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蛋鸡新城疫病及防治措施大全  

产蛋鸡的非典型性新城疫的防控 

  1.加强生物安全措施。 

 

  2.加强饲养治理，在育成阶段按期的对鸡群进行称重，对不达标的鸡要单独隔离饲养，

保证鸡群整洁度。 

 

  3.做好免疫后抗体水平的检测，抗体水平的离散度与感染概率呈正相关。 

 

  4.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仅供参考 

 

  115－120 天新克灵（CS2）2－3 羽份肌肉注射 

 

  新城疫-传支-减蛋综合征三联 MAC 油苗 0.7ml 颈部皮下注射 

 

  140-150 天新克灵（CS2）2－3 羽份肌肉注射 

 

  200-250 天 ND-H9 油苗 0.5ml 颈部皮下注射 

 

  新克灵（CS2）2－3 倍量注射 

 

  5.处理方案 

 

  ①多维素饮水②强力霉素万分之五拌料③发病早期用克隆 I 系（CS2 株）3 倍量注射。 

 

蛋鸡新城疫防治体会 

近年来，云南省开远市养禽业迅速发展，成为了云南省商品禽蛋基地。至 2010 年末，全市

有 2 000 羽以上规模养鸡场 185 户，存栏 174 万羽。其中蛋鸡规模养殖户 85 户，存栏 78 万

羽。但由于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蛋鸡养殖场新城疫疫苗接种效果不佳，甚至免疫失败。

近年来，新城疫的流行趋势发生了变化，以发病率低，临床症状不明显，病理变化不典型，

死亡率低，蛋鸡产蛋量下降为特征的非典型新城疫，使得新城疫的防治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

新城疫目前仍然是严重危害我市蛋鸡养殖的主要疾病之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为此，笔者

在工作中开展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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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鸡非典型新城疫的诊断与防治 

  2011 年 5～6 月份，江苏徐州地区的产蛋鸡群多次出现以产蛋量下降并有呼吸道症状等

的发病鸡，零星鸡只病死，产蛋量下降 10％～20％，此前，鸡群均免疫了新城疫、传染性

支气管炎、减蛋综合征三联油乳剂苗。 

 

  一 病理剖检 

 

  喉头、器官明显充血出血，器官粘膜有多量浆液性渗出液，腺胃乳头有个别水肿，腺胃

壁增厚，小肠呈卡他性炎症，回肠淋巴集结部呈现绿豆般大小的突起，有个别出现小出血点，

盲肠扁桃体肿大出血，泄殖腔粘膜有出血点。采集病死鸡的气管、喉、肺、心、肝脏、脾脏

等病料以备实验室检查。 

 

  二 实验室检查 

 

  NDV 阳性血清、AIV 阳性血清、EDS76 阳性血清均购自中国兽药监察所。SPF 种蛋胚

购自山东省家禽研究所 SPF 鸡场，自行孵化。非免疫鸡胚购自徐州某非免疫鸡场，试验前

测定其 NDV 抗体效价为 0，自行孵化。主要试剂如 PBS、1％鸡红细胞按 OIE 标准方法自

制。 

 

  对活的可疑病鸡，采集气管、口腔棉拭子或泄殖腔棉拭子；对死亡鸡采集病料，通常为

心、肺、脾、气管、肝等组织。 

 

  病料用含双抗的生理盐水冲洗，剪碎研磨，加入 1：4 的生理盐水，冻融 3 次后，

2000r/min～3000r/min 离心 10min，取上清液 0.2mL 尿囊腔接种 5 枚 9～11 日龄的非免疫鸡

胚，弃去 24 小时内死亡的鸡胚，将 24 小时以后死亡的鸡胚置 4℃冰箱，120 小时以后没有

死的鸡胚置 4℃冰箱过夜后收集尿囊液，保存于-70℃冰箱。首次传代后，若鉴定无病毒存

在，再盲传一代，仍无病毒者判断为阴性。 

 

  用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对分离毒进行鉴定，接种鸡胚均在 120 小时内死亡，死亡胚体全

身出血，尤其胚的头部、颈部和脚爪出血严重、水肿。尿囊液能凝集 1％鸡红细胞，此凝集

作用可被 NDV 阳性血清所抑制，而不能被 AIV、EDS76V 阳性血清所抑制。 

 

  三 结论 

 

  根据血凝试验和血凝抑制试验的结果，可以判定所分离到的具有血凝性的分离物均为新

城疫病毒。从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分析，本次流行的新城疫症状并不典型，故称之为非典型

新城疫。 

 

  四 防制措施 

 

