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鸡新城疫病及防治措施大全  

 

肉鸡新城疫灭活苗的应用 

 

  在防疫差的养户鸡场里，所饲养的肉鸡有时刻受到 ND 强毒攻击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

只接种两次活苗是不够的，如果二免在第三周末则鸡群在 40 龄后仍可以爆发典型 ND。因

此至少在接种 3 次活苗才能使鸡群维持到 7 周龄出栏而不发生大问题，但散发 ND 仍然不断

出现。如果同时接种油苗和活苗，散发的 ND 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接种油苗的优越性如下； 

 

  一 油苗免疫原性强，能诱导机体产生良好的中和抗体。用免疫原性越高的毒株制作的

油苗，产生的保护力越强。 

 

  二 油苗的抗原含量高，其病毒含量是活苗的 100-1000 倍，故诱导机体产生的抗体水

平较高，并持续时间长。 

 

  三 油苗是以油包水的形式存在，注射到机体后，起到了抗原库的这样，疫苗经机体降

解与吸收后逐渐缓慢的释放抗原，这样就起到了少量多次的刺激作用。因机体引起的免疫反

应只要是回忆反应，虽然灭活苗不能在提内增殖，但其本身含有的抗原量相当高，所以仍能

诱导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四 油苗有一定程度局部刺激作用，引起局部炎症吸引吞噬细胞，加强 B 细胞的抗体

效应，能起佐佑非特异性改进集体免疫应答状态，增强机体对抗原的特异性应答，提高免疫

效应的作用。 

 

  五 油苗能使鸡群免疫水平整齐度教高，因为抗原含量高，所以接种油苗后，受机体中

和抗体的影响小，另外接种油苗是逐只注射，漏鸡很少，免疫密度极高。 

 

  六 油苗中的病毒以被灭活，不能在机体内增殖，也不存在毒力过强问题所以安全，油

乳剂是抗原的运载工具将乳化的抗原转运到机体的脾脏和各处的淋巴集合点，建立起新的抗

体形成灶。 

 

肉鸡新城疫疾病频发的诊治思考 

 

  当前，新城疫虽无大面积爆发，但其仍然是目前家禽养殖中的常见疾病，是疾病防治中

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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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近期数例肉鸡新城疫病例的调查，现将其临床发病情况总结如下： 

 

  1.肉鸡在 21 日龄前后极易出现呼吸道症状或零星死亡，此时按程序免疫新城疫疫苗，

肉鸡会出现死亡率增加 1%-10%不等，呼吸道症状加重，剖检可见新城疫症状。 

 

  2.混合感染增多：新城疫免疫前后，肉鸡极易出现呼吸道症状；新城疫易与支原体、大

肠杆菌混合感染引起肝周炎、心包炎、气囊炎；新城疫病毒能协同法氏囊病毒等引起混合感

染，此类混合感染不易治疗。 

 

  专家团根据临床观察及分析，为养殖网点制定了一套新城疫防治方案并取得了成功，以

下为方案要点： 

 

  1.科学的免疫程序： 

 

 7 日龄免疫，弱毒苗新支胜(二联四价)点眼滴鼻，机体获得粘膜局部免疫，同时注射油苗，

使鸡群能够获得循环抗体。粘膜抗体和循环抗体的双重保护为机体提供了很高的防御能力。 

 

  2.合理的用药方案： 

 

 7 日龄免疫后，务必服用有针对性的咳克或支杆清预防呼吸道病。21-28 日龄为鸡群免疫

空白期，务必在此敏感日龄，用中药大败毒、三黄素或胜达菲进行药物填补，这一点很重要。 

 

  3.认真的饲养管理： 

 

  21－30 日龄为肉鸡病毒病多发期，如果存在呼吸道症状或零星死亡，务必待采用合理

方案治疗彻底后再免疫。 

 

 

浅析肉鸡新城疫的流行特点及防控方案 

 

