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的
评估“圆力佳”和某国产圆环疫苗对猪场保育猪生产性能之影响。
2 疫苗提供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 SX07 株猪圆环病毒 2型灭

活疫苗（病毒含量大于 106.5TCID50/ml），猪场现用某国产圆环苗。
3 实验动物
3.1	猪群：选取同一产房 14 日龄左右的健康仔猪 112 头，仔猪大、

小个头差异均匀，所选仔猪随机分成A、B两组，A组 54头，B组 58头。		
3.2	免疫分组：A组免疫圆力佳，B组免疫某国产圆环苗。
3.3	标记：用两色耳标分别标记。
3.4	猪群管理：同批猪在同一栋栏舍内分栏饲养，饲料、饲养管理

等条件一致。
4 免疫方法
A组仔猪 14日龄时每头肌肉接种仔猪专用圆力佳 1头份（1ml）；
B组仔猪 14 日龄时每头肌肉接种某国产圆环疫苗 1头份（2ml）。
5 试验项目
5.1	猪群毛色、呼吸症状、整齐度、精神状态、采食情况、体温等，

并做好记录。
5.2	仔猪增重情况及成活率、残次率：统计两组小猪在保育舍的增

重情况以及成活率、残次率。
6 试验结果

项目 A组 B组

实验开始头数 54 58

疫苗注射日期 2015.7.12 2015.7.12

疫苗注射日龄及剂量 14 日龄，1头份 14 日龄，1头份

产房转入保育日期 2015.7.23 2015.7.23

产房转入保育日龄 25 25

保育转入头数 54 58

转入头均重（公斤） 7.37 7.02

毛色 正常 正常

有呼吸道症状头数 0 0

保育转育肥日期 2015.9.8 2015.9.8

保育饲养期（天） 47 47

保育转出头数 54 55

保育淘汰头数 0 0

保育死亡头数 0 3

转出头均重（公斤） 27.4 25.51

保育期头均增重 20.03 18.49
平均日增重（克） 426 393

保育成活率（%） 100 94.8

7  结果分析 :
圆力佳组（A组）的保育成活率比某国产圆环疫苗组（B组）高

了 5.2%，保育期增重多了 1.54 公斤，疫苗成本方面，圆力佳组比某国
产圆环苗节约了 2元 / 头份，根据以上数据计算，至保育结束，圆力佳
组（A组）比某国产圆环疫苗组（B组）平均每头增加效益（5.2%*600）
+（1.54*17）+2=59 元。

	
注：保育结束的仔猪价按 600 元 / 头计算，增重按肥猪价 17 元 /

kg 计算。

低；（3）猪价高价抑制消费；消
费者转而选择替代品人数增加；（4）当
前国家调控政策倾向于抑制猪价，即：
加大进口猪肉以及储备猪肉释放。

2、利多因素：（1）无论生猪存栏
量还是能繁母猪量均处于历史最低位；
生猪供应严重不足；这也是支撑猪价高
价位运行的根本因素；（2）环保压力越
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地方实行禁养政策，
甚至继续拆除现有的养殖场；从而供应
进一步减少；（3）3 月养猪场发生疾病
较多，也会减少生猪供应；（4）清明节
假期聚餐增多，带动猪肉消费增加。

四、预计 4 月生猪行情走势
综上所诉可知：（1）总体生猪存

栏量处于历史最低位，因此猪价高位运
行将依旧；（2）总体能繁母猪存栏量也
是历史最低位，因此推断肉猪高价位运
行周期将会比想象中还要长；但猪价在
高价位运行状态下也有波动，从各方因
素预计 4月全国生猪价格走势，如图：

价格预测 上旬 中旬 下旬

肥猪 10.2-10 10.2-10 10-9.8

解释说明：（1）预计呈下降态势
的主要理由是国家调控政策、以及在国
家调控政策的推动下，生猪供应将逐渐
增加；

（2）销售操作上：整个四月不支
持压栏；应该坚决将到天龄以及适合体
重的猪及时出栏。

该文数据源自农业部发布的相关数据，由于影
响生猪行情因素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国家政策的估计不
足，该文分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不正之处还请批评
指正。																																					

