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有责

我们一起

行动
谨慎对待

抗微生物药物



抗微生物药物是基础药物 帮助保护他们抗感染的能力

我们都要遵循5项“仅有”原则

仅在兽医许可下使用
抗微生物药物

严格按照说明的剂量
使用，并遵循治疗疗
程和休药期

仅从的合法渠道获取
抗微生物药物

x2

仅在保障良好的饲养管
理、免疫接种和卫生规
范条件下使用。

仅在需要时使用：抗微
生物药物并非万能。

我们一起

行动人人有责。作为抗微生物药物使用者，

您可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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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出现是一个主要问题：控制与治疗动物和人类疾病的有效药物可能会很快失去功效。在
全球范围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动物健康与福利、食品供应、食品安全的主要威胁。

为保障畜牧生产的可持续性，维护陆生和水生动物的福利，必须通过负责任与谨慎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来
保护其功效。

保护抗微生物药物的功效，人人有责。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创建了“我们一起行动”项目，开发了专门为动物健康利益相关者设计的工具包。

抗微生物药物于20世纪被发现，对人类延长寿命的贡献，远胜其他任何药物。

以下的文件包含了如何采取行动来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去看看您能够做什么：

您可以在属于您的图片上轻松辨认相关的信息。

抗微生物药物改变了人类和动物医学。它们拯救生命！

p4
政策制定者 制药企业

p5 p6
动物饲料企业

批发与零售商
p7

养殖户
p8

兽医学生
p9 p10

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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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律支持负责与谨慎使用抗微生物药

物，使在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中发挥关

键作用的兽医机构能够执行法律。

控制抗微生物药物在受过良好培训的兽医监督下

使用。

 确保抗微生物药物仅能凭兽医科学开具的处方

获取。

 支持和资助动物卫生监督覆盖每个角落。

 健全官方兽医机构，以监管兽医资质、兽医

道德标准和专业水平，也包括抗微生物药物的

管理。

防止不合格产品的进口、制造与流通。控制

非法销售行为，严惩违法者。

鼓励和资助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的研

究，包括快速诊断试剂和疫苗，以减少对抗

微生物药物的依赖。

鼓励组织面向从业者开展负责任和谨慎地使

用兽用抗微生物药物主题的宣传活动。

基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国际标准，制定国

家计划监控抗微生物药物使用。

政策制定者应：

1 3

4

5

6

2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
您是守护者

作为政策制定者，您可以提供帮助。动物卫生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在保障动物健康、人类健康、食品供
应和食品安全方面，从国家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支持着经济发展。

您的参与是确保有合适的政策，从农场到餐桌以及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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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企业：
您是看门人 制药企业

您作为制药企业可以提供帮助。制药企业的作用是开发和制造安全有效的抗微生物药物。制药企业参与
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通过制造高质量的抗微生物药物并确保它们正确地流通，以及负责任和谨
慎地使用。

您的领导力与影响力是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中坚力量，彰显了专业精神和对行业的承诺。

制药企业应：

1 确保抗微生物药物产品的安全、有效和高

质量，坚持良好的制造规范。

6 参与负责任和谨慎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

培训。

7 协助开展有助于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

研究，优先并专注开发抗微生物药物替

代品，例如疫苗、快速且可负担的检测试

剂。

3 仅使用官方许可的渠道销售和出口含抗

微生物药物的兽药产品。

4 与监管部门合作，分享销售数据用于监控

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监测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

5 强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风险，以及负

责任和谨慎使用的必要性，不论何时供应

抗微生物药物。

2 取得市场授权，遵守不向食品动物生产者

做含有抗微生物药物的兽医产品广告的

原则。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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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饲料企业：
您是中间人

作为含抗微生物药物动物饲料的制造商，您能提供帮助。通过限制含药物饲料进入兽医处方，您可以
防止导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增加的滥用和误用行为。