  肉鸡新城疫是由副粘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烈性传染病，病原为鸡新城疫

病毒（NDV）,目前认为鸡新城疫病毒为单一血清型。我国一直将鸡新城疫的扑灭计划列为

禽疫病防治重点，是纳入强制性计划免疫的重大动物疫病之一，目前国际兽医局将其列入 A

类传染病，并作为重要检疫对象，但至今仍未能将其彻底扑灭，且局部地区部分规模鸡场新

城疫疫病仍然存在，许多中小规模的养鸡场仍因此病而损失严重。本病主要特征是患鸡发热、

呼吸困难、严重下痢，神经紊乱、不自主点头现象、粘膜和浆膜出血。笔者在临床兽医工作

中，通过对近段该类疾病的观察了解与治疗，总结出了一套较使用的方案，通过实际应用治

愈率较高，现总结如下以便兽医临床工作者参考。 

  1. 发病情况 

  2008 年 1 月—3 月，正值冬春交替候鸟返回的季节，我省某市部分乡镇的养鸡场发生一

种以点头、肌肉震颤、瘫痪、迅速死亡﹙多在一天内﹚为特征的强毒新城疫病，病程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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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康复后出现歪颈、观星等神经症状。 

  2. 流行病学 

  春秋是本病主要流行季节，病鸡和带毒鸡是主要传染源。本病常与传支、大肠杆菌、支

原体等病混合感染。强毒新城疫﹙速发嗜内脏型﹚发病急伤亡率高，死亡率一般在 20%—

80%之间。 

  3. 病因及发病机理 

  由于免疫失败或未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导致鸡体对该病失去抵抗能力。若在本病流行

