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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皮刺螨病的诊断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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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鸡皮刺螨又称血螨、红螨或栖架螨，是
寄生在鸡体表的体外寄生虫, 由于虫体可以离开鸡
体,在环境中长期存活,一般消毒药较难杀灭,所以会
在一定区域内长期流行发生。鸡皮刺螨引发鸡骚动
不安,采食减少,出现贫血症状，生长、产蛋等生产性
威胁人类健
能下降。鸡螨虫可以携带传播多种病原，
康，因此对鸡螨虫的防治意义重大。本文对北京地区
5 个养鸡散户进行现场调查，通过临床检查、样品采
集、显微镜观察及标本的制作，确定样本为鸡皮刺属
螨虫，可采用口服驱虫药、体外环境杀虫、切断传播
途径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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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Olivier Sparagano 博士经研究发现：即使在养殖业发
达的欧洲国家鸡皮刺螨的感染也相当严重，笼养、自
由散养鸡感染率可达 60%～65%，
而规模化的大型养
殖场也达到 54%。皮刺螨吸食鸡的血液和组织液，
并
分泌毒素，引起鸡皮肤红肿、损伤和炎症，致使鸡只
消瘦、贫血和生长缓慢，蛋鸡产蛋率下降，严重影响
肉、蛋等产量和质量；皮刺螨反复不断地侵袭骚扰使
鸡群躁动不安，影响采食和休息，饲料转化率降低。
据报道，鸡螨虫可使鸡产蛋率下降 5%～15％ ，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鸡螨虫每年给欧盟养鸡业造成的经
济损失就超过 1.3 亿欧元。2012 年 7 月北京一些养
殖户陆续反映在养殖场内发现鸡虱子样寄生虫。笔

者对该地区的 5 个养殖户进行了调查、采样和检测，
鸡螨虫病是养鸡业中一种常见的体外寄生虫 最终确定为鸡皮刺螨虫。
病，呈世界性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流行发生。 １ 流行病学调查
对养鸡业危害最严重的体外寄生虫之中，较常见的
该地区共有 5 户饲养海兰褐商品蛋鸡，共计存
螨虫包括皮刺螨和北方羽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 栏 11 万多只,鸡舍简易,墙壁为黄泥砌砖墙,地面采用

!!!!!!!!!!!!!!!!!!!!!!!!!!!!!!!!!!!!!!!
产品质量低下。
4.2 养殖从业人员素质低、饲养
管理不到位
在该县从事养殖人员，多数是

度、光照、通风和氨气等环境条件
差，
不利于家禽生长或生产。
５ 建议
5.1 引导传统养殖向规模化产业

品鸡生产走上公司 + 基地 + 农户
的模式，鸡蛋、
鸡肉产品向无公害、
绿色食品方面发展。
5.2 加强技术培训和宣传

经商、种地的农户，文化素质低，不
懂养殖技术。育雏后的雏鸡农户领

发展
麦盖提县目前的商品蛋鸡、商

一是加强对技术员的业务技
术培训管理，强化责任意识，规范

回后均采用散养的方式。管理不到

品肉鸡，多在居民区内养殖，而且

饲养管理行为。二是向广大家禽养

位、环境条件差。不少养殖户责任
意识差、管理不到位，一些养禽户
在饲养过程中不是根据不同生长
阶段机体对营养物质的需要因地
制宜合理配制饲料、调整配方，而

无需办理任何登记手续，行情较好
大量养殖，排泄物、废弃物对居民
区造成一定的污染。人禽混居，防
疫工作难以彻底。建议对商品鸡生
产者进行申请登记，免疫监控，建
立养殖档案管理。逐步规范到由政
府规划养殖小区，养殖向田间地头
转移，取消居民区的养殖，使传统
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使商