                汉世伟食品集团销售部                                  
                2016 年 3 月 31 日



中山黄圃是广东草鱼种养殖的摇篮，其主要体现集约化、
专业化、产量高等特点，鱼种销售范围涉及两广、江西、福建
等区域。黄圃的梁老板原来在中山某饲料公司做过多年品控，
对饲料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用过多种饲料都感觉不满意。广
东天邦的服务人员甘德福经常上门拜访，和梁老板交流养殖经
验，了解到梁老板的情况后向其推荐了广东天邦的全熟化鱼料。

梁老板做事很谨慎，于 2015 年 7 月份拿出一口 10 亩池塘
和原来用的饲料做对比，放养了 93450 条规格 50 尾 / 斤的草
鱼种，投喂天邦淡水鱼苗料，到 9 月 1 号，鱼种平均规格达到
4 尾 / 斤，其中 10524 斤过塘，投喂天邦 32 蛋白罗非料，剩
余 7460 斤鱼出售。2015 年 11 月 4 号出售平均规格 6 两 / 尾
的草鱼种 20867 斤，12 月 2 号清塘出鱼 20807 斤，平均规格 8
两 /尾，全程料比仅 1.27，具体数据如下：

客户名称 梁老板 养殖面积 10 亩

养殖品种 草鱼 放养时间 2015/7/1

近几年因为鲫鱼疾病的影响，沿海养殖户基本都是谈“鲫”
色变，以往的鲫鱼精养大部分都换成了鲫鱼混养，精养鲫鱼的
养殖密度也下降很多。受此影响，好多养殖户在 2015 年对鲫
鱼种养殖并不看好，但位于方强农场的鱼种专业户周老板不这
么认为。“虽然鲫鱼整体养殖密度和产量下降很多，但是就江
浙一带的饮食习惯，鲫鱼这个品种是换不掉的，我还是坚持搞
鲫鱼种养殖”。机会总是留给坚持的人，周老板的鱼种在 16
年初出鱼，他在方强的 200 多亩鱼种塘纯利润 100 多万，亩利
润 4500 元。下表是周老板其中一个鱼种塘的情况：

客户名称 周老板 养殖面积（亩） 80

地址 大丰方强镇 电话 1396***5100

养殖品种 鲫鱼鱼种 放养时间 2015 年 4 月 28 日

放养规格 1000 尾 / 斤 放养密度（尾 /亩） 12000

卖鱼时间 规格（尾/斤） 产量 投喂饲料（吨）
全程天邦 2732 料

78.5 吨

2015.8
15 30165

饵料系数 1.23

2016.3 4 96429

合计 126594 亩效益（元） 5100

 养殖其实没什么秘诀，首先当然是要选优质鱼苗，其次
就是饲料和管理了。前些年我养鱼种也基本上每年都赚点，但
今年的效益最好。养成鱼种的品质也最好，体色好个体均匀。
我的总结还是要归功于天邦鱼种料。以前也听朋友提天邦鱼种
料的情况，今年试用一年，没让我失望。还有就是天邦的服务
工作也很到位，在今年养殖上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天邦是值
得信任的。

在替周老板开心之余，我接到了另一个养殖户的电话。“小
俞，我那 12 亩的小塘今天清塘了，赚了 7 万多。我说这个鱼
怎么到后期老浮头，这么高的产量嘛。哈哈！”任老板一大早
给我打了个电话。