时节，病原体经口鼻等途径进入鸡体引起发病。病原体直接进入营血则不见临床症状而死亡；

病原体由表入里可见体温升高、精神萎靡、闭眼嗜睡；病原体侵入肺脏，可见呼吸困难、重

者张口喘息；病原体侵入肠胃则见倒提病鸡时口中流出大量酸臭液体、拉黄绿色稀粪；病原

体侵入心包则见头颈歪斜仰视、全身抽搐倒地、肌肉震颤等神经症状。 

  4. 临床症状 

  本病目前主要以 30—50 日龄的鸡多发，此阶段鸡群陆续出现精神沉郁、食欲减少至废

绝等一系列症状。临床表现体温升高、呼噜、拉黄绿色不成形稀粪，先开始出现零星鸡只瘫

痪两天后表现肌肉震颤、病鸡嗉囊积液，呈区域性流行性疾病。 

  5. 剖检变化 

  剖检可见全身粘膜及浆膜出血、 突出的病变在消化道：腺胃粘膜水肿，粘膜上的乳头

或乳头间有出血点；腺胃与食道、腺胃与肌胃交界处粘膜有条状出血；小肠、盲肠和直肠粘

膜有大小不等的出血斑点，肠道淋巴集合组织常形成枣核状坏死，溃疡灶主要发生在淋巴滤

泡处，有的可深达粘膜下层、心冠脂肪有细小的出血点、肺脏充血或发生肺炎。 

  6. 防治对策 

  6.1 综合预防措施 

  加强饲养管理及卫生消毒工作，加强新城疫抗体水平检测，应用合理免疫程序：7 日龄

Clone30H120 二联苗 2 倍量滴鼻点眼，20 日龄新-支﹙H52﹚二联活苗滴鼻点眼并注射新城

疫油苗 0.3ml／只，35 日龄 Clone30 或 ND-IV 4 倍量饮水或肌注。饲料中应含有足够的蛋白

质、矿物质，多喂青绿饲料，增强抵抗力；鸡舍、场地、用具应保持干燥、清洁，定期消毒；

每日清除鸡粪，注意观察鸡群健康状况，隔离可疑病鸡。 

  6.2 药物治疗 

  6.2.1 干扰素诱生剂     规格：2000 羽／支 用法：2 倍量饮水，每天药集中在 2 小时

内饮完，连饮 2—3 天。 

  6.2.2 中草药    中草药有清瘟败毒、凉血止痢、开窍等功效。  

    二花、连翘、板蓝根、蒲公英、青黛、甘草各 120g，水煎取汁，100 只鸡一次饮服，

每日一剂，连用 3—5 天。  

    清瘟败毒散﹙生石膏 120g、生地黄 30g、水牛角 60g、黄连 20g 栀子 30g、牡丹皮

20g、黄芩 25g、赤芍 25g、玄参 25g、知母 30g、连翘 30g、桔梗 25g、甘草 15g 淡竹叶 25g

﹚。按 2%比例混饲，连用 3—5 天。 

    6.2.3  5%环丙沙星或 5%恩诺沙星溶液    每 1ml 药液加水 1 千克，让其自饮，连

饮 3—5 天。 

  7.小结  

  目前鸡新城疫病流行严重主要原因是 1.受环境污染 养户对疫苗使用不当，加上平时消

毒不严格，使病毒反强；饲养管理差 养户放松管理，降低了机体抵抗力。2.部分农户为了

省钱，疫苗剂量使用不正确盲目地防疫，从而使全群抗体水平降低。3.养殖户消毒意识较低 

此病用 0.3%过氧已酸、1%来苏儿、2%NaoH 消毒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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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大型肉鸡非典型新城疫的诊制 

 

  近年来，河南、山东与辽宁等地的快大型肉鸡深受一种疫病的侵害。该病发病率高，危

害大，而基层兽医工作者大多对此病认识不清，导致治疗方案多而杂，疗效差。部分养殖户

被迫提前卖鸡，经济损失惨重。 

 

  一 临诊症状 

 

  疫情常发于四周龄(28 天)后，鸡群整体精神状况正常，有饲料粪，小部分水样粪便；采

食量不增加；呼吸道症状明显，且病史较长；个别呼吸困难，“咯咯”怪叫。 

 

  死亡状况较特殊： 

 

  (1)死亡率不太高，一般为 1％~2％，且较稳定。 

 

  (2)死亡鸡只多为较肥硕者，死时腹部朝上。 

 

  (3)鸡舍温度突然增高时，死亡率猛增，且死状同上。 

 

  二 病理变化 

 

  气管环状出血，喉头多有痰液；心冠脂肪出血，肺部淤血，气囊浑浊；腺胃乳头不出血

或仅有一两个轻度出血；十二指肠粘膜有点状出血，有时可见粟粒大小圆形出血斑；小肠中

段卵黄蒂附近，盲肠扁桃体及泄殖腔三处均可见淋巴滤泡出血；肾肿大，有大量尿酸盐沉积，

呈现明显“花斑肾”；输尿管内有尿酸盐沉积。 

 

  三 初步诊断 

 

  根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笔者认为鸡群感染了非典型新城疫。 

 

  四 危害 

 

  (1)发病鸡群采食量不增加，视为减料。 

 

  (2)鸡只看似精神良好，但粪便不正常，饲料利用率低，发病后体重不增反减，给养殖

户带来经济损失。 

 

  (3)若有支原体与大肠杆菌混合感染，死亡率进一步增加。 

 

  (4)部分严重病例，由于医治不及时或方案不合理，被养殖户提前卖出，损失惨重。 

 

  五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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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改善鸡舍环境，加强通风，尤其注意夏季防暑降温。 

 

  (2)第 2～3 周，重点控制呼吸道病，尤其是支原体病。 

 

  (3)第 3～4 周，重点防控大肠杆菌病。建议使用通过药敏试验筛选出的，对自家养殖场

大肠杆菌高敏的抗生素类药物。 

 

  (4)第四次免疫接种后，即 28 日龄后，用百胜散拌料(500g/袋/50 千克)，连用 5 天。 

 

  六 治疗 

 

