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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某肉鸡场大肠杆菌病的诊断与防治
王仰杰 1，周

键2

（1. 安丘市兴安畜牧兽医管理站，山东安丘

262100；

2. 安丘市畜牧局，山东安丘 262100）
摘

要：采用临床观察、细菌分离培养、镜检、生化试验等方法，对山东省安丘市某肉鸡养殖场疑似大肠杆菌

病疫情进行诊断。诊断结果显示，肉鸡大肠杆菌病临床症状明显，细菌分离和生化试验结果同大肠杆菌特征一致。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肉鸡源大肠杆菌菌株对头孢噻呋钠、头孢喹肟等药物敏感，对新霉素、硫酸粘菌素等中
度敏感，对氟苯尼考、恩诺沙星、多西环素等高度耐药。将药敏试验筛选出的敏感药物头孢噻呋钠用于鸡群临
床治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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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iagnose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suspected Escherichia coli（E.coli）
in a broiler farm，a series of methods including clinical observation，bacterial isolation and culture，microscopic
examination，biochemical tes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athogens.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results，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olibacillosis were obvious，and the results of bacterial isolation and biochemical tes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i. The results of drug sensitiv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E.coli strain was sensitive to ceftiofu
sodium and cefquazioxime，moderately sensitive to neomycin and colistin sulphate，but highly resistant to ﬂorfenicol，
enroﬂoxacin，and doxycycline. At last，the ceftiofur sodium selected by the drug sensitivity test was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and the effect was remarkable.
Key words：Escherichia coli；broiler；diagnosis and control

肉鸡大肠杆菌病是由禽病原性大肠埃希氏菌
[1]

表现为腹泻，还可造成心包炎、肝周炎、脐炎、卵

引起的一种急性或慢性细菌性传染病 。该病菌血

黄囊炎、输卵管炎等。致病性大肠杆菌易产生耐药

清型众多，分布范围较广，表现形式复杂多变，具

性，这也是导致目前使用抗生素防治大肠杆菌病效

有较强的地域性，且易导致其他病原的并发感染或

果越来越不理想的主要原因。致病性大肠杆菌具有

继发感染，是危害养鸡业发展的主要细菌性传染病

区域流行性，其致病性在不同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

[2]

之一 。大肠杆菌在自然环境中分布很广，在鸡舍

因此加强本地区肉鸡大肠杆菌病的诊断与防治研究

的垫料、饲料、粪便及灰尘中广泛存在，是鸡肠道

具有重要意义。为有效诊断和控制鸡场大肠杆菌病

内常在菌和条件性致病菌，其发生常与鸡舍环境恶

疫情，了解当地肉鸡大肠杆菌的病原学特性及耐药

劣、空气质量差、饲养密度高、免疫接种不到位、

性，采用临床诊断、细菌分离培养、镜检、生化试

饲料或饮水污染等因素有关，引起的临床症状主要

验等方法，对安丘市某肉鸡养殖场鸡群进行了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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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杆菌病的诊断和菌株耐药分析，以期为当地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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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病的诊断与防治提供参考。
1

2.1

3 日龄鸡群发病，采食量偏少，部分鸡只出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及剖检诊断

材料

现闭眼、缩脖等症状，大群均匀度差，发病率为
山东省安丘市发生疑似大肠杆

20%，死淘率为 5%。剖检 10 只病鸡，均发现明显

菌病疫情的某饲养 90 000 只罗斯 308 品种的肉鸡

的心包炎（图 1）、肝周炎（图 2）。根据临床及

养殖场。该场养殖模式为笼养，采用自动加料、自

解剖症状，判断为疑似大肠杆菌感染。

1.1.1

病例来源

助饮水、自动出粪方式。
1.1.2

主要试剂

麦康凯培养基、普通琼脂培养

基：购自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细菌微量生
化反应管：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革
兰氏染色液：购自潍坊康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头
孢噻呋钠、头孢喹肟、阿莫西林、氟苯尼考、恩诺
沙星、新霉素、硫酸粘菌素、多西环素、替米考星：
购自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

