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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球虫中草药添加剂抗鸡柔嫩艾美尔球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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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中草药添加剂对鸡柔嫩艾美尔球虫的抗球虫效果， 将 14 日龄的鸡 150 只，随机分为阴性对照
组，阳性对照组，1%、2%和 5%中草药添加剂组。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给药组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分别添加 1%、
2%和 5%中草药添加剂。除阴性对照组外，每只鸡接种孢子化艾美尔球虫卵囊 5×104 个。根据成活率、相对增重率、
卵囊值、病变计算抗球虫指数，并对肠道分离的球虫卵囊进行了体外的孢子化培养，评价对球虫卵囊孢子化的抑制
作用。结果显示， 2%中草药添加剂抗球虫指数为 169，对体外卵囊孢子化抑制作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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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anticoccidial additive on Eimeria tenella in ch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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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anticoccidial additive on Eimerial tenlla in chickens,
150 14-day old chicken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of negative control, positive control, 1%, 2%, and 5%
of Chinese herbal additive treatment. The chickens i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were fed with basic diet and tho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were fed with basic diet supplemented with 1%, 2%, or 5% of Chinese herbal additive.
Except the chickens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each chicken was vaccinated against 5.0×104 sporulated
Eimeria coccidian oocysts. The anticoccidial index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survival rate，relative body weight
gain，oocyst value, and lesion valu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oocysts sporulation rate was estimated using in vitro
culture of coccidian oocysts isolated from chicken intesti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ticoccidial indexes
(ACI) of 2% Chinese herbal additive group was 169 and had the maximum inhibitory effect on in vitro oocyst
spor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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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球虫病是危害养鸡业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
一。目前，国内外对鸡球虫病防治主要是以化药为
主。虽然疫苗[1]的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在短期内还难以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
临床上抗球虫药物防治鸡球虫病时能迅速的控制病
情，但是长时间使用已经导致球虫对大多数的药物
产生耐药性，且毒副作用大，药物残留高。因此，
人们正在寻求一种既安全又能有效预防球虫的药
物，在这些可选择的方法中，中草药添加剂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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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潜在可用来预防和治疗鸡球虫病的药物之一[2]。
近年来，研究证明，应用中草药添加剂防治鸡
球虫病具有不易产生耐药性，毒副作用小且促进机
体生长等优点[3]。本试验采用临床人工感染试验的
研究方法，探讨中草药添加剂抗球虫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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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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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中佳，合肥）。
1.1.2 试剂 重铬酸钾，氯化钠（国药化学试剂集
团）；槟榔、常山、贯众、甘草、山楂、神曲、麦芽、
党参、黄芪等中草药均购于合肥某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
1.1.3 试验动物 海兰蛋公鸡，1 日龄购于安徽安
禽禽业有限公司。卵囊来源于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
技学院药理毒理实验室分离的野外株，经增殖后体
外孢子化后的卵囊。
1.2 方法
1.2.1 中草药添加剂制备 按照槟榔 20 份、常山
40 份、贯众 12 份、甘草 12 份、山楂 20 份、神曲
24 份、麦芽 20 份、党参 12 份、黄芪 20 份等比例

组别
Group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的中草药称重后粉碎、过筛后，充分混合制成。
1.2.2 试验动物的准备 1 日龄鸡在动物房进行饲
养到 14 日龄，进行称重分组，每组 30 只。试验过
程阴性、阳性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给药组在基础
日粮的基础上分别添加 1%、2%和 5%中草药添加
剂，提前 1 周饲喂处理的饲料，具体分组见表 1。
除阴性对照组外，于第 2 天每只经口感染 5×104 个
野外分离的鸡柔嫩艾美尔球虫卵囊。试验期间自由
采食与饮水，第 8 天扑杀。记录体重，收集粪便、
盲肠，进行镜检计数。
将计数好的卵囊进行体外孢子化培养，在 2、
12、36 和 72 h 分别进行卵囊的孢子化观察，计数并
计算孢子化率。

表 1 试验分组与给药方式
Table 1 The grouping and administration methods
鸡数/只
Number of chickens
30

