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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住白细胞虫病的防治措施大全 

鸡住白细胞虫病症状和防治 

 鸡住白细胞虫病的病原体以卡氏住白细胞虫为主，是一种侵害血液、肌肉与内脏器官的原

虫性寄生虫病。本病在夏、秋季多发，主要临床症状为咯血、排出血便、冠与肉髯苍白和呼

吸困难，剖检见肌肉与内脏出血。  

 

  一、流行病学  

 

  住白细胞原虫在鸡体内进行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在蠓等吸血昆虫体内形成生殖性孢子

小体。它的生活史是鸡→蠓→鸡。因此本病常发生于蠓蝇存在的夏秋季，各种天龄的鸡都易

感。  

 

  二、症状和病理变化  

 

  病鸡的症状主要是咯血、呼吸困难、鸡冠苍白， 后倒地挣扎而死。尤其是急性病例这

些症状更为明显。剖检时可见全身各处皮下有出血斑，胸腔和腹腔内积血；肌肉与各内脏除

出血外，仔细观察时，还可发现一些细小的灰白色病灶。  

 

  三、诊断  

 

  根据流行季节、临床症状、病理变化等基本上可作出诊断，确诊需镜检到原虫或用琼扩

试验检查特异性抗体。  

 

  四、防治  

 

  防治本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设法消灭传播媒介库蠓。 可利用成虫喜欢进入鸡舍内吸血

的特点，在库蠓肆虐猖獗的季节，鸡舍场地可用 0.1%除虫菊酯喷洒，以杀灭成虫。在本地

区发生此病流行期间，药物预防可用可爱丹，每吨饲料混入 150 克；或泰灭净粉每吨饲料

混入 30 克。  

 

  经初步诊断为本病时，应马上进行药物治疗。可用：① 氨丙啉：效果较好的是强效氨

丙啉(20%氨丙啉+1%乙氧酰胺苯甲酯+12%磺胺喹恶啉)，使用浓度不要超过 165PPM。② 克

球粉：125PPM 克球粉+20PPM 苯甲癸氧喹酯的防治效果比单用 125PPM 克球粉好，能有效

控制史氏住白细胞原虫病。③ 泰灭净：0.1%泰灭净钠粉剂饮水连用三天后，改为 0.01%连

用 2 周可起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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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一用药易产生抗药性，所以应几种药物交替使用效果较好。  

 

产蛋鸡卡氏住白细胞虫病的诊治 

 

  2005 年 8 月份，我县有几个养鸡场饲养的产蛋鸡先后发生以贫血、鸡冠苍白、产蛋率

下降、瘫痪及零星死亡为特征的疾病，根据临床特征、剖检变化及实验室诊断等，诊断为卡

氏住白细胞虫病。笔者确诊后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控制了该病的流行。 

  1 发病经过及症状 

   初期鸡冠、肉垂颜色变淡，继而病鸡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或废绝，瘫痪，鸡冠和肉垂

苍白，排黄绿色或白色稀粪，有的鸡冠髯根部苍白，上部为白色或黄色，有的鸡冠上有红色

颗粒，有的鸡颈部、胸腹部及股内侧皮下有大小不等的出血斑点，产蛋率急剧下降，产软壳

蛋、薄皮蛋，接着出现零星死亡，日死亡率 0.2%～0.5%，大多数病鸡死前抽搐和痉挛，个

别鸡死亡前后口鼻流血。 

  2 剖检变化 

   剖检病死鸡 22 只，表现颈、胸腹部皮下有出血小结节（12/22）;冠、脸、肉垂苍白，

血液稀薄，肌肉苍白（22/22）;肝脏肿大，呈土黄色，有许多粟粒大小的出血小结节或黄白

色结节（20/22）;脾脏肿大，有针尖大小的出血点和灰白色结节（20/22）;胰脏有许多粟粒

大小的出血小结节，界限明显（16/22）;腹膜、肠系膜有界限明显的出血小结节（18/22）;