  1 封锁鸡场、紧急消毒、分群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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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确诊发病，应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疫情扩大，主要有封锁鸡场、紧急消毒、分群隔

离等措施，将病鸡和接触过病鸡的可疑鸡分群。 

 

  2 药物防制 

 

  对于刚接种过疫苗，还没有产生足够保护力抗体的鸡群，应立即进行药物预防。主要为

生物制剂+抗病毒药物+防止感染的药物，建议用以下药剂防制：百佳+斯毒克+阿莫舒、泛

意能+抗病毒特号+先锋 110、普康素+百利毒清+先锋 110、疫毒灵+百利毒清+阿莫舒等。但

各地各兽医站用药不同，张子蕾等建议，可用干扰素 3 倍量饮水，连用 2 天，同时配合感康

(黄连、黄芩、黄柏提取物等)每袋 100g 对水 100kg，集中饮用，连用 4 天。出现混合感染时，

可配合使用传支冲剂(洋金花、麻黄、苦杏仁等中药制剂)和氟菌净。 

 

  五 讨论 

 

  1 NDV 感染的持续存在 

 

  调查发现，在蛋鸡场都存在康复鸡混群饲养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 NDV 在鸡群中持

续存在。病鸡及带毒鸡是 NDV 的主要传染源，由于基层养鸡场缺乏对病鸡的严格隔离，致

使病毒在免疫鸡群的个体之间相互传播、反复感染。在徐州地区大多数养鸡场存在不同日龄

的鸡混养的现象，当对大龄鸡用稍强毒力的疫苗进行免疫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雏鸡的感染。 

 

  2 产蛋鸡群对 NDV 有抵抗力 

 

  目前鸡场对 ND 采取了强化免疫，特别是产蛋鸡群的每个个体都采取了多次弱毒苗、灭

活苗的免疫，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免疫力，因此很少发生因 NDV 引起的大批死亡，在这些鸡

群中多表现一时性产蛋下降，特别是产蛋高峰期，或在此同时诱发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症状。 

 

  3 NDV 不断变异 

 

  秦卓明等研究发现，不管是人工传代还是自然选择，NDV 的毒力均有可能由弱变强，

这种毒力演化的速度在明显加快，几十年来，NDV 一直在不断进化演变之中，而疫苗的研

究远没有赶上抗原变异的速度。目前证实 LaSota 疫苗能够抵抗基因Ⅶ型野毒株的攻击，但

免疫保护所需要的抗体阈值越来越高。当禽体 ND 抗体 HI 效价低于 1：32 时就会发生 ND

并出现大量死亡。当 HI 抗体效价在 1：32 以下时，应及时加强免疫。特别是近年来鹅源性

NDV、鸭源性 NDV 的出现，对传统疫苗的保护性提出了挑战。刘华雷等从我国部分地区分

离的 8 株 NDV，其中 7 株属于基因Ⅶ型 NDV，因此提出在 I 系苗、Ⅳ系苗、LaSota 等常规

疫苗免疫的基础上再应用含有基因Ⅶ型的毒株鸡副粘病毒灭活苗进行适当的免疫。 

 

产蛋鸡非典型NDv的综合防控建议 

 

  1 坚持免疫监测，制定合理免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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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定期免疫监测，保证有效抵抗力，是预防非典型新城疫的关键。定期对免疫鸡群抽

样采血作 HI 试验，确定最佳免疫时机，通过免疫前后抗体检查，及时对免疫效果进行评估，

一方面了解疫苗免疫接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制定免疫程序的依据。一般活苗在免

疫后 2 周，灭活苗免疫后 3～4 周，HI 抗体应提高至少 2 个滴度。 

 

  2 健全生物安全体系 

 

  实践证明，仅以疫苗免疫为主的控制体系而忽视常规的兽医卫生防疫措施是极其错误

的。应严格执行防疫制度和措施，实行以场区为单位的全进全出制度，至少应保证每一鸡舍

实现全进全出，以彻底消除病原在鸡舍内的传播。 

 

  3 注重产蛋下降的病原诊断 

 

  新城疫、禽流感、产蛋下降综合征等疾病都可以引起产蛋下降，其中较常见的是由新城

疫引起，三者在毒力较弱时，症状很相似，比较难鉴别。分离病毒不实用，最常见的是查抗

体滴度。崔治中提出，当鸡群发生产蛋下降时，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比较产蛋下降前和产

蛋下降后不同时期不同病毒抗体的平均滴度的变化，哪一种病毒的抗体平均滴度明显升高，

就表明将是哪种病原引起的产蛋下降。 

 

蛋鸡新城疫的诊断   

    新城疫是危害我国养禽业最严重的疾病之一。近年来随着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的广泛应