您的领导力与影响力是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中坚力量，彰显了专业精神和对行
业的承诺。

1 取得药用饲料制造许可，并遵守所有药用饲

料的法规要求。

6 确保带有产品标示（成分、含量）、使用说

明和休药期的适当标签（药物水平、批准声

明、适用动物、警告与注意事项）。

7 保存可供追溯的适当记录。

8 与监管部门合作，分享销售和分发数据用于

监控抗微生物药物使用。

3 避免有害物质污染，防止污染非药用饲料。

4 实施采用最佳卫生条件和适度混合的制造规

范，以确保饲料中抗微生物药物含量均匀。

5 仅凭兽医处方供应给养殖户。

2 仅使用获得许可的药物。确保仅有被许可药

物在饲料中添加，按照预混料标签或兽医处

方的限定量、限定种类和限定用途。 

动物饲料企业

含抗微生物药物动物饲料制造企业应：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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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与零售商：
您是前哨

作为抗微生物药物渠道商，您可以提供帮助。分销抗微生物药物伴随着责任，您应该意识到保护抗
微生物药物功效的重要性。

抗微生物药物的市场和渠道在您的负责和控制之下。您的领导力与影响力是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的中坚力量，彰显了专业精神和对行业的承诺。

批发与零售商

批发与零售商应：

1 仅使用获得许可的药物。

6 保存可供追溯的详细记录（供应商、处

方开具人、用户、产品名称、批号、数

量、保质期）。

7 与监管部门合作，提供详细的销售数据

用于监控抗微生物药物使用。

8 确保所有的员工足够胜任。参与和提供

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贮存、运输和处置的

培训。

3 确保抗微生物药物仅凭有效的兽医处方分

发，包括（如果相关）国家允许的互联网销

售情形。

4 确保所有产品都有合适的标签，提供有关

产品使用、有效期和休药期的清晰与正确

信息。

5 广告投放遵守符合负责任和谨慎使用的

原则。

2 兽用抗微生物药物的管理符合最好的贮存

和运输规范。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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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主：
您是生产者 养殖户

作为抗微生物药物使用者，您可以提供帮助。作为食品动物的主人，不管是集约化生产商、鱼塘主或
庭院养殖者，您都在养育地球中至关重要。

您有责任通过照顾您的动物健康与福利，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产品。

仅在兽医开具处方（或其他受过正当培训获

准开具处方的人）的情况下使用抗微生物药

物。不是所有的感染都需要使用抗微生物药

物治疗。

遵循兽医提供的精确剂量说明。

遵循规定的疗程，即使动物看上去已康复。

仅从能确保产品质量的合法渠道获取抗微生物

药物。

实施良好的动物饲养、生物安全与管理规

范。动物主人应和兽医或动物卫生专业人士

制订动保方案，以避免动物感染。

保存足够的抗微生物药物使用与实验室结果的

记录。

养殖户和动物主人应：

1

3

4

2

5

6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8



兽医学生：
你们是未来

作为未来的兽医，您可以提供帮助。您未来和动物、养殖户、政策制定者一起工作，意味着您将在遏
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一线战斗。行动由你而始，在您的学习和实习生涯中！

与前人相比，你们将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加剧的时代毕业。发出你们的声音，和我
们一起保护抗微生物药物的功效。

学习选择和开具合适的抗微生物药物。

遵循专家指导看待抗微生物药物使用。遵循
治疗准则。如果你的兽医规范还没有这些内
容，帮助建立和完善。

切勿将抗微生物药物当做万能治疗或“
以防万一”。始终检查抗微生物药物治
疗是否真的必要，如果必要，做出首选
选择。

学习哪些抗微生物药物是确认的治疗首选，
学习这些药物的作用方式和应用分布。

学习哪些抗微生物药物是关键的，始终与首

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平行开展培养与药敏试

验。

学习生物安全与动物卫生，两者都对控制

和预防感染很重要。

提出问题，不要犹豫于挑战治疗习惯。我

们总是这么做，并不意味着这么做正确。

兽医学生应：

兽医学生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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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
您是主角 兽医