殖户大力宣传营造家禽适宜的环
境条件，保证其所需的温度、湿度、
光照、通风和气味等环境条件，及
时清理粪便、消毒禽舍的必要性，
根据家禽不同生长阶段、生理特点

是盲目选择饲料随意配制，致使家
禽生产或生长达不到指标，饲料转
化率低等。不少养殖场户责任意识
差，管理不到位，致使场内温度、湿

和机体对营养物质的需要，因地制
宜地合理配制饲料，调整配方，做
到科学配方、
合理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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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土硬化,全部为笼养。2012 年 5 月,有 1 户发现有
红色的小虫在鸡体表快速移动, 传播迅速，2 个月以

部分比其他角质部分显得明亮。根据以上形态特点，
确诊为鸡刺皮螨。

后，在鸡笼的接口处、墙角和砖的空隙中都有发现， 3.2.2 标本制作
接触过的人员出现皮肤瘙痒症状。7 月以后 5 户全部
方法 1：直接镜检:将虫体置于洁净的载玻片上，
发现类似情况。
２ 现场观察及临诊症状
（1）鸡表现躁动不安，容易惊群；鸡冠苍白；在鸡

滴加 50%的甘油，加盖玻片，使虫体散开，在显微镜
下观察。
方法 2：标本片镜检：采用湿固定法，将虫体在

蛋上可见迅速移动的小黑点，严重的养殖场发生饲

5%～10%的福尔马林或布勒氏液 （福尔马林原液

养员、兽医被叮咬事件。
（2）白天在观察饮水线上、料槽的边缘缝隙处及

7mL，
70％酒精 90mL，临用前加入 3～5mL 冰醋酸混
合配成)中固定，置于洁净的载玻片上，加盖玻片，封

地面上，均发现密密麻麻的虫体，呈撒盐面或胡椒面
样的灰白色。在墙壁的缝隙、笼架的接缝处可见红
色、针尖样虫体聚集。

片检查，完成标本片的制作。

图 １ 笼架接缝处积聚的螨虫

图 ３ 显微镜下的皮刺螨（腹面）
４ 螨虫病的确诊
通过典型临诊症状：鸡出现躁动不安，贫血，产
蛋率下降，皮肤上发现有迅速移动的黑色虫体活动；
地面、墙缝和笼架等处缝隙中，出现针尖大小的虫体
聚集或爬动，确定为疑似病例，采集样品进行显微镜
检查，
与鸡虱、
蜱等进行鉴别诊断，
方可确诊。
５ 治疗方法

３ 实验室检测
3.1 样品采集
方法 1：用质地较硬、弹性好的毛刷，轻轻刺刷笼

（1）口服驱虫药物：40mg/kg 蝇毒磷拌料，连服 7
天。
（2）环境和鸡体表灭虫：0.2％敌百虫水溶液或
2.5％的溴氰菊酯以 1:2 000 稀释后直接喷洒于鸡刺
皮螨栖息处，也可用 0.25％蝇毒磷或 0.5％马拉硫磷
水溶液喷洒，
第一次喷洒后 7～10 天再喷洒 1 次。饲
养量少时也可以考虑用药浴或沙浴方法驱虫。

架接缝处聚集的虫体，放入容器中密封保存。
方法 2：用沾有酒精或水的棉签，黏附笼架或鸡
体上的虫体，放入容器中密封保存。
3.2 实验室检测
3.2.1 显微镜观察
放在 10 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虫体呈淡红色 或
棕黑色（吸血后），长椭圆形，后部略宽，体表密生短
毛，假头长，一对螯枝呈细长的针状，有 3 对足（幼
虫）或是 4 对足（若虫和成虫），足很长，有吸盘，背板

６ 预防措施
（1）切断传播途径：鸡皮刺螨主要通过其自身移
动、野鸟传播（多宿主虫种）、老鼠和人类机械传播等
途径传播，宜切断各种可能的传播途径。
（2）调整饲养模式：一旦发现螨虫感染，难以根
除，虫体可以在环境中长期存活，抵抗力较强。养殖
场宜采用“全进全出”的饲养方式，空舍期做好环境
杀虫，
笼架、
器械采用喷洒开水或杀虫剂进行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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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采集到的螨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