌、葡萄球
菌等混合感染。采用“板黄口服液”
稀释饮水治疗，连续用药 5 天后 95%

临床治愈，平均产蛋率达 80%，接近
正常产蛋的水平，为养殖户及时挽
回了损失。

张继瑜指出，“板黄口服液”最大
的优势在对畜禽呼吸道细菌、病毒、支
原体等病原的混合型感染均可发挥疗
效。而现有化学药物都是针对特定的
单一类型病原，对多种病原感染的呼
吸道疾病往往无能为力。该产品的另
一特点是具有提高畜禽机体免疫力的
作用，从而可增强机体对病原的抵抗
能力，不仅可治病，还可以防病。

“此外，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受到
社会大众广泛关注，药物等投入品的
不当使用引发新的食品安全风险。‘板
黄口服液’属于纯中草药制剂，临床使
用中有害物质残留的风险大大降低，
因此更加安全。”他说。

团队实现的第二项技术是对西
藏杜鹃抗炎抗菌有效成分挥发油及
其免疫调节有效成分多糖的提取。该
技术通过水蒸馏法提取获得的西藏
雪层杜鹃挥发油，得率达到 2.45%，
相比报道的 0.68%，收率显著提高；
采用改进后的 GC-MS 色谱方法分
析获得 71 种化合物，远多于报道的
45 种化合物。与常规热水提取法相
比，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提取
杜鹃中的多糖，提取时间缩短，多糖
得率显著提高。

张继瑜还带领团队首次建立高效
综合利用骆驼蓬的技术和骆驼蓬生物
碱的微波辅助提取技术。该技术可
同时提取骆驼蓬中的多种有效成
分，包括骆驼蓬粗多糖、黄酮类和生
物碱类化合物。成果技术操作简单、
安全、可靠，提取时间短、提取率高，
更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成果促生产 前景广

“新型安全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防治药物的研究与应用”成果技术
实现了技术、产品、产业化一条龙，并
广泛适用于同类中兽药的开发。

据了解，该成果目前已获得 1 项
国家新兽药证书，取得 2 个国家新兽
药生产批准文号，建立 1 项新兽药质
量控制标准、5 个应用示范基地和 2
条规模化生产线，获国家授权发明专
利 6 项。有关产品在甘肃等 28 个省市
得到广泛推广，应用规模为肉牛和奶
牛约 35.715 万头、牦牛 8.65 万头、蛋
鸡 473 万羽、肉鸡 1100 万羽，经济社
会效益显著。

在谈到产业化问题时，张继瑜表
示，作为畜禽疾病防治的重要手段，中
兽药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受到广泛关
注，尤其在“减抗（抗生素）”和“限抗”
行动中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同时指出，中兽药产品的应用
目前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在药物组
方和应用上，为适应规模化养殖模式
的变化如何解决群体辩证施治的问
题；由于中草药资源有限，存在与人医
争药以及如何解决药源供应的问题；
部分中草药价格居高不下，治疗成本
提升影响生产中使用接受度，以及中
兽药质量控制的问题。

“未来中兽药的研究开发要围绕
以上问题加强技术攻关，使中兽药产
品真正做到药品质量可控、临床效果
突出、使用成本经济、食品安全可信
赖。”张继瑜表示。

在使用上，他将带领团队重点围
绕中兽药增强动物保健作用、生产特
色高附加值动物性产品、发挥中兽药
对特定疾病的独特治疗作用等优势，
为有效防控畜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
发生和流行、保障畜牧养殖业健康发
展、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近日，扬州大学迎来首
批发展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家来华工作计划（以下简称

“国际杰青计划”）招收的青
年学者。扬州大学农学院教
授刘巧泉、农业科技发展研
究院教授周桂生领衔申请的

“国际杰青计划”，获得科技
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批
准，两位分别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将来扬
州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来自苏丹的 Nimir Eltyb
Ahmed Nimir 博士申报了

“植物耐盐评价和耐盐逆境
生理”课题，加入周桂生团
队，希望通过合作研究在植
物耐盐评价、耐盐植物选育
和耐盐逆境生理和高产栽培
方面取得新成果，为非洲高
盐干旱地区耐盐作物高效生
产提供技术支撑。

孟加拉国家农业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ABM Khaldun
博士则加入刘巧泉课题组，
开展针对“水稻品质等重要
性状的分子遗传与改良”
方向的合作科研。他希望
通过在中国的合作研究，
将先进的技术和资源带回
孟加拉国，让自己国家的
人民感受到“舌尖上的美味
与安全”。

“国际杰青计划”是中国
“科技伙伴计划”的重要内容，旨在落实“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搭建青年科技人文
交流平台，推动务实国际科技合作。

农科是扬州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本土
培养了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并一直致力于
本校发展。多年来，扬州大学根据国家农业产
业战略发展重大需求，充分发挥学校多学科
综合优势，重点打造“更加国际化、更加地方
化”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农业科技发展研究
院便是在这一思想理念下应运而生的，目前
汇聚 17 个涉农学科。