阳性对照 Positive control

1039

给药方式
Administration
不感染不给药
感染不给药

30

1%添加剂 1% additvie

30

7-21 日龄添加到基础日粮饲喂

2%添加剂 2% additvie

30

7-21 日龄添加到基础日粮饲喂

5%添加剂 5% additvie

30

7-21 日龄添加到基础日粮饲喂

表 2 卵囊值计算方法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oocysts value
卵囊比数/%
卵囊值
Ratio of oocyst in health group to infected group Oocyst value
0
0～1
Table 2

1～25

5

26～50

10

51～75

20

75～100

40

1.2.3 疗效评价 疗效评价指标用下列公式计算：
死亡率=(每组因感染球虫致死的鸡数/组内鸡
总数)×100%
增重率=(每个感染组的平均增重/不感染不给
药组的平均增重)×100%
粪便记分：参照 Morehouse 的标准[4], 即在人
工感染后第 4 天开始观察粪便带血情况, 按血便最
严重的 1 次记分,并计算全组平均值。粪便正常记 0
分；该天每只鸡平均出现多少堆血便就分别记多少
分。
病变记分: 参照 Johnson 等的标准[5], 根据剖
检后盲肠肠道病变的严重程度记分。无病变记 0 分；
轻微病变者记 1 分；盲肠壁增厚, 有小到中等出血
记 2 分；内有很多出血块记 3 分, 因球虫死亡记 4

分。
病变值:每组试验鸡的病变记分的平均数×10。
卵囊比数: 卵囊比值=(健康组或试验组卵囊数/
感染不给药组的卵囊数)×100%
卵囊值: 根据卵囊比数计算[6]，见表 2。
抗球虫指数(ACI):采用默克公司的标准, 即抗
球虫指数=(增重百分率+存活率) -(病变值+卵囊
值)。

2

结果与分析

中草药添加剂组粪便的卵囊数量少于阳性对照
组，2%粪便的卵囊数量的最少；1%、2%和 5%中
草药添加组存活率分别为 80%、100%和 100%，具
体见表 3。1%、2%和 5%中草药的抗球虫指数分别
为 107、169 和 122，2%中草药饲料添加的抗球虫
作用最好，在抗球虫指数 160～180 之间，为中效抗
球虫药物。体外孢子化培养，中草药添加剂组对孢
子化具有抑制作用，2%中草药添加剂抑制球虫卵囊
体外孢子化最高，具体见图 1。

3

讨论

中草药抗球虫的作用机理一方面是抑制球虫的
发育或驱除球虫, 另一方面是通过调节动物机体的

安

1040

徽

农

业

免疫功能, 增强机体抗病力, 达到消除病原体及减
轻其对组织细胞的损伤, 恢复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的目的[7]。鸡球虫病在中兽医中属于虫积范畴, 中药
具有直接杀死虫体或抑制虫体、虫卵的作用。根据
中兽医学辨证论治原则, 鸡球虫病为湿热症, 治疗

Table 3
组别
Group
阴性对照组 Negative control

大

学

学

报

2014 年

时应以清热燥湿、凉血止血为原则。以常山、槟榔、
甘草、贯众为药可清热燥湿、凉血解毒; 用山楂、
麦芽、神曲等止血药进行辅助治疗可控制血便的产
生; 用党参、黄芪等补益气血药进行辅助治疗提高
机体的免疫力，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表 3 中草药添加剂对鸡柔嫩艾美尔球虫的作用
The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additive against chicken Eimeria tenella
存活率/%
相对增重率/%
病变值
Survival rate
Relative weight Gain
Lesion score
100
100
0

阳性对照组 Positive control

卵囊值
Oocyst score
0

200

ACI

70

50

37

40

43

1%中草药添加组 1% Chinese herbal added

80

80

33

20

107

2%中草药添加组 2% Chinese herbal added

100

89

15

5

169

5%中草药添加组 5% Chinese herbal added

100

82

30

20

132

现代加工技术，如超声提取技术[8]、超临界 CO2 提
取技术[9]、超微粉碎技术[10]及中草药发酵[11]等。中
草药经过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后应用，为我国的养殖
过程中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保障。因此，中草药
防治鸡球虫病有着很大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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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草药添加剂对体外卵囊孢子化率的抑制作用
Figure 1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additive
against oocyst sporation rate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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