  本病应以非典型新城疫的治疗为主，止咳化痰并重，预防继发感染为辅。根据多年经验，

现将心得分享如下： 

 

  使用每瓶的易立康口服液饮水(250mL/瓶/200 只鸡)，呼立康口服液饮水(250mL/瓶/300

只鸡)，黄鑫散拌料(1000g/袋/100 千克)，连用 3 天。若发病已久，则需坚持用药 5 天。 

 

  七 讨论 

 

  鸡新城疫是由新城疫病毒引起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近年来，以高发病率、高

死亡率、爆发性为特征的典型新城疫已很少见。而临诊症状不明显、病理剖检变化不典型、

死亡率不太高的非典型新城疫则越来越多，成为危害养鸡业的重大疾病之一。 

 

肉种鸡新城疫的诊断与治疗 

 

不久前，滦县某一种鸡场饲养的 1000 只育成期肉种鸡突然发病，每天死亡 30～40 只，且死

亡数有每天上升的趋势。 

 

1 临床症状 患病鸡群 18 周龄，部分鸡精神沉郁，羽毛蓬乱，挤在一起或独处，缩于阴暗角

落，极度衰弱；食欲减退或废绝，腹泻，排黄绿色稀粪，泄殖腔周围羽毛被粪便污染；鸡冠

发绀或苍白，有的病鸡出现神经症状，头颈歪斜，腿麻痹跛行，严重的卧地不起。 

 

2 剖检变化 死亡鸡的肌胃与腺胃结合部出血，肌胃角质层下有点状或片状出血，腺胃乳头

充血出血，部分肠管有出血，盲肠扁桃体肿胀出血，心、肝、肾表面无眼观病变或仅有点状

出血。 

 

3 诊断 根据发病迅速，死亡率较高以及临床症状、剖检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初步诊断为鸡

新城疫。 

 

4 防治措施 

 

4.1 维康一号 200 只鸡每瓶、赶快治 500 只鸡每瓶、赶超 300 斤水、银翘口服液 200 斤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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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饮水连用 3-5 天。 

 

肉鸡新城疫的发病原因及防治措施 

 

典型的鸡新城疫以呼吸困难、下痢、神经紊乱、消化道粘膜广泛出血为特征。过去常引起发

病鸡场全军覆灭，经济损失惨重。随着鸡新城疫疫苗的广泛应用，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典

型鸡新城疫已不多见，但非典型的鸡新城疫却经常发生，由于症状与病变不明显等特点，给

本病的诊断增加了难度，鸡群发病时，不能及时确诊和采取有效措施，病鸡、死鸡延绵不断，

使养鸡场药物费用、饲料成本不断增加，经济损失仍然不可估量。  

  一、发病新特点  

  1.免疫鸡群发生鸡新城疫流行。经过多次免疫的鸡群仍然发生本病，多发生在二免与三

免之间。  

  2.病鸡群出现亚临床症状或非典型症状。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和神经症状，产蛋鸡主

要出现产蛋量下降。由于病鸡常出现呼吸困难、甩头、张口呼吸等症状，与其他一些呼吸道

疾病如传染性喉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慢性呼吸道病等病的症状十分相似，给本病的诊

