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新城疫病综合防治措施大全 

预防鸡新城疫的秘诀 

 

   鸡新城疫俗称鸡瘟，该病自 1926 年在美国新城地区首先发生以来，已近 70 年，仍是危

害养鸡业最严重的疾病。 

 

  本病的潜伏期为 2-15 天，平均 5-6 天。典型的新城疫病鸡出现打蔫，张口呼吸，有咯

咯的喘鸣音，有的腿、翅膀、脖颈出现麻痹和软瘫，冠和肉垂发绀，排黄白色或绿色稀便。

剖检气管粘液增多，粘膜肥厚，喉头、心冠部、肛门、泄殖腔粘膜出现出血乃至斑条状出血，

腺胃粘膜出血，严重的糜烂和溃疡，轻症表现腺胃乳头出血或形成融合型溃疡灶。小肠、空

肠出现多发性淋巴组织出血、溃疡，形成 

 

  近年来，由于常年多次应就新城疫疫苗，机体对新城疫的氏抗力有所增强。新城疫毒株

也可能发生某此地变化，出现非典型性新城疫。给诊断和防制带来很大困难。在诊断上出现

误 ，因为在流动病学、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上不出现内型的病变。雏鸡误诊为传染性支气

管炎，慢性呼吸道病。中雏和成难的非典型新城疫，轻的只有一交 食量减少，产蛋率下降，

死亡率只占１%。产蛋鸡则产蛋下降，蛋壳粗糙，软皮蛋和畸型蛋增多，又容易被忽视或误

诊为产蛋下降综合症 。 

 

  在防制止环境控制不严，免疫程序不合理不科学。致使鸡新城疫疫情在鸡群中此起彼伏，

不断发生流行，对养鸡业危害旧严重的，那中何防制鸡新城疫的发生注允行呢？首先在饲养

环境上要有严格的隔离和消毒措施(具体方法此处不加主关述)其次免疫工作是防制新疫的

重要关键。要根据当地新城疫流行情况，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免疫程序并认真贯彻实施，才能

奏效。下面介绍几种对新城疫流行地区和鸡场的免疫程序。 

 

  一、无强毒浒地区的免疫 

 

  以弱毒疫苗为内容的免疫程序：主要运用于环境控制良好的大型鸡场。蛋鸡用Ⅱ系、Ｆ

系、Ｎ系苗于 10-15 日龄首免，间隔 20-25 日龄做第二次免疫，间 60 日三免。以后每隔 3-4

个月免疫一次，直至淘汰。肉仔鸡 7-10 日喷雾Ⅱ系，�以后每周喷一次，直至出栏。 

 

  二、相对安全区的免疫 

 

  在广泛地域上有新城疫强毒浒地区的免疫而在其局部区域内没有新城疫强毒流行，该地

区的鸡场又有较好的封闭隔离条件和综合防治措施。这种情况下可采取如下免疫程序：雏鸡

在 1-10 日龄，20-225 日龄时，测试ＨＩ抗体效价，�当有  60 ％－70%的雏鸡ＨＩ抗体下降

至 1:16 时，即用ＩＶ系苗进行首免（大体一免在 7-  15 日龄；二免在 30-35 日龄）。蛋鸡 60

日龄做一次１系苗注射，注射后  10 日龄测试ＨＩ抗体。如果抗体交价上升 2-3 个滴度。证

明免疫成澡则重做苗。开产前 90-  120 日龄做 ND/EDS/IB 三联苗。肉仔鸡经过上述弱苗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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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即可出栏。 

 

  三、多发区和威胁区的免疫 

 

  大部地区养鸡面临野毒威胁，要本着克服务 母源抗体的干扰，早期应用较强毒力的弱

毒疫苗的原则采用如下免疫程 

 

  1.确定雏鸡最佳初免日龄。对出壳后的 1 日龄雏鸡，按鸡群 0.1％采血检查母源ＨＩ抗

体滴度，根据其本效价平均值，换算其对数值，按下列公式算出初免日龄： 

 

  雏鸡最佳初免日龄＝4.5×（1 日龄时ＨＩ的对数值-4）＋5。 

 

