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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是由于尿酸或者尿酸盐（蛋白质代谢障碍或肾脏受

损伤的代谢产物）在体内蓄积引起鸡的消瘦、衰弱、关节肿

大、运动障碍和高尿酸血症为特征的疾病。痛风的发生严重

影响鸡的生长发育，给养鸡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笔者诊

治一例由霉菌毒素引起的麻鸡痛风，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大连市长海县小长山岛养殖户刘某，饲养 500 只 40 日

龄麻鸡。2018 年 7 月，鸡群鸡只精神萎靡，采食量下降，排白

色稀便。该养殖户采用抗生素进行治疗，效果不明显，来我处

就诊。

笔者现场调查了解，该群鸡只主要表现食欲减少，消瘦，

贫血，鸡冠苍白，粪便稀薄，呈白色淀粉糊样，白色粪便沾污

泄殖腔周围，尤其下部羽毛，个别鸡只粪便不能自主排出。

剖检病死鸡发现肾脏肿大且有尿酸盐沉积，呈花斑肾，

输尿管粗细不均匀心、肝、脾、肺、气囊和肠系膜被一层白色

的尿酸盐覆盖。有的鸡肺脏有变硬的小结节，呈灰白色或灰

黄色。

2 诊断和治疗

根据鸡群的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及剖检变化，初步判断

该群麻鸡为痛风。病史调查发现，该养殖户有将发霉的玉米

粒喂鸡的习惯，同时发现该养殖户的饲料存放处较潮湿，有

发霉现象。养殖户将发霉的饲料每天少量添加喂鸡，发病时

已经饲喂很长时间。确诊该群鸡为发生

痛风。

全群鸡立即供给清洁的饮水和新

鲜的饲料，并将饲料存放到干爽通风的

地方保存，将霉变的部分丢弃，不得饲

喂给鸡只食用，改掉用霉变玉米粒喂鸡

的习俗，在饲料中要注意添加制霉菌

素。

在饮水中添加 0.5%的小苏打和肾

康自由饮用。经治疗大群鸡基本恢复正

常。

3 心得体会

麻鸡的养殖较粗放，但是也要注

意禁止饲喂变质发霉的饲料，饲料存放

的地点要保证干爽，通风。鸡舍要保持

干净卫生，让鸡只生长在良好的环境

中。

预防痛风，要保证科学合理的饲

料配方，饲料中钙、磷和蛋白等比例要

适当。用药一定注意按说明书使用，尤其损伤肾脏的药物要

慎用，不要随意超量使用。

发生痛风后，要查清引发痛风的原因并及时消除，要适

当降低饲料中蛋白水平，并保证充足的饮水，适量添加维生

素。对发病的鸡群要使用促尿酸盐排泄的药物，对病情严重

的鸡只要及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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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日海（1971~），男，本科，兽医师，主要从事动物

疫病防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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