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养鸡病防治大全  

散养鸡中毒如何急救 

    农村散养鸡常因误食拌过农药的种子或灭鼠药饵而引起中毒，如抢救不及时会造成死

鸡。因此，发现有鸡中毒，可采用以下急救方法：  

    

  灌服白糖水 取白糖先用少量热开水搅拌溶化，再加开水配成浓度为 20%的白糖溶液。

对中毒轻的鸡每羽灌服 50 毫升，雏鸡用量酌减，每隔 1 小时灌服 1 次。一般灌服 2-3 次，

将病鸡单独关养，并配以清洁饮水，辅喂软饲料、青菜叶，治愈率可达 90%。  

    

  灌服油菜籽水 取油菜籽少许，加水适量，放入锅内煎煮，用纱布过滤取液。中毒严重

的鸡每羽灌服 2-3 汤匙，中毒较轻的鸡每羽灌服 1 汤匙即可。  

    

  灌服香油 将有机磷农药中毒的鸡每羽灌服香油（芝麻油）3-5 毫升，20-30 分钟即可

见效。  

    

  灌服甘草汁 鸡有机磷农药中毒，可用甘草加水 150 克煎汁，与滑石粉 10 克混匀，供

20 羽鸡灌服，解毒效果明显。  

    

  切囊冲洗 重度中毒鸡，可将嗉囊外部鸡毛拔掉消毒，用刀片把皮肤切开，露出嗉囊，

再错开皮肤切口在嗉囊上切开，长度视内容物多少而定，把内容物取出，用 0.1%的高锰酸

钾溶液或食盐凉开水冲洗干净，填入少量易消化的饲料，然后用消过毒的针线分别把嗉囊和

皮肤缝合，在缝合处撒上消炎粉。手术后 12 小时内禁止喂饲料和饮水，1-2 天内喂容易消

化的饲料，并控制喂量，5-7 天即可痊愈。   

 

可以引起散养鸡的死亡的原因 

 

一 进鸡苗前没作好充分准备，鸡舍无消毒彻底，保温设备欠佳，工作安排忙乱，鸡苗进舍

后没及早开饮开食，未能做到精心育雏，培养壮苗。冬天，对小鸡注意保温，但忽视了中、

大鸡的保温，造成大量死亡。 

 

二 大多数养鸡户缺乏经济实力和长远打算。鸡舍简陋，基本设施与技术条件差，受外界环

境影响大。如育雏期多用煤炭炉保温，不能自动调温，温度忽高忽低，易引起疾病。 

 

三 不少养鸡户亦工、亦农、亦牧，只讲效益，不重科学。因此好价时多进苗，在同一间鸡

舍养着２—３群不同品种、不同日龄的鸡，密度大，通风不良，根本做不到“全进全出”与

严格消毒。以致病原代代相传，毒力增强，“百病重生”，增加了“防、诊、治”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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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药不合理，有盲目用药、乱用药或不用药的现象。如用药不及时，延误病情；用药过

量，引起中毒；守旧用药，致使产生抗药性与耐药性等等。另外，目前市面上假药及不合格

药品众多，养户难以分辨真假，也是造成死鸡及养鸡成本增高的原因。 

 

五 管理粗放，卫生差，忽视消毒，致使大肠杆菌、霉形体等病严重。鸡群用药时，发病与

死亡明显下降，但停药后２—３天又复发，这是环境污染严重所致。有的病弱鸡没及时隔离

处理，死鸡和鸡粪没认真做到无害化处理，灭鼠杀虫没做到制度化，造成病原扩散，重复感

染，增加治疗难度。 

 

散养鸡组织滴虫病的诊治 

组织滴虫病也叫盲肠肝炎或黑头病， 是由火鸡组织滴虫寄生于禽类盲肠和肝脏引起的寄生

虫病， 火鸡和鹧 鸪极易感染。2010 年 6 月， 辽宁省宽甸县石湖沟镇张某饲养的 2000 只

90 日龄鸡陆续发病死亡， 经综合诊断，确诊为组织滴虫病， 现将诊断与治疗情况报道如

下。 

 

1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辽宁省宽甸县石湖沟镇张某饲养当地土种鸡 2000 只， 散养于自家房后一片空地上， 四周

用竹竿围成栏， 顶部用油毡纸搭盖， 以前曾用此法养过鸡。2010 年 6 月上旬， 部分鸡

开始出现食欲减退， 精神沉郁， 面部肿胀，闭眼， 缩头缩颈， 翅膀下垂， 步态不稳， 排

淡黄色或黄绿色稀便。用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治疗无效， 发病后期，部分鸡的鸡冠、髯部

发绀， 呈暗紫色，并陆续出现死亡， 共发病 135 只， 死亡 65 只。 

 