小肠呈暗红色（13/22）;腹膜内有凝血块或黄红色腹水（9/22）;肾脏肿大出血，表面有凝血

块（8/22）。 

  3 实验室诊断 

  用消毒过的针头，从濒死鸡鸡冠刺取一滴血液，经姬姆萨氏染色液染色，置高倍显微镜

下观察，见有呈圆形的卡氏住白细胞虫配子体。 

  4 治疗 

  4.1 复方泰灭净 500mg/kg 拌料，连喂 3 天，改用 200mg/kg 拌料，连用 7 天，效果很好，

并在饮水中加入 0.1%的小苏打，以减少磺胺类药物的毒副作用。 

  4.2 白冠净颗粒（主要成分为常山、青蒿、神曲、黄柏、大蓟等）按每袋 50g 饮水 150kg，

连用 4～5 天，停药 2 天，再用药 5 天效果也很好，成本较复方泰灭净低。 

  在用药的同时，饮水或饲料中添加维生素 K3，以缓解病鸡的出血症状，饮水中添加电

解多维或速补以促进病鸡的康复，一般用药后 2 天即可控制死亡，用药后 15～20 天，产蛋

率开始恢复。 

   5 预防措施 

   5.1 搞好环境卫生。消除鸡舍周围杂草，垫平臭污水沟，以减少蚊虫孳生。 

  5.2 消灭中间宿主。库蠓是该病的传播媒介，为切断传播途径，在流行季节，鸡舍内外

喷洒对鸡毒性较小的杀虫剂，如溴氢菊酯、灭害灵等消灭库蠓。 

  5.3 药物预防。流行季节，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预防性药物，如复方泰灭净等，以预防

该病发生。 

   6 小结 

  6.1 产蛋鸡典型的卡氏住白细胞虫病在我县流行尚属首次，2005 年 7、8 月份我县气候

高温高湿，气温一直在 20℃以上，有利于库蠓的大量繁殖，故引起该病流行。 

  6.2 使用复方泰灭净防治该病时，用药量要足，同时疗程要够。 

  6.3 防治产蛋鸡卡氏住白细胞虫病，尽可能选用中药制剂，以免影响产蛋和引起药物残



 

留。 

 

 

鸡住白细胞虫病的诊治 

1 发病情况 

 

我市某养殖户饲养的仙居土鸡 2 000 羽，23 日龄时发病，1 周内发病 612 只，病死 295 只；

另一养殖户饲养的 5 000 羽三黄雏鸡，35 日龄时发病 2 065 只，病死 878 只，两者发病率分

别是 30.6%和 41.3%，病死率分别是 48.2%和 42.5%，均为果园放养。　 

 

 

2 临床症状 

 

 

病鸡精神沉郁，羽毛松乱，步态不稳，食量大减，流涎，下痢，粪绿色或白色，部分卧地不

起，到第 8 天确诊时已有部分出现嘴鼻出血，呼吸困难，病鸡鸡冠、肉髯苍白，消瘦。　 

 

 

3 剖检变化 

 

 

死前口鼻流血是住白细胞虫病的特征性病变。肌肉苍白，胸腿肌、心肌都有大小不等的出血

点，部分病鸡呈片状出血，皮下出血，肝脾肿大，肝表面也有出血点或有灰白色或稍黄的粟

粒大小结节。气管、肠系膜出血或溃疡，部分法氏囊有出血点。　 

 

 

4 实验室诊断 

 

 

根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特征性病变(口流鲜血)，初诊为鸡住白细胞虫病。为了确诊，采

取病死鸡冠血一滴涂成薄片，用姬姆萨氏染色高倍镜下观察，结果发现了虫体、配子体，多

呈椭圆形或卵圆形，整个白细胞呈船体状。挑取肝脏白色小结节压片可见到圆形裂子体。 

 

　 

 

5 防制措施 

 

 

(1)病鸡群用复方泰灭净，按 500 mg/kg 拌料饲喂，连喂 3 天，后改为 200 mg/kg，再用 3 天；

同时添加维生素 A 和多维葡萄糖，后改为痢特灵按 0.03%比例拌料饲喂，连用 7 天，疫情

得到控制，停止死亡。 

 



 

 

(2)及时清理棚内鸡粪，隔离病鸡群，果园场地用 0.01%敌百虫溶液喷洒，连用 3 天，再用

0.1%敌杀死喷洒 2 次，消灭吸血昆虫，切断传播途径。　 

6 体会 

 

 

(1)根据临床治疗效果观察，复方泰灭净治鸡住白细胞虫病效果显著，但应注意药物中毒。 

 

 

(2)本病的发生与蚋、库蠓有关，夏秋季正是这些昆虫大量繁殖时期，发病时间多在 6～10

月份，所以果园放养应定期喷洒杀虫药，消灭吸血昆虫，有效预防鸡住白细胞病。 

 

 

(3)果园养鸡应该把鸡群的防疫，场地的净化，果树的保护同时进行，扬长避短，综合效益

是十分显著的。 

 

肉鸡卡氏住白细胞虫病的诊治 

  鸡住白细胞虫病又称为鸡白冠病、鸡出血性病，是住白细胞虫寄生于鸡的白细胞（主要

是单核细胞）和红细胞内，由吸血昆虫传播引起的以贫血、下痢、咯血、全身器官与组织出

血和粒状结节为特征的一种血液原虫病。该病呈地方性、季节性流行。在我国已发现寄生于

鸡的卡氏和沙氏住白细胞虫，其中以卡氏住白细胞虫（传播昆虫为库蠓）的致病性和危害性

较大。２００３年７月，成都新津地区某鸡场暴发该病。现将诊治情况报道如下。 

 

