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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大肠杆菌病是一种由大肠杆菌引发的综合症，是蛋
鸡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细菌性疾病。大肠杆菌通常在
家禽胃肠道中发现，并通过粪便广泛传播，因此鸡
群通常会通过污染的粪便、饮水、灰尘和环境感染
（Charlton,2006）。大肠杆菌病会导致鸡群产蛋高
峰和产蛋后期死淘率上升，从而影响经济效益。大肠
杆菌病通常与其他疾病并发，因此诊断和治疗比较困
难。在生产实践中，大肠杆菌病通常在鸡群遇到传染
病、身体损伤、毒素或者营养问题时爆发。

大肠杆菌病可以通过观察到腹膜腔中含有渗出物来诊
断，包括血清、纤维蛋白、炎症细胞（脓）。纤维
蛋白是一种黄白色物质，是蛋鸡炎症反应的产物，可
以在许多器官的表面看到，包括输卵管、卵巢、肠
道、气室、心脏、肺、肝等。大肠杆菌病是蛋鸡和种
鸡零星死亡的常见原因，但也会导致群体死淘率的突
然上升。大肠杆菌导致的输卵管炎使鸡群产蛋率下降
并伴随零星死亡，是商品蛋鸡和种鸡死亡的常见原因
（Nolan等，2013）。初生雏鸡中检测到大肠杆菌表
明孵化厅清洗消毒不彻底，会导致雏鸡质量下降和早
期死淘率上升。

蛋鸡中的大肠杆菌病：概述

鸟类致病性大肠杆菌局部或全身感染综合症（Nolan等，2013）

局部感染 大肠杆菌性脐炎/卵黄囊感染 
大肠杆菌性蜂窝组织炎（炎症过程） 
肿头症 
腹泻病 
生殖道大肠杆菌病（急性阴道炎）/输卵管炎 
大肠杆菌性输卵管炎/腹膜炎  
大肠杆菌性睾丸炎/附睾炎

全身感染 大肠杆菌性败血病 
出血性败血病 
大肠肉芽肿

大肠杆菌性败血病后遗症 脑膜炎 
脑炎 
全眼球炎 
骨髓炎 
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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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
大肠杆菌病病因可能是由于最初感染鸟类致病性大肠
杆菌，也可能是由于最初感染之后的继发感染（偶
尔）。大肠杆菌是革兰氏阴性杆状菌，是鸟类消化道
的正常菌类。大多数菌株是非致病性的，但一些特
定菌株会导致临床疾病。致病菌株通常为血清型01
、02、078（Kahn，2010）。大肠杆菌血清型类型
很多，10-15%的血清型对鸟类是致病的。其他菌类
（如巴斯德菌亚种、链球菌、克雷伯氏菌等）和非传
染性因子通常会诱发鸡群感染或加重疾病严重程度。
如果发病率很高，则需要进行细菌培养以区分是大肠
杆菌还是其他致病菌（Kahn，2010）。

由于大肠杆菌在肠道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会广泛
的散播到粪便和垫料中。此外，污染的饲料、饲料
原料、饮水和鼠类粪便都是鸡群爆发大肠杆菌病的原
因。由于细菌持续停留在环境中，因此大肠杆菌病
会在育雏期到产蛋期的任何时候影响鸡群。尽管鸡群
全周龄都对大肠杆菌易感，但年轻的鸡（育雏育成
期）比老鸡病情更严重。大肠杆菌是鸡群零星死亡的
常见原因，但在有些鸡群会导致高峰前或高峰后死亡
（Kahn，2010）。总体来说，大肠杆菌在产蛋高峰
期是“呼吸道源”疾病，而在产蛋后期是一种“泄殖
腔源”疾病。

产蛋高峰发病诱因

• 多周龄混养群体

• 暴露于当地流行的支原体（MG或MS）和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

• 通风太差导致粉尘和氨气过多

• 年轻群体的产蛋应激

• 内源激素水平过高（尤其是雌激素）

产蛋期发病诱因

• 肛门创伤、非致死的啄肛、局部脱肛

• 光照强度太高

• 鸡体型太小

• 蛋重严重超标

• 腹脂层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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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途径

大肠杆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鸡体内，并且都会引
发大肠杆菌病

1.呼吸道

家禽吸入污染的粉尘是引发大肠杆菌感染（大肠杆菌
病）的主要原因。另外，其他疾病引起的呼吸道感
染（如新城疫病毒、传支病毒、MG、多杀性巴氏杆
菌、传染性喉气管炎等）或粉尘、氨气的刺激都会引
起呼吸道的继发大肠杆菌感染。常规免疫所引起的不
良反应也会导致呼吸道损伤。此外，任何气管黏膜的
损伤都会使致病菌进入血液中，进而导致败血病。