用，新城疫的暴发流行已明显受到控制，但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养鸡散户的比例很大，免疫不

规范，不严格，且饲养环境多被病毒严重污染，给新城疫的防制增加了不少困难。目前，很

多地方新城疫的免疫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接种过疫苗的鸡群仍常发生以呼吸道症状和产蛋下

降为特征的所谓非典型新城疫。   

 

  一、临床症状：个别鸡只精神沉郁，蛋色变浅，白壳，沙壳蛋，黄白绿稀粪，有呼噜啰

音，喉部发出咯咯声，死亡一只。   

 

  二、解剖症状：鸡冠发白，颈部淤血，咽喉黏膜出血，气管轻微出血有粘液，卵泡充血，

腺胃乳头肿胀，十二指肠升段扁桃体肿胀，盲肠和直肠褶皱处有出血，盲肠扁桃体（淋巴滤

泡）出血 ，死亡原因夹在笼子失血过多而死，本只鸡解剖症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新城

疫《前驱期》，传染病的发生要经过；潜伏期.前驱期.症状明显期.和转归期四个阶段。在疾

病的前驱期用新城疫 IV 配合维康一号 250/瓶紧急接种 12 小后用药物治疗。   

 

    三、治疗：   

济南维康畜禽病防治研究所专用方案   

 

上午:赶快治 500 只/瓶，四大金刚 300 斤料/袋 拌料 卵杆康饮水 400/瓶，下午呼霸 300 水/

瓶 连用三天用药第二天晚上，户主李老板打电话高兴地说呼吸道 基本消失降 3 枚鸡蛋,无

伤亡，第四天回访鸡群采食，产蛋，精神粪便一切正常，三天得到有效控制，病后用维歧丽

宝益酶丽维拌料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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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肉鸡新城疫的症状小结   

 

鸡新城疫是由副黏病毒科禽腮腺炎病毒属的禽副黏病毒 I 型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败血性和

高度接触性传染病。鸡新城疫群发病后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顿，张口想象普遍，呼吸感觉困顿。

2-4 天后，采食量下降。采食量下降的同时出现产蛋波动和下降，产蛋下降 20-40%不等，拉

稀绿粪、精神委靡、死亡率增加。   

    

一、肉鸡新城疫症状：   

    

病鸡气管出血并且有粘液附着，腺胃乳头或乳头间有鲜明的出血点、腺胃与肌胃的交界处呈

带状出血，小肠黏膜上有枣核样出血或溃疡是本病的特征。现阶段，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

该病以非典型症状呈地区流行性，主要发生在二免后，多由于首免的抗体水平不一致引起。

发病鸡群主要表现为慢性过程，发病率和死亡率低，但病程长，以腹泻和轻微呼吸道症状为

主。剖检见肠道炎症，腺胃乳头肿胀挤压有乳白色液体流出。   

 

二、蛋鸡新城疫症状   

 

病鸡 30-60，80-100，250 日龄左右，常见的以呼吸重为主；以大群精神正常不断出现死亡

以及疾病等；产蛋高峰期常表现的非典型新城疫；新城疫的症状（粪便、神经症状、甩头、

张口喘气）   

剖检症状剖检病死鸡可见喉头出血或出血性溃疡；在食道与腺胃交界处有出血点。腺胃黏膜

乳头出血；十二指肠溃疡，小肠黏膜有圆形或枣状坏死溃疡病灶。盲肠扁桃体溃疡。   

 

蛋鸡新城疫的防治方法 

  新城疫又名亚洲鸡瘟、伪鸡瘟。它是由新城疫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1）流行特点。本病不分品种、年龄和性别均可发生。幼雏和中雏易感性最高，两年

以上的老鸡易感性较低。一年四季都能发病，但以春秋季节发病较多。病鸡是本病的主要传

染源，在其症状出现 24 小时前，即由口、鼻分泌物和粪便中排出病毒，直到症状消失后 5-7

天才停止排毒，潜伏期为 2-7 天。 

 

  （2）临床症状，分为 3 型。一是最急性型：突然发病，此型病鸡常常没有什么临床异

常表现，头天晚上正常，次晨死亡。二是急性型：病初体温升高达 43-44℃，垂头缩颈，眼

半闭，鸡冠及肉髯渐变暗红色或紫色；产蛋鸡产蛋量下降，畸形蛋增多；病鸡咳嗽，呼吸困

难，有粘液性鼻漏，常伸头张口呼吸，发出“咯咯”喘鸣声；病鸡嗉囊内充满液体内容物，

倒提时常有大量酸臭的液体从口内流出；粪便呈黄绿色或黄白色，后期排蛋清样的粪便；有

的病鸡还出现翅、腿麻痹等症状。三是亚急性或慢性型：病鸡翅腿麻痹、跛行或站立不稳，

头和颈向后或向一侧扭转，常伏地旋转，动作失调，发作后一般经 10-20 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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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病理变化。急性型食管和腺胃交界处常见有出血斑或出血带，腺胃乳头肿胀，乳