  如一批鸡雏的 1 日龄ＨＩ平均效价是 1:64 其对数值 Log26 公式计算是  4.5 ×（6-4)＋5

＝14 日龄。这批鸡应在 14 日龄应用Ⅳ苗滴或滴眼免疫。如果经检测 1 日龄雏鸡 HI 效价低

于 1:16 时则应在 1 日龄就免疫。以后二免、三免均应在 HI 抗体监测下，�效价在低于 1:16

时就主尖免疫。三免时就 1 纱苗注射，肉仔鸡两次免疫即可出栏。 

 

  2.在无ＨＩ抗体监测条件的鸡场，可采用 1-7 日龄早期应用 Lasota(Ⅳ �) 弱毒苗，滴鼻滴

眼。同时皮下注射新城疫油佐剂灭活苗 0.2 毫升。可克服平源抗体干扰，�免疫期达 90 天。

肉仔鸡一次免疫即可保护至出栏。种鸡和蛋鸡在 3 个月后再用 1 系苗注射，补强免疫。 

 

  3.与孵化场配合，采用鸡胚接种疫苗免疫法，即于孵化后第 19 日胚龄，用Ⅱ系或Ｆ系

苗 10 倍稀释，每胚气室注射 0.1 毫升，进行早期免疫。60 日龄后 1 系苗补强免疫。 

 

鸡新城疫免疫程序 应怎样建立鸡新城疫的合理免疫程序? 

 

    考虑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主要采取综合的防疫灭病措施，切断新城疫病毒的侵入

途径，使鸡体获得坚强的免疫力。 

免疫程序有以下几种： 

 

    (1)7～10 日龄弱毒疫苗(Ⅱ、Ⅳ系或克隆一 30)首免，25～30 日龄二免，60 一 70 日龄三

免，120～140 日龄四免，以后每隔 2～3 个月免疫一次。 

 

    (2)7～10 日龄首免，25～30 日龄二免，60—70 日龄 I 系苗注射，120～140 日龄油乳剂

灭活苗注射。 

 

    (3)7～10 日龄弱毒疫苗首免，同时皮下注射半剂量油乳剂灭活苗，120～140 日龄油乳

剂灭活苗注射。 

 

    (4)7～10 日龄弱毒疫苗首免，25—30 日龄弱毒苗和油乳剂灭活苗同时注射，120～140

日龄油乳剂灭活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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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新城疫病的疫苗使用 

 

一般必须先用弱毒新城疫疫苗，如 C30 或 4 系，或进口苗，最好加白介素或激活肽等适当

量饮水，或注射；〈对肉鸡：1 斤重前 4 系或 C30 用 3 倍量，白介素 2-3 倍饮水。 

  1 斤重后用疫苗用 4 倍，白介素用 3 倍饮水。蛋鸡：10 日---40 日龄 4 系或 C30 都是 3

倍量，白介素 2 倍饮水。40—60 日龄 4 系或 C30 用 4 倍，白介素 3 倍饮水。60 日到开产期

间用 4 系或 C30 用 4--5 倍，白介素 3 倍饮水。〉使用一天后用抗病毒药加祛痰药连续使用 4

天。治疗效果十分明显。 

 

鸡新城疫病治疗的最佳方案 

 

一般必须先用弱毒新城疫疫苗，如 C30 或 4 系，或进口苗，最好加白介素或激活肽等适当

量饮水，或注射；<对肉鸡：1 斤重前 4 系或 C30 用 3 倍量，白介素 2-3 倍饮水。>  

  1 斤重后用疫苗用 4 倍，白介素用 3 倍饮水。蛋鸡：10 日---40 日龄 4 系或 C30 都是 3

倍量，白介素 2 倍饮水。40—60 日龄 4 系或 C30 用 4 倍，白介素 3 倍饮水。60 日到开产期

间用 4 系或 C30 用 4--5 倍，白介素 3 倍饮水。〉使用一天后用抗病毒药加祛痰药连续使用 4

天。治疗效果十分明显。 

 