大肠杆菌在干燥的环境下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因此监
视并控制鸡舍内的粉尘数量非常重要。现代化鸡舍
的通风系统可能无法有效的去除舍内粉尘，尤其是在
冬天限制通风的时候，会导致鸡舍内粉尘和氨气的增
加。氨气增加到25-100ppm会使气管内的纤毛（微小
的头发丝状组织）麻痹，从而减低蛋鸡清除呼吸道内
有害物质的能力。此外，不建议在带鸡状态下清洗粪
带，这会向环境中释放大量的氨气。

2.胃肠道

球虫病、普通肠炎、霉菌毒素、抗生素、水质太差以
及突然换料都会打乱肠道的正常菌群。当肠道黏膜屏
障被破坏时，致病性大肠杆菌会趁机侵入。被污染的
水、饲料、垫料都会成为大肠杆菌传染源。定期检测
饮水中的大肠杆菌菌落，如果在水中发现大量大肠杆
菌菌落，应该尽快用合适的消毒产品清洗水线。饲料
消毒（热处理或甲醛熏蒸）或添加有机酸产品可以降
低饲料中的大肠杆菌水平。

3.皮肤

划伤（过度拥挤或者笼具太旧）、粗暴抓鸡、皮肤寄
生虫、脐部愈合不良所导致的皮肤损伤都会使致病菌
有机会进入鸡体内。

4.繁殖系统

细菌可以通过上行感染输卵管直接进入蛋鸡体内，因
此啄肛和脱肛都会导致腹膜炎的发生。输卵管感染、
呼吸系统疾病、转群过晚（开产后）都会导致蛋黄（
或卵黄）产到输卵管外，有可能形成卵黄性腹膜炎。
此外，爬高峰或者高峰期雌激素水平会升高，免疫系
统相对受到抑制，也会增加大肠杆菌感染的可能性。

5.免疫系统

健康鸡只在免疫系统功能完善的情况下可以抵抗暴露
在自然环境中大肠杆菌。早期一些疾病（如法氏囊、
呼肠孤、贫血、马立克、腺病毒等）导致的免疫抑制
会增加鸡群二次感染的可能性。

6.脐炎（卵黄囊感染、雏鸡脐病、“糊状雏鸡”病）

脐炎是雏鸡第一周死亡的常见病因，大肠杆菌和粉
肠球菌是导致第一周死淘的最常见致病菌（Olsen
等，2012）。蛋壳上的粪污是最常见的感染源，但
细菌也可能来源于鸡的肠道和血液。大肠杆菌感染通
常伴随着卵黄囊愈合不良和卵黄囊污染。脐炎的临床
表现包括脐部或卵黄囊肿胀、水肿、发红、结痂，
有些病例中，雏鸡的表皮细胞会溶解，导致雏鸡看起
来脏乱潮湿（俗称“糊状雏鸡”）。脐炎发病率在
出雏后上升，6天后下降（Nolan等，2013）。目前
针对脐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一般通过在孵化流
程、运输过程中精细的控制温湿度以避免疾病发生
（Kahn，2010）。此外，两次孵化之间，必须对孵
化机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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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期
从感染到出现临床症状之间的时间间隔（潜伏期）从1
到3天不等，取决于大肠杆菌所引发的不同疾病类型。

临床症状
大肠杆菌病的临床症状根据疾病类型变化较大（局部
的和全身的）。与全身感染相比，局部感染的临床症
状较少而且比较温和，患病鸡只通常较小、没精神，
躲在鸡舍边缘或者水线料线下面。严重感染的鸡只通
常表现迟钝、昏昏欲睡，有人员靠近时也没有反应。
由于厌食和脱水，患病鸡只粪便通常为绿色并且还有
黄白色尿酸盐。脱水的鸡只胫部和脚掌的皮肤发黑发
干。此外，雏鸡或青年鸡感染脐炎（脐部或卵黄囊感
染）会导致腹部肿胀从而影响鸡只行动。

死后剖检症状
大肠杆菌病一般通过剖检进行诊断，主体症状包括一
般性多浆膜炎及其与多种疾病的组合，包括心包炎、
肝周炎、气囊炎和腹膜炎（Bradburg，2008）。大肠
杆菌病例剖检一般可以在腹腔中、关节处、多种器官
表面发现纤维蛋白、卵黄碎片、乳白色液体。以腹膜
炎为例，鸡体内发现奶酪状渗出物堆积，一般认为是
卵黄物质凝结，这种症状通常可以诊断为卵黄性腹膜
炎（Nolan等，2013）。请参考右侧或下一页的大肠
杆菌剖检图片。

诊断
大肠杆菌病的诊断主要依据病灶中大肠杆菌的分离和
鉴定。采用分子诊断法（如PCR）可以进一步区分鸟
类致病性大肠杆菌（APEC）和共生型大肠杆菌。

腹膜炎

心包炎和肝周炎

输卵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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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炎腹膜炎