2 剖检变化 

剖检病、死鸡 10 只， 两侧盲肠显著肿大， 盲肠壁增厚， 内充满黄色或绿色的干酪样肠

芯， 盲肠粘膜溃疡、发炎、出血； 肝脏显著肿大， 呈紫褐色， 表面有明显的黄色或黄绿

色的局限性圆形、中央凹陷、边界稍微隆起的病灶； 肾、脾稍肿胀。 

 

 

3 实验室诊断 

3.1 虫体检查 

用约 4℃的生理盐水稀释盲肠粘膜刮取物， 做成悬滴标本， 高倍显微镜（400） 镜检观察， 

镜下可见到呈钟摆式来回运动的小球形原虫， 虫体一端有 1 根短鞭毛， 根据形态特征确

诊为组织滴虫病。 

 

3.2 细菌检查 

取病死鸡的肝、脾、心血制成涂片， 革兰氏染色镜检， 未见细菌； 以无菌操作取上述病

料分别接种于普通 

琼脂和鲜血琼脂培养基上看， 至 37℃恒温培养箱中分别作需氧和厌氧培养 48 小时观察， 

均无细菌生长。根据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剖检变化及实验室检查， 诊断为组织滴病。 

 

4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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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病鸡按 30mg/kg 体重口服甲硝达唑（灭滴灵）； 饲料中用 0.04% 痢特灵拌料饲喂。以

上两种药同时使用，连用 5d。经过 1 周的治疗， 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再无发病和死亡， 患

病鸡康复。 

 

5 小结 

本病是通过鸡异刺线虫虫卵传播的。鸡异刺线虫常寄生在鸡和火鸡等体内， 组织滴虫能够

进入异刺线虫虫 

体内， 再转入其虫卵中。当禽类吞食含有组织滴虫的鸡异刺线虫虫卵时即可发病。蚯蚓为

机械性传播媒介， 当含有组织滴虫的鸡异刺线虫虫卵被蚯蚓等动物吞食后， 如果禽类食入

了这些动物， 也能感染组织滴虫病。本次发病的鸡散养于土质地面上， 土壤内还有数量众

多的蚯蚓， 这些都为组织滴虫病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导致鸡发病。因此， 应加强饲

养管理， 对地面粪便及时清理， 堆积发酵， 以切断传播途径和传染源。用左旋咪唑或伊

维菌素定期驱除禽的盲肠异刺线虫，以防止组织滴虫病的发生。 

 

 

一起散养鸡住白细胞虫病的诊治报告 

  龙海市角美镇某农户散养的 20 多日龄土鸡突然发病，无食欲，口渴喜饮水，羽毛粗乱，

嗜睡，下痢，粪呈绿色、恶臭，3 d 死亡 l3 羽，死亡率 7.4％。50 余日龄鸡也吃料减少，常

躲在树下不愿走动，近出售的大鸡基本正常，无明显症状。通过临床检查、病理变化观察，

病鸡鲜血、肝脏涂片镜检，诊断为鸡住白细胞虫病，经采取综合防治措施，病情得到控制，

现报道如下． 

 

  1、发病情况与临床症状 

 

  该农户于 2004 年陆续在果园地散养土鸡，但数量很少，每年只在 6～12 月养 2～3 批，

每批 l00 余羽， 

 

  2006 年开始增加饲养数量并提早在 3 月(雨季) 就开始饲养。2006 年 4 月在第 2 批 178

羽小鸡(20 日龄)中，可见明显病鸡 34 羽，发病率 19％，有的不吃料，有的吃很少，倒挂压

迫嗉囔有淡黄色黏液流出，稀稠不一，病鸡昏睡或躲在树下不愿走动，2～3 d 内死亡 13 羽，

死亡率 7．4％。50 多日龄鸡在一个月前也发生类似症状，死亡 5 羽，死亡率 2．1％，检杏

该批鸡可见少部分鸡鸡冠苍白呈贫血状，消瘦，羽毛粗乱，个别鸡下痢，大鸡(已近出售)未

见明显症状。畜主曾采用青霉素饮水，病鸡还用磺胺嘧啶片每羽口服半片(0．25g)，每天 1

次，连用 5 d，病情缓解后不再服药。 

 

 

  2、剖检病理变化 

 

  剖检 2 羽发病小鸡，见其嗉囔、肌胃、腺胃有积血，十二指肠、空肠黏膜有明显出血斑

点；肺、肝、脾表面有出血点，肝、脾有针尖状灰黄色小结节，肾无明显病灶，胸肌有少量

出血点。剖检 l 羽消瘦的发病中鸡，其脏器苍白呈贫血状，大肠宿粪呈绿色，稀黏有恶臭味，

肿大，肝、脾表面有灰白色小结节，未见出血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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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实验室检查 

 

  采集 7 份小鸡鲜血和 3 份中鸡鲜血涂片，瑞氏染色，高倍镜观察，其中 g 片见到部分白

细胞变为梭形，两端呈菱状尖角。取病鸡肝脏研碎，生理盐水稀释，取 1 滴于玻片上，镜检

见巨形裂殖体。 

 

  4、诊断 

 