断增加了难度。  

  3.低发病率和低死亡率。目前出现的鸡新城疫发病率一般在 10-25%，死亡率在 15-35%，

产蛋鸡产蛋率下降 30%左右。  

  4.剖检病变不明显。典型鸡新城疫病变明显部位表现在腺胃粘膜、肌胃角质膜下出血，

肠粘膜出血，盲肠扁桃体肿大、坏死、出血。目前经过免疫的鸡群发生鸡新城疫时多数无上

述明显病变，有的只有十二指肠、直肠泄殖腔粘膜有出血点，肌胃、腺胃基本无病变。  

  5.鸡群发生鸡新城疫时，多继发大肠杆菌病。  

  二、免疫失败原因分析  

  1.疫苗质量问题。选择疫苗不当或疫苗本身质量差且在运输、保管及使用过程中没有按

照科学的方法进行，造成免疫失败。  

  2.接种疫苗时，母源抗体过高。接种时母源抗体水平过高会对疫苗产生中和作用，使鸡

体本身不能产生新的抗休，接种未发生作用，造成免疫失败。  

  4.鸡群受强毒的侵袭。受强毒株入侵，鸡体本身通过免疫产生的抗体不能抵抗强毒的侵

袭，造成免疫失败。  

  5.免疫程序不科学。盲目推迟或提前免疫，或 2 次免疫与 3 次免疫之间间隔时间太长。

目前有些养鸡户进行免疫时只是凭经验或跟着别人执行着一成不变的免疫程序，没有根据每

一批鸡群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合实际的科学的免疫程序，因而容易造成免疫失败。  

  6.免疫接种方法不当。鸡新城疫疫苗以呼吸道局部接种效果 好，而大部分养鸡户都是

采用饮水免疫方法，这样一方面没有遵循鸡新城疫的免疫学特点，疫苗不发生作用，另一方

面每只鸡饮进的疫苗量不同，饮入疫苗少的鸡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易造成免疫失败。  

  7.饲养管理水平差。当鸡群饲养水平低，营养不全时，对各种应激因素和疫苗的免疫应

答能力低下，造成免疫失败。  

  8.滥用杭病毒药物。接种疫苗前后 1 周使用抗病毒药物会使疫苗受到破坏，造成免疫失

败。  

  三、防治对策  

  1.做好消毒灭源工作，切断病毒入侵途径。鸡场应有严格的防疫消毒规章制度，严格做

好隔离消毒工作，设置车辆、行人进出鸡场的消毒池，勤添消毒药水，采用全进全出制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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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鸡前后做好清洁消毒工作，平时做好带鸡消毒工作。  

  2.加强饲养管理，提高鸡群抵杭力。饲料配合要科学，保证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的足

量供应;饲养密度要适宜;鸡舍要保证通风良好，以减少各种不良因素对鸡群的影响;在天气变

化、环境条件改变以及接种疫苗前后等应激情况下，增加维生素供应，增强鸡体体质，提高

抗病能力。  

  3.做好鸡群抗体水平监测工作，制订科学的免疫程序。对于雏鸡应视其母源抗体水平高

低来确定首免日龄，一般应在母源抗体水平低于 1：16 时进行首免，确定二免、三免日龄时

也应在鸡群 HI 抗体效价衰减到 1:16 时进行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4.积极预防和治疗鸡的免疫抑制性疾病。保证鸡群免疫器官和免疫功能处于正常状态，

免疫接种才有效。  

  5.接种操作技术要规范，使用疫苗质量要保证。疫苗在运输、保管、使用过程中的每一

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在接种方法上，根据鸡新城疫的免疫学特点，

尽量采用点眼、滴鼻或喷雾接种方法。避免在按种疫苗前后使用杭病毒药物。_  

  6.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采取有效措施。鉴于目前发生的鸡新城疫多为非典性的，仅

凭临床症状难以确诊，对疑似发病鸡群应尽早根据临床症状，流行病理特点、解剖病变和采

用实笋室诊断方法尽快确诊，采取有效措施，防口一丰攀病扩散，减少经济损失。在确诊发

生鸡新城疫时，鸡场应采取封锁隔离，彻底清洁消毒等必要措施。同时对病鸡可根据具体情

况采取不同措施：（1）对 1 月龄内小鸡，用鸡新城疫 EV 系疫苗 5-10 倍量肌注；1 月龄心目

鸡用 E 系疫苗 3 倍量肌注，注射时勤换针头。（2）大多数鸡发病时，肌注高免蛋黄液（同

时加入抗菌药物），注射抗病毒药物；也可用干扰素治疗。(3)提高鸡舍温度 3-5 摄氏度，在

饮水中加入多各维生素和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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