现场调查
到养殖场问询，并到鸡舍实地观察鸡群临床

表现，对死亡鸡只进行剖检观察。
1.3

分离培养
将病死鸡剖检，无菌取肝脏在麦康凯培养基

上进行三区划线无菌接种，放置 37 ℃恒温箱，倒
置培养 18~24 h 后观察菌落形态。挑取可疑单个菌
落于普通琼脂平板上进行三区划线纯培养，放置
37 ℃恒温箱，培养 18~24 h 后，4 ℃保存备用
1.4

[3-4]

。

图1

染色镜检
挑取单个细菌涂片，经革兰氏染色，在显微

2.2

[5]

分离鉴定
分离菌在麦康凯培养基上，37 ℃培养 24 h 后，

镜下观察菌体形态 。
1.5

病死鸡心包炎症状

生化试验

可见边缘整齐，稍凸起，表面光滑湿润，直径为

将分离纯化的细菌无菌接种于细菌微量生化反
应管（枸橼酸盐酸、靛基质、M-R、V-P）中，然
[6]

1.5~2 mm 的粉红色小菌落（图 3）。经革兰氏染色后，
在油镜下可见大量散在的、卵圆形或杆状、中等大

后放入恒温箱，37 ℃培养 24~48 h，观察结果 。

小的细菌。

1.6

2.3

药敏试验

生化试验

采用纸片法，对分离菌株进行 7 种单一兽用

挑取疑似大肠杆菌菌落，经纯化培养后进行

抗菌药物和 8 种联合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测量抑

生化鉴定，发现靛基质试验和 MR 试验均为阳性，

[7]

菌圈大小并记录结果 。

枸橼酸盐酸试验和 VP 试验均为阴性，均符合大肠

1.7

杆菌的生化特性（表 1、图 4）。

药物治疗试验
利用药敏试验筛选出的敏感药物，对发病鸡

群进行药物治疗，每天记录采食量和死淘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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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4

药敏试验
药敏试验结果表明（表 2、图 5）：分离出的

大肠杆菌对头孢噻呋钠、头孢喹肟，以及“头孢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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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序号
1
2
3
4

分离菌生化试验鉴定结果

生化项目
枸橼酸盐酸试验
靛基质试验
M-R 试验
V-P 试验

反应结果
−
+
+
−

从左至右依次为枸橼酸盐试验、靛基质试验、M-R 试验、V-P 试验

图4

生化试验前后试验结果对比

+ 恩诺沙星”、头孢噻呋钠、“头孢噻呋钠 + 硫酸
粘菌素”“头孢噻呋钠 + 替米考星”“头孢噻呋
钠 + 新霉素”“阿莫西林 + 替米考星”。
图2

对新霉素、硫酸粘菌素、“多西环素 + 氟苯

病死鸡肝周炎症状

尼考”“替米考星 + 硫酸粘菌素”达到 I 级敏感，
敏感比例从高到底依次为新霉素、“替米考星 + 硫
酸粘菌素”、硫酸粘菌素、
“多西环素 + 氟苯尼考”。
对氟苯尼考、恩诺沙星、多西环素达到 R 级
敏感。
2.5

药物治疗试验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头孢噻呋钠对患病

鸡群进行饮水治疗，每天 1 次，用药治疗 1 d 后，
死淘率明显减少，采食量逐渐增加，连续使用 4 d，
死淘率降为 0.2%。
3

讨论
肉鸡大肠杆菌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冬季和

夏季多发，饲养管理不当，如养殖密度过大、舍内
氨气浓度高、通风不畅、卫生条件差等均可促进该
图3

分离菌在麦康凯培养基上的生长状态

[8]

病发生 。通过对该肉鸡养殖场的现场调查及询问

呋钠 + 硫酸粘菌素”“头孢噻呋钠 + 阿莫西林”“头

了解，发现该场的饲养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

孢噻呋钠 + 恩诺沙星”“头孢噻呋钠 + 新霉素”“替

现在养殖密度大、氨气浓度高、养殖用具消毒不彻

米考星 + 阿莫西林”“替米考星 + 头孢噻呋钠”