通过整理，我总结了下任老板塘口的数据情况，一亩塘竟
然赚到了 6000 元！

客户名称 任老板 养殖面积（亩） 12

地址 大丰渔业海北养殖公司 电话 1396***6888

养殖品种 鲫鱼鱼种 放养时间 2015 年 5 月 12 日

放养规格 800 尾 / 斤 放养密度（尾 /亩） 24000

卖鱼时间 规格（尾 /斤） 产量 投喂饲料（吨） 全程天邦 2732 料 25 吨

2016.3
6 35521

饵料系数 1.3

亩效益（元） 6000

对去年高密度鱼种养殖取得如此好的效益，任老板也一直
在总结经验：首先全年这个塘口的一直配合使用天邦的爱水产
品，加上天邦饲料消化吸收好，本身含有益生菌，对水质稳定
起到了很大作用；其次整个养殖过程就用了几次消毒药，同时
每月定时间用药饵防治虫病和细菌性疾病，后期因为浮头加大
了增氧机数量，也很好的过渡了，可以说全程都很顺当。

选好料，养好水，养鱼就可以睡大觉了！你们天邦料我这
两年用下来看，相当不错！任老板对天邦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天邦酵香型鱼料，添加大量发酵原料，富含大量益生菌，
消化酶和乳酸、乙酸、丁酸等有机酸及未知的生长因子，促进
鱼体对饲料消化吸收和快速健康生长，同时还能改善水质。

水好、鱼好、收成自然好！

鳊鱼，生长迅速、适应能力强、食性广，广泛分布于长江
中、下游附属中型湖泊，其肉质嫩滑，味道鲜美，是中国主要
淡水养殖鱼类之一。其中鳊鱼精养，主要集中在武进、溧阳和
宜兴地区，目前亩产最高可达 3000 斤 / 亩。初步统计，苏南
地区鳊鱼的产量占全国鳊鱼总产量 20% 以上。

由于受到 2013-2014 年连续两年行情低迷的影响，在
2015 年鳊鱼市场价格上扬的情况下，养殖户依然为了减少养
殖风险，快速收回部分投入，多以出热水鱼为主。宜兴市徐舍
镇的路小平老板，今年有 36 亩鱼塘进行鳊鱼养殖，亩利润高
达 6800 元以上！路老板在今年采取与其他养殖户不同的的养
殖模式，2015 年 3 月开始使用天邦酵香型鱼料，放鳊鱼鱼种 5
万尾，鲫鱼 1 万尾，经过一年的养殖，全程使用饲料 96 吨，
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全部清塘结束，共计出吃食鱼全程用料
102721 斤，亩产可达 2853 斤吃食鱼，获得纯利润 24.6 万元，
每亩利润 6833 元！总结路老板成功的经验，一是选择优质特
色的天邦酵香型鱼料，达到了鳊鱼快速生长，耐运输，抗应激，
养殖过程中用药少，水质易调控。二是转变出鱼模式，避开上
市高峰，取得了很好的养殖成绩！以下是路老板的放养及出鱼
情况：

放养情况 :放鱼时间 :2015 年 3 月  （鱼塘：36 亩）

养殖品种 鳊鱼 鲫鱼 花鲢 白鲢 草鱼

规格（尾 /斤） 8 3 10 4 3 2

密度 (尾 /亩 ) 1388 555 55.5 55.5 33

数量（尾） 40000 10000 20000 2000 2000 1200

重量 (斤 ) 5333 2000 500 667 600

出鱼情况 :干塘时间 :2016 年 4 月 10 日

品种 鳊鱼 鲫鱼 草鱼 花鲢 白鲢
其他（青鱼，
小鲫鱼）

规格（斤 /尾） 1.45 0.75 4 3.5 2

出鱼量 (斤 ) 85992 11244 4387 6490 2071 1098

经济效益分析 :

  
  支出（元）
合计：508000

鱼种 50000

收入（元） 754000

饲料 384000

人工 12000

塘租 22000

药品、调水 10000

水电 30000

其他

纯利润 (元 ) 246000

饲料用量（吨） 96 亩利润 (元 ) 6833

                                                    安徽天邦  周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