照片由明尼苏达大学Robert Porte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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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措施

饲养管理流程

鉴定并清除致病原因是预防和控制大肠杆菌病的有效措施。坚持严格的生物安全对于疾病防控至关重要。提升
生物安全、清洁卫生、通风、营养和鸡群免疫力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环境中暴露的大肠杆菌水平。

生物安全

• 减少大肠杆菌野毒和其他感染源

• 改善整体环境的清洁卫生（如孵化厅，鸡舍）

• 雏鸡健康无疾病

• 减少蛋壳上的粪污，清洁产蛋箱，减少地面蛋

• 对饲料进行处理以降低细菌含量（如制粒、福尔马林熏蒸、添加有机酸）

• 及时拿走死鸡

营养

• 改善免疫系统增加成活率的饲料添加剂

• 适当的蛋白含量

• 添加硒

• 增加维生素A和E

• 添加益生菌以促进竞争性排除

通风

• 改善空气质量，降低粉尘和氨气含量

• 减少使用鼓风机和割草机等，降低空气中粉尘

免疫系统

• 保护免疫系统，预防免疫抑制病（如法氏囊病）和其他细菌病毒感染（如传支、MG等）

• 制定合适的免疫程序，疫苗应该与当地毒株相匹配

• 注意任何呼吸系统的免疫反应

• 保持健康的肠道菌群（控制球虫病）

• 定期进行血清学检测

• 减少应激（合适的饲养密度、避免极端温度等）

监控

• 每几个月对鸡群进行整体检查以预防流行病

• 早期诊断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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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过去一般使用抗菌药物来治疗和控制大肠杆菌病；但后来随着抗药性增强和新药的研发缓慢，家禽领域很难找
到有效的抗菌药物。在使用抗菌药进行治疗之前，开展药敏试验非常重要，这样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并预防抗药
性的传播。下表是一些目前批准使用的可以添加在饲料中的抗菌药物，适用于育雏育成期和产蛋期治疗大肠杆
菌病。如果鸡群由于大肠杆菌感染导致死淘率过高，那么可以使用大肠杆菌活苗免疫，对50%以上的病例都有
效。在开展治疗计划前务必咨询专业的家禽学兽医，各地法规对于药物使用的规定都不同。

药物 添加方法 雏鸡 种鸡/蛋鸡 适用症状 警告

氯四环素

金霉素 饲料

200-400克/吨 
持续7-14天

200-400克/吨  
持续7-14天

可以预防由大肠杆
菌引起的慢性呼吸

道疾病（CRD）和气
囊感染 在家禽中可以自由使用

500克/吨  
持续5天

500克/吨  
持续5天

降低由大肠杆菌感染
引起的死淘

氯四环素

PENNCHLOR 饲料

200-400克/吨  
持续7-14天

200-400克/吨  
持续7-14天

可以预防由大肠杆
菌引起的慢性呼吸

道疾病（CRD）和气
囊感染 不能用于生产食品蛋的

鸡群

500克/吨  
持续5天

500克/吨  
持续5天

降低由大肠杆菌感染
引起的死淘

红霉素

红霉素硬脂酸盐 饮水

在育雏育成期的
16周龄前，连续
5天每加仑饮水中

添加0.5克

连续5天每加仑饮
水中添加0.5克

治疗与MG有关的慢
性呼吸道疾病

不能用于生产食品蛋的
鸡群

新霉素/

氧四环素

NEO-OXY

新土霉素

土霉素

本尼考克

饲料

400克/吨  
持续7-14天

不用使用

预防由大肠杆菌感染
引发的慢性呼吸道疾

病和气囊感染
不能用于生产食品蛋的

鸡群
500克/吨  
持续5天

降低由大肠杆菌感染
引发的气囊炎所导致

的死亡

泰乐菌素

泰乐菌素

泰乐维
饲料

每吨添加1000
克，适用于0-5日
龄的雏鸡；3-5周
龄时在饲料中二
次添加24-48小

时，

饲料中每吨添加
20-50克，持续

4-8周

治疗与MG有关的慢
性呼吸道疾病

在家禽中可以自由使用

来源：饲料添加剂纲要2015



© 2016 Hy-Line International

免疫

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疫苗可以用于青年鸡和产蛋鸡-灭活苗和弱毒苗。不考虑疫苗类型，免疫过的鸡群所表
现出来的大肠杆菌临床症状要比没有免疫过的鸡群更轻。

疫苗类型 介绍 结果
灭活自家苗 • 应对同源的大肠杆菌菌株，提供保护力

• 没有交叉保护

• 胸肌注射

• 降低由大肠杆菌感染引起发病和死亡

商品弱毒苗 • POULVAC大肠杆菌078（硕腾公司）

• 01、02、018血清型交叉保护

• 喷雾

• 降低由大肠杆菌感染引起发病和死亡

• 增加蛋鸡产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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