作为兽医或水生动物卫生专业人员，您可以提供帮助。作为动物和养殖户的联结者，您战斗在遏制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最前线。

  仅在兽医或受过训练的动物卫生专业人员对动物

的临床检查后。

  仅在参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兽用抗微生物药物

清单后。 

  仅作为良好的饲养规范、卫生条件、生物安全和

免疫接种计划之补充，绝不可以替代。

  仅在临床经验和实验室诊断信息能够支持时，选

择合适的抗微生物药物。

  始终提供有关治疗方案和休药期的详细信息。

抗微生物药物何时如何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抗微生物药物？

应考量：

  牧场的抗微生物药物使用记录和流行病学史。

  临床经验和诊断见解，参考相关的有效指南（

如：国家兽医组织）。

  实验室诊断信息支持（培养与药敏检测）。

  药效学（抗病原体活性）。

   药代动力学（作用分布，感染部位效果）。

   当选择治疗方案时，参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兽用

抗微生物药物清单。

当首选治疗方案失败时做什么？

  次选治疗方案应基于包含药敏检测的诊断检测

结果。

  在没有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应该使用不同类或子

类的药物。

可以联合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么？

  仅在有科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抗微生物药物的选择

您可以做什么？ 负责任和谨慎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建议您的客户保护抗微生物药物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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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国
际标准： 

  Article 6.9.6.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兽医的
责任。

  Article 6.2.7.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水生动物法典，兽医和其
他水生动物卫生专业人员的责任。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兽用抗微生物药物清单。

适当使用与处方

抗微生物药物处方应该写什么？
  给药方案（剂量、治疗间期、治疗时间）。

  肉、奶的休药期。

  提供的抗微生物药物数量，取决于剂量和动物

数量。

  所有供应药物的标签。

何时可以进行抗微生物药物标签外使用？

  国家法律许可。

  当没有可用的合适的注册产品。

  客户知情并同意。

兽医有责任确定负责任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条件，

包括给药方案、给药途径、休药期等。这些情况

下，要考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清单的建议。

 保持学习，提高客户
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的认识

为什么？

  保持你的知识更新水平，确保执行好的抗微生物

药物使用规范。

学什么？

  疾病预防与管理信息。

  选择的抗微生物药物应对耐药的性能，对人类和

动物健康的重要性。

  观察负责任和谨慎使用建议的需求。

  合适的贮存条件和妥善处置。

 保持记录。

应开发什么样的指南？

  兽医专业组织应开发针对特殊品种的负责任和谨

慎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临床规范建议。数据记录

兽医应该记录什么数据？

  用于每种动物的抗微生物药物数量。

  每个牧场所有抗微生物药物供应的详细信息。

  治疗时间表（包括动物编号和休药期）。

  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数据。

  有关动物治疗反应的意见。

  不良反应，包括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造成的

反应缺失。

我们一起

行动 @ 更多信息:  
www.oie.int/amr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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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它如何威胁我们？

应对病原体对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的优先目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过其国际标准，提倡所

有的动物卫生从业人员，负责任和谨慎地使用对动物健康

和福利至关重要的抗微生物药物。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

国际标准：www.oie.int/amrstandards

  一旦细菌耐药，抗微生物药物即无效，将不再能帮助我们控制或治疗疾病。这种现象称之为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AMR）。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威胁着动物的健康与福利，无论水生还是陆生动物。耐药细菌可以在人类、动物和环境

之间传播，无视国界。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人类与动物健康问题。 

  在动物、人类以及植物上滥用或过度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是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的确，任何不当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行为（不必要的使用、对非易感细菌或病毒的使用、剂量不足等等），

加剧了耐药性发展的风险。

  访问专门的网页获取活动信息：

www.oie-antimicrobi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