  １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该场饲养有１ ０００只艾维茵肉鸡，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０日，场主李某发现７只鸡突

然死亡，部分鸡只出现精神不振、闭眼、下痢等症状，怀疑为大肠杆菌病，遂用倍量的丁胺

卡那霉素饮水治疗，结果不见明显好转，而且病情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病鸡精神沉郁，

食欲不振，体温升高，步态不稳或有轻瘫，流涎，下痢、粪便黄绿色或黄白色。病鸡鸡冠表

现不同程度的苍白，部分发绀、萎缩、倒冠，肉髯苍白。严重病例因咯血、出血、呼吸困难

而突然死亡。 

 

  ２ 剖检变化  

 

  共剖检病死鸡１５只（其中１０只死鸡、５只濒死鸡），病变基本一致：①全身皮下、

胸肌、腿肌、心肌有大量散在的出血斑点和粟粒大小白色结节。②肝、心外膜、肺、胰腺、

肠浆膜和附着于肌胃脂肪及腹腔脂肪等处均见有粟粒大小的灰白色或红色圆形小结节突出

于表面，与周围组织界限明显。③口腔内粘液增多，其中４只积有血液凝块，气管内和胸膜

有带泡沫的血液，肺充血和出血。④肠黏膜出血，尤以直肠 严重，呈弥漫性出血，偶见溃

疡，肠腔扩张，内有黄绿色或黄白色胶冻样粪便。⑤全身消瘦，血液稀薄，高度贫血。肝脾

肿大２～３倍、质脆，脾、腺胃、肌胃时见有出血，部分病死鸡肾脏被膜下有出血斑块。 

 



 

  ３ 实验室诊断 

 

  ３．１ 细菌学检查  

 

  无菌采集病鸡的心、肝、脾等病料进行涂片，革兰氏和瑞氏染色，未发现细菌；无菌操

作将心、肝、脾等病料划线接种于麦康凯和血平板上，３７℃培养２４～４８ｈ，均无细菌

生长。  

 

  ３．２  病毒学检查  

 

  取８只病死鸡的肝脏，制成１∶１００的乳剂，加入双抗处理后，３ ０００ｒ／ｍｉ

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经菌检为阴性后，分别接种鸡胚，未发现鸡胚有病毒感染。 

３．３  寄生虫检查  

 

  （１）挑取病鸡的心脏或肠系膜上的白色结节，置载玻片上，加生理盐水１滴，盖上盖

玻片，置显微镜下观察，可见到卡氏住白细胞虫裂殖体。 

 

  （２）从病鸡翅膀小静脉采血，涂成薄片，自然干燥，用甲醇固定２～３ｍｉｎ，姬姆

萨染色，干燥后，油镜下检查，发现大量圆形的卡氏住白细胞虫配子体。 

 

  ３．４  动物回归实验  

 

  选取健康鸡场血检为阴性的雏鸡１０只，分为２组，每组５只，试验组肌肉注射带虫血

液（心脏采血）０．５ｍｌ，对照组注射０．５ｍｌ生理盐水。结果：注射后６ｄ试验鸡均

出现临床症状（其中２只死亡），血检有虫体；对照鸡健康，血检为阴性。 

  

  根据实验室诊断结合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剖检变化，确诊为鸡卡氏住白细胞虫病。  

 

  ４ 防治措施  

 

  （１）加强鸡舍及周围环境清理消毒。清除舍内杂草及污水等，同时鸡舍内外用０．１

％除虫菊素喷洒，以杀灭库蠓，切断传播途径。  

 

  （２）加强饲养管理，饲料中按０．１％添加复方泰灭净（菌虫双克），连用７ｄ；同

时饮水中加入电解多维。  

 

  用药３ｄ后，除个别病重鸡死亡外，其余鸡只精神明显好转，７ｄ后完全康复。 

 

  ５  小结   

 

  （１）鸡卡氏住白细胞虫病的流行与库蠓的活动有密切关系。气温在２０℃以上且湿度

较大时，库蠓繁殖快、活动能力强。鸡舍通风不良、潮湿，周围有杂草、树丛、污水存在，

为库蠓大量孳生繁殖创造了条件，从而导致该病的流行。 

 



 

  （２）在该病流行季节，为了根除库蠓的孳生地和切断其传播途径，应对鸡舍周围环境

彻底清理消毒，鸡舍要安装纱窗，阻止库蠓的进入；并用诱捕灯或用杀虫剂对鸡舍内外每隔

６－７ｄ喷洒１次，以杀灭库蠓。同时，在饲料中添加预防性药物，可减少该病的发生。（本

文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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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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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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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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