  但现在有部分地区的新城疫病有变异，表现极象传喉，或用疫苗治疗效果不显著；这个

时候鸡医生能确诊就是新城疫这病，那样你就可以有目的的先用优质抗病毒药药物 4 天，然

后过一天后用 C88 或 C30 或 4 系适当量饮水；这样是很有效的；对于非典型性新城疫引起

的呼吸道异常的鸡群，并且用这个方法没效的，可以用新城疫 1 系加白介素或激活肽注射，

也不会有什么死亡现象[一般不主张]。注意在治疗这类病时必须对养殖者讲个明白，他们会

体谅你早期用药效果不明显的，也会积极给你合作的。对于强毒，高治病的新城疫病，建议

用进口新城疫疫苗 C88 或 C30，或 VH，或新 威灵 2-3.5 倍加新疫康 3-4 倍饮水，特严重的

注射；然后间隔一天用绝对高效的抗病毒[抗流感]药饮水，和拌料 5 天。这样应该效果很不

错的。对于治疗的确是新城疫的病，一次疫苗效果不理想，可以在 24 小时后再进行一次疫

苗使用；计量绝对不可盲目增大！ 

 

鸡新城疫防而不止的原因及对策 

 

  鸡新城疫目前虽然有多种疫苗和免疫方法，但是该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却仍是居高不下，

而各种因素对疫苗免疫的影响是造成免疫失败、该病多发的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雏鸡母源抗体高、离散性大 

 

  对策：采用弱毒苗与灭活苗同时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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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鸡母源抗体高、离散度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种鸡群的年龄不同，免疫次数、方法和时

间不一，以及不同批次种蛋同时入孵等原因，致使雏鸡群体和个体之间母源抗体水平差异很

大，从而影响免疫效果的一致性；二是被污染野毒的鸡群，母源抗体水平较高，离散性很大。

若不考虑鸡群的具体情况就进行弱毒苗的免疫，则会有相当数量的鸡只因母源抗体的干扰而

不能达到预期免疫效果。 

 

  克服母源抗体对雏鸡免疫效果影响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弱毒苗与灭活苗同时免疫，其中

活苗可刺激呼吸道黏膜产生局部免疫；灭活苗注射后则释放缓慢，可持续刺激机体免疫系统，

产生最佳的体液免疫，使抗体水平高，维持时间长。 

 

  因此，雏鸡应在 7~10 日龄用弱毒苗点眼，同时注射灭活苗，应该注意的是灭活苗产生

抗体反应缓慢，通常需 3 周后才出现抗体。所以，可于 18~21 日龄进行第二次活苗点眼（鼻）

或饮水（4 倍量）。 

 

  原因之二：免疫抑制因素的影响 

 

  对策：减少免疫抑制因素，提高免疫力 

 

  免疫抑制也是导致新城疫免疫失败的重要原因，这里包括免疫抑制病对新城疫的免疫干

扰，也包括其它疾病和不良环境因素或应激造成的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免疫抑制病主要有肿瘤病毒[马立克氏病毒、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病毒、禽白血病病毒

（J 亚群禽白血病病毒)]、呼吸道病毒（禽流感病毒、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禽呼肠孤病毒）

和中枢免疫抑制病毒（鸡传染性贫血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毒）等。 

 

  1 日龄商品代肉鸡用新城疫 La Sota 弱毒苗点眼，然后在 30 日龄用灭活苗再免疫。表中

抗体数是平均滴度，经统计学处理表明，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病毒感染组、J 亚群禽白血病

病毒+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病毒感染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5）。 

 

 

  用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病毒和/或马立克氏病毒接种一日龄 SPF 鸡，感染后一周免疫禽

流感（H5、H9）和新城疫疫苗，在免疫后 4 周采血作 HI 抗体检测。表中数据是平均数，经

统计学处理表明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病毒感染组和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原因之三：疫苗质量和疫苗间干扰 

 

  对策：采用浓缩疫苗，合理免疫 

 

  疫苗质量与制苗种毒的免疫原性和抗原含量有关 抗原含量国际上用 PD50 表示（PD50

即保护 50%的最小免疫剂量），合格疫苗每头份（0.5 毫升）应含＞50 PD50，（即将疫苗 50

倍稀释，0.5 毫升免疫仍能保护 50%，为 1 个 PD50）。国内规定，用新城疫油苗对 10 只 1~2

月龄易感鸡注射 0.2 毫升油苗，3~4 周后用 10-8 ELD50 的 F48E9 强毒攻击至少保护 7 只以

上，而 5 只对照鸡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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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的油苗肌注 15 日龄雏鸡 0.2 毫升，HI 抗体达 6~7log2，可保护 3 个月；肌注 120

