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地罗新 注射液 11肌肉注射，一次量，4mg/kg体重





昂乐欣 泰地罗新
注射液

50ml/瓶
100ml/瓶

用于治疗和控制
对泰地罗新敏感
的胸膜肺炎放线
杆菌、多杀性巴
氏杆菌和副猪嗜
血杆菌等细菌引
起的猪呼吸系统
疾病。

1. 禁用于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或其辅料过敏的动物。
2. 禁与其他大环内酯类、林可酰
胺类或链阳霉素类抗生素同时
使用。
3. 对于妊娠期和泌乳期的动物，
应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4. 禁止静脉注射。
6. 每个注射部位的给药体积不
超过5ml。
7. 泰地罗新可能会引起皮肤过
敏，如不慎接触，应立即用肥皂
和清水清洗。如眼睛不慎接触，
应立即用清水冲洗。
8. 应避免出现自我注射的情况。
一旦发生，立即就医并向医生提
供产品说明书。
9. 给药后洗手。
10. 置于儿童不可触及处。

以泰地罗新计。
肌内注射：一次
量，每1kg体重，
猪4mg，仅用一
次。

猪11日4%





50%丁酸钠







7.5%惠可宁⸺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Ⅰ）

昂乐欣⸺泰地罗新注射液 格锐凌⸺戈那瑞林注射液

安若素⸺烯丙孕素内服溶液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Ⅰ）                    汉语拼音：Liusuan Toubaokuiwo Zhusheye （Ⅰ）
商品名称：  惠可宁                                                         英文名称：Cefquinome Sulfate Injection （Ⅰ）

【主要成分】 硫酸头孢喹肟。
【性状】 本品为细微颗粒的混悬油溶液。静置后，细微颗粒下沉，摇匀后成均匀的类白色至淡黄色的混悬液。
【药理作用】 药效学  头孢喹肟是第四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增加细胞壁渗透性而发挥杀菌作用。头孢喹肟的抗

菌作用具有时间依赖性，抗菌谱广，体外抑菌试验表明头孢喹肟能够抑制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副猪嗜血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对猪胸膜
肺炎放线杆菌以及副猪嗜血杆菌的 MIC90 为 0.032μg/ml，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 MIC90 为 0.063μg/ml。头孢喹肟与前几代头孢菌素相比，
对β- 内酰胺酶更稳定，不被染色体编码的 Amp-C 型头孢菌素酶或者质粒介导的某些细胞外头孢菌素酶水解。头孢喹肟对革兰氏阳性菌和
阴性菌均可产生耐药性，与其他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存在交叉耐药性。
药动学  原研产品的药动学参数：猪每 1kg 体重肌内注射头孢喹肟 3mg，血药浓度达峰时间（Tmax）约为 1 小时，血液达峰浓度（Cmax）范
围在 0.86 μg/ml—0.88μg/ml，消除半衰期（T1/2）约为 9 小时。头孢喹肟在猪体内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率很低（约 14%），主要通过尿液排
泄。 
本品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明本品与原研产品具有生物等效性。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副猪嗜血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猪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头孢喹肟计。肌内注射：一次量，每 1kg 体重，猪 3mg（相当于每 25kg 体重 1ml），共注射 2 次，注射间隔 48 小时。同

一注射部位不超过 3ml。
【不良反应】 肌内注射后可见注射部位出现局部反应，常见注射部位疼痛，局部反应可在给药后的 14 日之内恢复。
【注意事项】 1. 对β- 内酰胺类抗生素或者对任何辅料过敏的猪请勿使用本品。 2. 对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者请勿接触本品。3. 处理

本品时严加小心避免由于意外皮肤接触或者注射接触本品。使用之后清洗暴露的皮肤。4. 如果皮肤接触本品出现症状，应遵医嘱并向医生
出具说明书。出现面部、嘴唇、眼睛肿胀或呼吸困难等更为严重的症状，需要立即就医。5. 接触本品后出现反应的人应避免再次接触本品

（以及其他含有头孢菌素和青霉素类的产品）。6. 使用前摇匀。
【休药期】 猪 7 日。
【规格】 按 C23H24N6O5S2 计算 （1）50ml∶3.75g  （2）100ml∶7.5g
【包装】
【贮藏】 遮光，密闭，在 25℃以下保存。
【有效期】 36 个月；开启后 28 日。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烯丙孕素内服溶液
英文名称：Altrenogest Oral Solution
汉语拼音：Xibingyunsu Neifurongye

【主要成分】 烯丙孕素
【性状】 本品为淡黄色至黄色澄清油状液体。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性激素类药。烯丙孕素与天然黄体酮的作用类似。给药期间能够抑制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阻止卵泡发育及发情；给

药结束后，脑垂体恢复分泌促性腺激素，促进卵泡发育与发情。停药时卵泡发育程度一致，加上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同步恢复，促使所有动
物在停药 5 ～ 8 日后同期发情。
药动学  本品在胃肠道迅速吸收，首次给药 1 小时后达到血药浓度的峰值，第 18 次给药约 4 小时后达到血药浓度峰值。烯丙孕素主要经肝
脏代谢，通过胆汁排出，消除半衰期约 14 个小时。