  根据病鸡贫血、下痢和脏器出血性病理变化，肝、脾有灰黄色针尖状小结节以及镜检见

到白细胞变形呈梭形，确诊该病为鸡住白细胞虫病。 

 

  5、治疗 

 

  5.1 小鸡 用磺胺一 6 一甲氧嘧啶 0．5g 配水 l kg 饮用，3 d 后改用 0．3g 配水 l kg，用

3 d 后，停药 5 d，再以 0．2g 溶于 l b 水中饮用，5 d 后停药。会采食的鸡只用磺胺一 6 一甲

氧嘧啶按 0．4％拌料，连用 5 d。 

 

  5.2 中鸡 用磺胺一 6 一甲氧嘧啶 0．3g 溶于 l 妇水中饮用 5 d，停药 5 d，再用 0．2g

溶于 l kg 水中饮用 5 d 后停药。磺胺一 6 一甲氧嘧啶按 0．4％拌料连用 5 d。用药后鸡群除

再死亡 2 羽后病情得到控制。 

 

  6、小结与讨论 

 

  （1）该农户往年 6 月开始散养土鸡，此时蠓、蚋活动减少，因此没有造成危害。2006

年 3 月开始散养，蠓、蚋吸血昆虫活跃，从而造成了鸡群感染。 

 

  （2）该病用磺胺药治疗和预防可收到很好效果。 

 

  （3）散养土鸡有较好的价格，无需很大的投资和设备，利用农村闲散、老弱劳力饲养

可以提倡和发展，但必须克服鸡住白细胞虫病的危害，建议采取以 F 措施；(1)育雏最好在

室内饲养，待 40 日龄后放牧。(2)可用艾叶、桉树叶等烟熏驱出蠓、蚋。(3)早晚蠓、蚋活动

相对活跃，可推迟放牧，提早返巢。(4) 磺胺二甲氧嘧啶按 0．02％拌料具有良好的预防效

果。(5)发病后一定要早诊断，采取有效防治方法。 

 

当前散养鸡死亡的原因 

  １、进鸡苗前没作好充分准备，鸡舍无消毒彻底，保温设备欠佳，工作安排忙乱，鸡苗

进舍后没及早开饮开食，未能做到精心育雏，培养壮苗。冬天，对小鸡注意保温，但忽视了

中、大鸡的保温，造成大量死亡。   

  ２、大多数养鸡户缺乏经济实力和长远打算。鸡舍简陋，基本设施与技术条件差，受外

界环境影响大。如育雏期多用煤炭炉保温，不能自动调温，温度忽高忽低，易引起疾病。   

  ３、不少养鸡户亦工、亦农、亦牧，只讲效益，不重科学。因此好价时多进苗，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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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鸡舍养着２—３群不同品种、不同日龄的鸡，密度大，通风不良，根本做不到“全进全出”

与严格消毒。以致病原代代相传，毒力增强，“百病重生”，增加了“防、诊、治”的难度。   

  ４、用药不合理，有盲目用药、乱用药或不用药的现象。如用药不及时，延误病情；用

药过量，引起中毒；守旧用药，致使产生抗药性与耐药性等等。另外，目前市面上假药及不

合格药品众多，养户难以分辨真假，也是造成死鸡及养鸡成本增高的原因。   

  ５、管理粗放，卫生差，忽视消毒，致使大肠杆菌、霉形体等病严重。鸡群用药时，发

病与死亡明显下降，但停药后２—３天又复发，这是环境污染严重所致。有的病弱鸡没及时

隔离处理，死鸡和鸡粪没认真做到无害化处理，灭鼠杀虫没做到制度化，造成病原扩散，重

复感染，增加治疗难度。 

 

小规模散养鸡群预防鸡瘟妙招 

  1.取大蒜一头，捣烂，放入 0.5 千克饲料中搅拌均匀，一只鸡一天喂 50 克，10 天为一

个疗程，停 3 天后再喂。 

 

  2.大蒜浸泡在酒里 24 小时，一只鸡一天喂 1～2 个蒜瓣，连喂 8～10 天。 

 

  3.用 2～3%盐水浸米 3 天，然后捞出喂鸡，连喂 7 天以上。 

 

  4.在饲料中加入少量白矾和生姜，每隔 10 天喂一次；如果出现病鸡，每隔 7～8 天喂一

次。 

 

  5.用猪苦胆浸泡绿豆 7～8 天，一只鸡喂 3～5 粒。 

 

  6.将仙人掌捣烂如泥，一日 2 次，连喂 2～3 天。 

 

  7.鸡舍与兔舍相连，上层养兔，下层养鸡，可避鸡瘟。 

 

  8.用兔的粪尿拌饲料喂鸡，可提高鸡的抗病力。 

 

  9.用尿盆中的尿疳拌饲料喂鸡，一日 2 次，连喂 3 天。 

 

  10.用 1%的来苏水对鸡体、鸡舍进行喷雾，可防治鸡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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