日龄或成鸡 0.5 毫升，HI 抗体达 11~14log2 以上，可保护 8 个月以上。 

 

  劣质的油苗除种毒免疫原性差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疫苗中病毒含量不足，建议临床应

用时要采用浓缩的新城疫油苗，特别是联苗。 

 

  疫苗间的干扰 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可对新城疫病毒繁殖产生干扰，用新城疫病毒接种

鸡胚，HA 效价为 640；先接种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数小时后再接种新城疫病毒，HA 效价

降为 40～80。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如果先于新城疫疫苗免疫时，对新城疫活苗免疫效果也

有干扰作用，因此新城疫活苗免疫应先于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免疫 7 天以上，或用新城疫和

传染性支气管炎联苗免疫。 

 

  传染性法氏囊疫苗对新城疫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主要是强毒传染性法氏囊活苗免疫后

可造成法氏囊萎缩，从而影响新城疫疫苗的体液免疫，所以在进行传染性法氏囊疫苗免疫应

不用毒力强的疫苗。 

 

  原因之四：免疫程序不合理 

 

  对策：制定免疫程序时考虑局部免疫 

 

  免疫程序不合理,不知抗体水平而频繁免疫造成免疫麻痹或盲目推迟免疫出现免疫空

白，是导致免疫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制定免疫程序时务必考虑活毒疫苗的局部免疫，如果仅用灭活疫苗，呼吸道、消化道

黏膜和生殖道等局部的免疫保护大多不足。在缺少局部免疫抗体时，机体需要有更高的循环

抗体才能阻止新城疫的感染。所以开产后的鸡群每 2~3 个月应用活毒疫苗点眼（鼻）气雾或

饮水一次，以提高呼吸道黏膜的局部免疫力，每隔 3~4 个月油苗免疫一次，以维持高水平抗

体免疫。 

 

  推荐蛋鸡、种鸡采用以下免疫程序：7~10 日龄 IV 系点眼；14~18 日龄 IV 系点眼，同

时注射灭活油苗；50~60 日龄 I 系肌注；110~120 日龄肌肉注射灭活油苗；240~260 日龄再

次注射灭活油苗。开产后每 2~3 个月用活苗饮水 1 次，每隔 3~4 个月用油剂灭活苗一次。 

 

  肉鸡建议 7~10 日龄用 IV 系点眼，同时注射灭活苗，如遇生长期较长的肉鸡品种，则

应在 40 日龄后肌注 I 系或气雾免疫 IV 系苗。 

 

  原因之五：野毒（包括超强毒）污染 

 

  对策：定期进行抗体监测 

 

  受新城疫污染的鸡群 HI 抗体水平偏高，且离散性较大，最好先监测 HI 抗体，免疫后

再定期监测抗体，及时补防，以免新城疫再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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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鸡群免疫后抗体可迅速上升，维持一段时间后再有规律地下降，而新城疫污染的鸡

群 HI 抗体水平偏高，且离散性较大，用新城疫疫苗免疫后抗体水平往往不见上升或略有上

升，但抗体的衰落较正常免疫的鸡群快，因此在作新城疫免疫时必须弄清被免鸡群的背景情

况，对有呼噜、产蛋下降或可疑鸡群，免疫时应慎重，最好先监测 HI 抗体，免疫后再定期

监测抗体，及时补防，以免新城疫再次感染。 

 

  另外，有应激因素存在、营养不良、免疫操作不当及滥用药物等因素也可引起机体发生

免疫失败。 

 

鸡新城疫疫苗拌料饲喂法 

 

  第 1 次免疫：5～10 日龄，用鸡新城疫Ⅱ系苗 100 头份对冷水或生理盐水 100 毫升，溶

解摇匀后拌碎米或玉米粉或鸡颗粒料 150 克，于早晨一次喂给，可免疫 70～100 羽。  

 

  第 2 次免疫：25～30 日龄，用鸡新城疫Ⅱ系苗 100 头份对冷开水 150 毫升，溶解摇匀

后，再用 200 克饲料拌匀，于早晨一次饲喂，可免疫 50～70 羽。  

 

  第 3 次免疫：60～90 日龄，用鸡新城疫Ⅰ系苗 100 头份对冷开水 250～300 毫升，溶解

摇匀后，拌入 350～400 克饲料中，于早晨一次饲喂，可免疫 50～70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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