底等，这是导致大肠杆菌病发生的重要诱因。

达到了 S 级敏感。S 级敏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头
孢喹肟、“头孢噻呋钠 + 阿莫西林”“头孢噻呋钠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肉鸡源大肠杆菌对头
孢噻呋钠、头孢喹肟等 β 内酰胺酶类药物表现敏感，
91

表2

阿莫西林同替米考星组成联合用药，均能达到敏感

药敏试验结果
抑菌圈直径 /mm
21.5
24.2
12.1
10.8
15.7
14.0
13.2
20.8
22.3
21.6
19.4
13.8
18.4
15.0
20.2

药敏片
头孢噻呋钠
头孢喹肟
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
新霉素
硫酸粘菌素
多西环素
头孢噻呋钠 + 硫酸粘菌素
头孢噻呋钠 + 阿莫西林
头孢噻呋钠 + 恩诺沙星
头孢噻呋钠 + 新霉素
多西环素 + 氟苯尼考
替米考星 + 阿莫西林
替米考星 + 硫酸粘菌素
头孢噻呋钠 + 替米考星

敏感结果判定
S（≥ 21）
S（≥ 18）
R（≤ 12）
R（≤ 17）
I（14~16）
I（14~16）
R（≤ 14）
S（≥ 16）
S（≥ 16）
S（≥ 16）
S（≥ 16）
I（11~15）
S（≥ 16）
I（11~15）
S（≥ 16）

注：R. 耐药；I. 中敏；S. 敏感

级别，且比“多西环素 + 氟苯尼考”“替米考星 +
硫酸粘菌素”等联合用药敏感性好，说明针对肉鸡
大肠杆菌病，选择 β 内酰胺酶类药物作为必要的抗
菌药物，同其他药物联合用药，可达到最好的防治
效果。
本试验表明，药敏试验对于大肠杆菌病等细
菌病的防治具有积极作用。由于在不同地区、不同
鸡只、鸡只不同生长时期的药敏结果不一样，而大
肠杆菌极易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因此应尽可能
通过药敏试验筛选敏感药物进行防治。否则，耐药
性一旦产生，克隆株不断向外界传播，会导致养殖
场内或周边地区耐药性的蔓延扩散

[11]

。因而，养

殖企业应将大肠杆菌纳入监测目标，实时监控其耐
药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根据监测结果，制定科
学、合理的防治方案。
4

结论

图5

药敏试验结果

根据现场观察、临床症状、剖检病理变化及

表3

药物治疗结果

实验室检测结果，最后确诊该病为鸡大肠杆菌病。

时间
治疗前 3 d
治疗前 2 d
治疗前 1 d
治疗后 1 d
治疗后 2 d
治疗后 3 d
治疗后 4 d

采食量 /kg
4 000
4 000
4 050
4 100
4 150
4 300
4 750

分离的大肠杆菌菌株对头孢噻呋钠、头孢喹肟等 β

死淘率 /%
5
5
5
4
2
0.8
0.2

内酰胺酶类药物表现敏感，因此该类药物应作为该
肉鸡养殖场大肠杆菌病防治的首选药物。该菌对新
霉素、硫酸粘菌素等中度敏感，对氟苯尼考、恩诺
沙星、多西环素等高度耐药，说明养殖场需要科学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避免长期使用单一药物，可采

因此该类药物应作为肉鸡养殖场今后大肠杆菌病防

取联合用药、轮换用药、交叉用药等多种方式。通

治的首选药物。该肉鸡源大肠杆菌对新霉素、硫酸

过药敏试验筛选敏感药物，对于鸡大肠杆菌病的防

粘菌素等药物表现中度敏感，对氟苯尼考、恩诺

治具有积极作用。

[9]

沙星、多西环素等药物高度耐药，与李海华等 、
Tikhonova 等 [10]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与该场不按流
程用药，随意加大药物剂量，频繁换药等不合理使
用这些药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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