【适应症】 用于控制后备母猪同期发情。
【用法与用量】 以烯丙孕素计。直接用 5ml 喷头饲喂或喷洒在饲料上内服，一次量，后备母猪 20mg（5ml），连用 18 日。
【不良反应】 给药量不足可能导致卵泡囊肿。
【注意事项】 1. 仅用于至少发情过一次的性成熟的母猪。

2. 每头动物单独给药，确保每日给药剂量。
3. 有急性、亚急性、慢性子宫内膜炎的母猪慎用。
4. 操作时应穿戴防护服和手套，操作后和用餐前应洗手。
5. 妊娠和育龄妇女应避免接触本品，如须操作应非常小心。意外接触可能导致月经紊乱或妊娠期延长，所以应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如
意外渗漏至皮肤，应立即用肥皂和水清洗。    
6. 瓶子开启后 60 日内有效，过期未用完部分应废弃。

【休药期】 猪 21 日。
【规格】 0.4%
【包装】 
【贮藏】  25℃以下，遮光，密闭保存。
【有效期】 24 个月。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戈那瑞林注射液
商品名称： 格锐凌
英文名称：Gonadorelin Injection
汉语拼音：Genaruilin Zhusheye

【主要成分】 戈那瑞林
【性状】 本品为无色的澄明液体。
【药理作用】 激素类药。静脉注射或者肌内注射生理剂量的戈那瑞林（GnRH）引起血浆 LH 的明显升高和 FSH 轻度升高，促使雌性动物卵

巢的卵细胞成熟排卵或雄性动物的精巢发育及精子成熟。
奶牛经肌内注射后，其在注射部位迅速被吸收，在血浆中很快代谢为无活性的片段，经尿排出。

【适应证】 促使动物垂体前叶释放促卵泡素（FSH）和促黄体素（LH），用于治疗奶牛的卵巢机能静止，诱导奶牛同期发情。
【用法与用量】 肌内注射。卵巢机能静止的奶牛一经确诊后，即开始 Ovsynch 程序，诱导发情于产后 50 日左右开始 Ovsynch 程序。

Ovsynch 程序如下：在开始程序当天每头注射戈那瑞林 100 ～ 200μg，第 7 日注射氯前列醇钠 0.5mg，过 48 小时第二次注射同样剂量的
戈那瑞林，再过 18 ～ 20 小时后输精。

【不良反应】 按推荐的用法与用量使用，未见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 禁止用于促生长。
2. 使用本品后一般不能同时再用其他同类激素。
3. 儿童不宜触及本品。

【休药期】 牛 0 日，弃奶期 0 小时。
【规格】 2ml∶100μg
【包装】 
【贮藏】 密封，在凉暗处保存。
【有效期】 24 个月。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泰地罗新注射液                                             汉语拼音：Taidiluoxin Zhusheye
商品名称： 昂乐欣                                                               英文名称：Tildipirosin Injection

【主要成分】 泰地罗新
【性状】 本品为几乎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药理作用】 药效学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泰地罗新为 16 元环的半合成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其主要通过与细菌核糖体 50S 亚基结合，阻止多

肽链延长，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泰地罗新对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副猪嗜血杆菌和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有良好的抗
菌活性。
药动学  猪每 1kg 体重肌内注射泰地罗新 4mg，吸收迅速，达峰时间（Tmax）为 0.167h，峰浓度（Cmax）为 1.116µg/ml，绝对生物利用度
为 82.58%。体内分布广泛，表观分布容积（Vd）为 60.998L·kg-1，肺和支气管液中泰地罗新的浓度较高。消除半衰期（t1/2）长，约为
121.90h。药物约 17% 通过尿液排出，约 57% 通过粪便排出。

【适应证】 用于治疗和控制对泰地罗新敏感的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和副猪嗜血杆菌等细菌引起的猪呼吸系统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泰地罗新计。肌内注射：一次量，每 1kg 体重，猪 4mg，仅用一次。
【不良反应】1. 肌内注射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肿胀，并偶尔伴有轻微疼痛。

2. 极少数情况下（发生率小于 1/10000），仔猪出现短暂的昏迷，个体动物发生休克甚至死亡。
3. 按照最大注射体积（5ml）给药通常会引起注射部位轻微肿胀，触诊无疼痛。肿胀持续 3 日，注射部位反应在 21 日之内完全消失。

【注意事项】1. 禁用于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或其辅料过敏的动物。2. 禁与其他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类或链阳霉素类抗生素同时使用。3. 对
于妊娠期和泌乳期的动物，应在兽医指导下使用。4. 禁止静脉注射。5. 每个注射部位的给药体积不超过 5ml。6. 泰地罗新可能会引起皮肤
过敏，如不慎接触，应立即用肥皂和清水清洗。如眼睛不慎接触，应立即用清水冲洗。7. 应避免出现自我注射的情况。一旦发生，立即就
医并向医生提供产品说明书。8. 给药后洗手。9. 置于儿童不可触及处。

【休药期】 猪 11 日。
【规格】 按 C41H71N3O8 计（1）50ml∶2g（2）100ml∶4g
【包装】 （1）50ml/ 瓶 （2）100ml/ 瓶
【贮藏】 遮光，密闭，25℃以下保存。
【有效期】 24 个月；开启后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