头出血，胃角质膜下也可见出血点；整个肠道充血或严重出血，十二指肠和直肠后段最严重，

肠常呈弥漫性出血，肠粘膜密布针尖大小的出血点；肠淋巴滤泡肿胀，突出于粘膜表面，局

部肠管膨大，充满气体粥样内容物；心外膜、心冠脂肪上可见出血点；喉头、气管内有大量

粘液，并严重出血；产蛋卵黄膜严重充血、淤血，卵黄破裂，形成卵黄性腹膜炎。亚急性或

慢性型：剖检变化不明显，个别鸡可见肠卡他性炎症，小肠粘膜上有纤维素性坏死。近年来

非典型新城疫常有发生，非典型新城疫一般多散发，发病率在 5-10%，临床症状和剖检病变

极不典型，在临床症状上很难觉察，在剖检病变上只有把多只病死鸡的病变症状进行综合分

析。如一只病鸡只有肌胃角质皮下出血，其他器官见不到病变；另一只病死鸡只有小肠粘膜

见有枣核形肿胀溃疡病变；再一只病死鸡只有盲肠淋巴结肿胀坏死病变；根据三者或四者的

剖检病变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初步判定。产蛋鸡严重者卵泡破裂，卵黄散落到腹腔中形成

卵黄性腹膜炎。 

 

  （4）防治。本病无治疗药物，鸡群发病后，应采取紧急免疫措施，封锁鸡场，病死鸡

作深埋等无害化处理，彻底消毒。同时根据鸡的日龄大小，小鸡用 IV 系疫苗倍量点眼或饮

水。大鸡用 I 系苗进行紧急接种。 

 

蛋鸡新城疫与大肠杆菌混感症状和防治 

鸡新城疫，由副粘病毒引起的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又称亚洲鸡瘟或伪鸡瘟。常呈急性败血鸡

新城疫鸡新城疫症状。同时感染其他病原菌如大肠杆菌引起的内源性感染，将会使产蛋鸡产

蛋量下降，育成鸡死亡率增加。现结合某养殖场蛋鸡新城疫并发大肠杆菌病的病例，来浅析

一下如何进行防治。  

 

本次流行的疾病为新城疫和大肠杆菌混合感染。一般情况下，免疫鸡群发生新城疫均属非典

型新城疫，但本次流行更接近典型的新城疫，如呼吸道症状、腺胃及各段肠管出血、盲肠扁

桃体出血坏死和发病后期的神经症状。  

 

对新城疫的防制关键是做好免疫。7 ~ 10 日龄时，用弱毒疫苗滴鼻或点眼，间隔 15 d 每只鸡

滴鼻点眼 1.5 只份弱毒苗，同时在颈部注射 0.5 ml 油苗，75 ~ 80 日龄和 120 日龄左右每只

鸡注射 0.5 ml 油苗。  

 

鸡新城疫疫苗因其病毒亲嗜性较广泛，皮肤、黏膜都是所亲嗜对象，所以免疫方法较多。如

采用饮水、滴鼻、点眼及气雾免疫，尤以滴鼻点眼最好。同时，还应注意一些细节：如滴鼻、

点眼要保证疫苗进入鼻腔及眼内；活疫苗在 1 h 用完，灭活苗在 24 h 用完，解冻或开启后剩

余疫苗应销毁，千万不可冻结后再用。用完后的疫苗瓶、器具、包装物等要彻底消毒或销毁，

进行无害化处理。  

 

济南维康畜禽病防治研究所专家建议方案：  

赶快治 500 只鸡每瓶、卵杆康 300 斤水、麻黄口服液 200 斤水混合饮水连用 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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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新城疫的诊断治疗 

 

新城疫是危害我国养禽业最严重的疾病之一。近年来随着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的广泛应用，

新城疫的暴发流行已明显受到控制，但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养鸡散户的比例很大，免疫不规范，

不严格，且饲养环境多被病毒严重污染，给新城疫的防制增加了不少困难。目前，很多地方

新城疫的免疫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接种过疫苗的鸡群仍常发生以呼吸道症状和产蛋下降为特

征的所谓非典型新城疫。 

 

有一新城疫病例，2009.10.16 

 