农业科技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周桂生介
绍，“我校在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做
出了很多实质性、有特色的工作，其中积极发
挥自己在农科的优势，不断加强与苏丹、巴基
斯坦、孟加拉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
育合作与国际交流，实现真正的‘合作、开放、
共赢’。此次成功获批的‘国际杰青计划’便是
工作部署之一。”据悉，以农业科技发展研究
院为基础打造的教育部农业与农产品安全国
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成立至今已合作培养了数
十位国际化人才。

“如今教育合作渠道的日益畅通，促进国
家、行业甚至我们研究者之间的民心相通，为

‘一带一路’压好农业这块‘压舱石’，是我们
应该做也可以做好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
程教授说。

近年来，扬州大学先后与“一带一路”沿
线 20 个国家、42 所高校及机构签署合作协
议，努力打造富有特色的“一带一路”国际化
教育品牌项目。此次为扬州大学首次获批“国
际杰青计划”项目，也翻开了其助力“一带一
路”教育共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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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视野

没有哪一个产业单纯依靠某一品
种、某一单位或某一学科，就能解决生
产上的所有问题。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框架下，子联盟为破解一项产业关
键性难题，力求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推
广应用“三步走”的每一步都踏实落地。

“我国农业防控正在发生着历史
性转变，由以往的一个环节解决一个
问题向全环节解决综合问题转变，由
实验室形成科技成果向田间地头进行
展示推广转变，由单项技术向综合技
术集成示范转变。”联盟秘书长、中国
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表示。

围绕一个目标攻关

小麦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
症”，是一种世界性病害，不仅影响小
麦产量，其产生的毒素还威胁人畜安
全。近年来，我国小麦赤霉病发病率和
面积不断上升，丰产小麦品种抗性不
足，使得防治小麦赤霉病迫在眉睫。

2017 年，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协
同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赤霉病防控联
盟）成立。“高度重视赤霉病的抗性改
良和持续防控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赤霉病防控联盟
秘书长、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副所
长吴宏亚介绍。

16 家单位以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七大作物育种重大专项、省级重大
专项等项目的实施为纽带，承担起技
术研发和生产示范任务。

“这将进一步推动各成员单位一
如既往地做好相关研究，发挥传统优
势，从育种、药剂研究、防治技术等方
面与全国其他科研单位加强协同创
新，推进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技术集

成和推广步伐，为全国小麦生产服
务。”联盟办公室主任、中国农科院科
技局副局长熊明民表示。

我国是全球柑橘生产第一大国，
现有栽培面积 3800 万亩，然而，柑橘黄
龙病是该产业的“头号杀手”。目前，黄
龙病已在我国 10 个省份的 293 个县

（市区）不同程度发生，给当地果农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

2017 年，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协
同创新联盟（以下简称黄龙病防控联
盟）成立，搭建全国性大平台，形成合
力共同拯救柑橘产业。

“实现了科研项目与产业一线之
间的紧密联系，能确保项目研究始终
瞄准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能确
保最新科研成果第一时间得到应用，
有助于将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黄龙
病防控联盟秘书长、中国农科院柑橘
研究所副所长王雪峰说。

技术进展频频涌现

以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目标为导
向，赤霉病防控联盟开展抗赤霉病综
合防控技术研发和赤霉病综合防控技
术集成与示范。如抗病品种的遗传改
良、主要病原菌致病性和抗药性监测、
赤霉毒素风险评估及其管控、新药剂
及防控技术研发等。

抗赤霉病新品种的鉴定筛选和遗
传改良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仅 2018 年
培育的中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就达 10
个。2018 年，在江苏扬州、安徽庐江和
河南南阳三地对国家小麦良种联合攻
关的 134 份参试品系进行抗赤霉病鉴
定，结果表明，有 1 个品系（扬 16-157）
在三个鉴定点抗赤性均达到 R 级；另

有 13 个新品系在三点均稳定达到中
抗（MR，含）以上。

新药剂方面，成员单位项目成果
“杀菌剂氰烯菌酯新靶标的发现及其
产业化应用”获 2018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成员单位起草的“小麦赤
霉病综合防控技术”连续两年被农业
农村部列为主推技术。

黄龙病防控联盟创新构建了以病
害防控为核心、全产业链介入的联盟
运行模式和黄龙病分区治理的技术模
式，在柑橘黄龙病的研究与防治技术
上取得一定突破。

针对黄龙病防控中关键科学问
题，成员单位协同开展病原培养、基因
功能挖掘、木虱传毒机制、病原—媒
介—寄主互作等研究，初步建立病原
半离体培养技术，明确黄龙病菌在柑
橘及木虱体内增殖特征，鉴定多个与
致病相关的分泌蛋白，对病原—寄主
互作开展了深入研究。

针对关键技术难点，开展田间速
测技术、木虱监测预警技术、高效防控
技术研发，初步建立基于抗体的黄龙
病菌检测技术，基本明确了木虱在我
国主产区的分布与流行规律，构建生
物、物理、化学防控技术体系，部分已
在产区推广应用。