一.问诊 193 天产蛋正高峰期，采食产蛋正常，有呼吸道症状，蛋壳颜色变浅，死亡 1 只，

有个别鸡拉稀粪，《初步诊断新城疫或温差过大引起的感冒》 

 

二.临床症状：个别鸡只精神沉郁，蛋色变浅，白壳，沙壳蛋，黄白绿稀粪，有呼噜啰音，

喉部发出咯咯声，死亡一只。 

 

三.解剖症状：鸡冠发白，颈部淤血，咽喉黏膜出血，气管轻微出血有粘液，卵泡充血，腺

胃乳头肿胀，十二指肠升段扁桃体肿胀，盲肠和直肠褶皱处有出血，盲肠扁桃体（淋巴滤泡）

出血 ，死亡原因夹在笼子失血过多而死，本只鸡解剖症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新城疫《前

驱期》，传染病的发生要经过；潜伏期.前驱期.症状明显期.和转归期四个阶段。在疾病的前

驱期用新城疫 IV 配合维康一号 250/瓶紧急接种 12 小后用药物治疗。 

 

四.治疗：济南维康畜禽病防治研究所专用方案上午:赶快治 500 只/瓶，四大金刚 300 斤料/

袋 拌料 卵杆康饮水 400/瓶，下午呼霸 300 水/瓶 连用三天用药第二天晚上，户主李老板打

电话高兴地说呼吸道 基本消失降 3 枚鸡蛋,无伤亡，第四天回访鸡群采食，产蛋，精神粪便

一切正常，三天得到有效控制，病后用维歧丽宝益酶丽维拌料调理 

 

五.总结：在饲养当中，一定以预防为主 治疗为辅，尤其现在气候多变，定期做好免疫接种

工作，四大金刚每袋 500-1000 斤料，维康一号每瓶 500 只鸡，2-3 次/月平时加强保健，在

治疗当中虽然药费偏高，但控制较快，没有出现降料降蛋现象，简接性降低了损失，增加了

效益。 

 

高产蛋鸡新城疫的病例分析 

 

1 新城疫的诊断与防治  

3 月潍坊昌乐，某鸡场 240 日龄 6000 只鸡出现呼吸道主要以呼噜为主，精神沉郁，产蛋下

降，发病七天，之间用过药，效果不理想，病情继续发展，来我处就诊时每天死亡五六只，

产蛋率下降百分之三十，根据临床及解剖症状诊断为新城疫与大肠杆菌混合感染   

 一、发病及流行特点  

  本病可侵害各个日龄的鸡，发病率高低和鸡群的新城疫抗体高低、病毒致病力强弱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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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一年四季均可发病，尤以冬春多发，是当前影响养殖业发展的主要疾病之一。  

二、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本批鸡大群精神较好，部分精神沉郁，羽毛松乱，眯眼打盹，

采食量下降百分之二十，大群咳嗽、发出“呼噜”声，口腔有粘液，拉白粘粪便和黄绿便，

死亡鸡只严重脱水消瘦。离群呆立，点头或头部震颤。解剖病理变化有:喉头、气管出血、

充血，有大量粘液，肺部瘀血。腺胃乳头水肿、十二指肠、卵黄蒂、盲肠扁桃体等肿胀岀血，

直肠条纹样出血，卵泡萎缩变形，个别包心包肝，腹腔内有黄色干酪物  

  三、发病原因  

 1、这个地区养殖比较密集，属于一种小型的养殖小区，防疫不同步，散毒较多  

2、这批鸡防疫程序不合理，120 日龄注射过新城疫油苗，四个月未再防疫，抗体低是本次

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  

四、防治  

  1、养殖场应实行综合性的卫生防疫制度。尤其养殖小区应该全进全出，进鸡前进行彻

底清扫、冲刷、消毒，并有适当的空闲期，进鸡前再进行 1 次全面消毒，进鸡后加强饲养管

理，改善饲养环境，保证鸡群健康。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选用质量合格的疫苗，使用正确的

免疫途径并正确操作，严格执行卫生制度和措施。  

  2、在接种疫苗前后，饮水饲料中可添加济南维康畜禽病防治研究所专用的活力素或维

歧丽宝，补充微量元素及各种维生素，减少应激  

3、接种疫苗前后 24 小时内，不要给鸡饲喂磺胺类或呋喃类等抗菌药物和消毒药物。  

  4、建立新城疫抗体监测制度，定期随机抽样鸡群的血液，做 HA-HI 试验，检测新城疫

抗体滴度，根其消长规律及时强化免疫。  

5、建立一套适合本地合理的防疫程序  

6、疾病发生后及时就诊，找本地比较权威的兽医师诊断，以免贻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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