示范推广有实效

吴宏亚表示，将抗赤霉病基础理
论、育成的新品种、探索的各项新技术
进行集成整合，并与种子农药企业、示
范基地结合进行生产与示范，有力发挥
了赤霉病防控联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机制优势。

2018 年，“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技

术”在江苏省泰兴市 13 个乡镇示范成
效显著。在示范区，通过两次用药防
治，防治区病穗率仅为 2.8%，病指为
0.8，防治效果达 84.9%；而常规防治
田块平均病穗率 3.6%，病指为 1.1，
防治效果 64.8%；空白对照区病穗率达
26.2%，病指为 10.75。

不仅在泰兴，该技术对长江中下
游麦区和黄淮麦区的小麦生产赤霉病
防控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已在江苏
淮南、淮北麦区全面示范推广，各类示
范展示 200 万亩以上。

黄龙病防控联盟开展柑橘黄龙病
分区防控模式集成与示范。建立了华
东柑橘黄龙病低度流行区木虱监测与
防控体系；华南柑橘黄龙病重度流行
区木虱动态分布与防控体系；华中柑
橘黄龙病低度流行区及阻截带布点；
桂北—湘南黄龙病流行扩展区防控技
术模式及西南柑橘黄龙病非疫区及阻
截带模式。

如在湘南的永兴县冰糖橙基地、
宜章县脐橙基地，桂南的南宁、上林沃
柑基地，集成示范的是以防护林配置、
无病大苗上山、精准变量喷雾防治木
虱等为主的综合防控技术。

该联盟建立核心防控示范园 87
个，面积 10 万余亩，在不同流行区开展
多期技术培训活动，培训农技人员 700
余人、果农 3000 余人，为黄龙病防控意
识提升及防控技术的普及起到了良好
的宣传作用。

“我们面对现实的迫切需要，要对
产业安全负责、关怀果农致富，为乡村
振兴的南方抓手产业保驾护航，还需
不断完善，未来任重道远。”黄龙病防
控联盟理事长、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周常勇说。

走近农业科技创新联盟⑨

绿色科技为产业“扫雷”
姻本报记者王方

简讯

互联网助力脱贫摘帽县打造新品牌
本报讯 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于

2017 年脱贫摘帽，如何续写发展篇章
是摆在县委县政府面前的新课题。日
前，由佛坪县人民政府和字节跳动公
司联合发起的“古道明珠·静美佛坪”
合作项目启动，将为“全域旅游 + 移动
互联网”探索一条新的可行之路。

佛坪县被誉为“中国山茱萸之乡”
“中国熊猫第一县”。佛坪县副县长汶
维维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加快打
造秦岭原生态山地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佛坪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促进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
产业发展，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县和陕西省旅游示范县。

字节跳动副总裁张羽介绍，项目
组将为佛坪县制定专属的旅游推广方
案，依托旗下产品平台优势，为活动搭
建专题页及超级话题；将组织优质创
作者前往当地采风，帮助佛坪县生产
出更多优质内容，服务当地特色旅游
品牌塑造。 （方舍）

张继瑜团队研制的中兽药“板黄口服液”符合国家
生产无公害、无污染、无残留绿色动物源性食品的要求，
符合重大动物疾病防治专用药剂的发展要求。

河北将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日前，河北

省出台《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规划部分中提出：将加快
建设京津冀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基
地，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农业科技创新
中心，加快建设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带。
《意见》还明确，将着力发展科技

农业，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农业科技创
新中心，加快建设环首都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带，重点建设 50 个京津冀农业
协同创新平台。此外，将实施重大农业
科技研发专项，加强农业科技基础前
沿、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板黄口服液

张继瑜
团队成员在畜
牧场为牛诊断。

专家研讨非洲猪瘟影响下营养饲料安全对策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
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非洲
猪瘟形势下营养与饲料安全对策研讨
会”在京召开。

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张宏福研究员对中国非洲猪瘟

（ASF）疫情形势、传播途径、营养与饲
料安全风险及会议研讨的 6 个方面问
题做了汇报。参会专家围绕饲料及动
物源性饲料原料 ASF 病毒污染风险分
析、各种减灭饲料中 ASF 病毒的加工
工艺及其潜力分析、饲料及各种投入
品中 ASF 病毒轻简化监测方法、防范
ASF 的营养与饲料策略、抗病营养新

型饲料与饲料添加剂开发与应用、ASF
背景下动物营养与饲料科技迫切需求
与攻关选题等方面进行讨论与交流。

与会专家指出，非洲猪瘟防控将
是一项长期任务。对非洲猪瘟的防控
不仅是兽医的责任，更要从饲料安全
角度切断可能的传播源；从饲料原料
合理选择与使用、营养饲料科技创新、
饲料加工工艺改进、饲料贮存和运输
途径、物理化学处理方式更新、新型饲
料添加剂开发与应用等多角度提升猪
只健康和抗病水平；从疫病防控、饲料
营养、消毒防疫、制度落实等多维度安
全防控，探索 ASF 疫情的营养与饲料
综合防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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