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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疫苗免疫控制家禽支原体
鸡毒支原体活疫苗（ts-11株）和鸡滑液支原体活疫苗（MSH株）为家禽提供免疫保护，免
受野毒感染。根据经验，这两种疫苗会在被免疫鸡群上终生定殖（与野毒类似），然后使鸡群
产生不断增强的针对野毒的抵抗力，从而降低发病、致病性以及对生产的影响。 免疫保护因疫
苗株的持续存在而保持终生。
这两种疫苗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太贵（与其他
家禽疫苗按每羽份相比），接种费人工（点眼），
存贮与运输不便。但这两种疫苗可以针对致病性
家禽支原体提供最好的保护，特别是在支原体阴
性鸡群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前提是疫苗需要正确
接种。实际上最好的防控策略成本上也是最经济
的。为更加昂贵的抗生素预防提供了另一个可选
项，抗生素预防更贵是因为它使家禽生产变成了
耐药性（AMR）微生物的产生源头，而耐药性
（AMR）微生物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两种疫苗成功免疫之后将在鸡上呼吸道快速
增殖并持续存在，从而诱导产生终生的免疫保护。
对于ts-11而言，疫苗株数量在免疫后4周达到顶
峰后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在产蛋开始之后会再
次增加，并持续终生。免疫抵制感染以及感染对
机体影响的机理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不像是体
液抗体发挥作用，体液抗体是对灭活疫苗的唯一
应答。同时也不太可能是竞争性排斥作用，因为








疫苗株在呼吸道的数量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稳定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而很多潜在的支原体附着
位点仍未被占据。
鸡对疾病和感染的免疫力可以通过攻毒实验
来观察气囊炎有无得到预防或减少以及气管黏膜
厚度有没有增厚来判断，这种保护可能是局部免
疫球蛋白和细胞介导的免疫（CMI）、局部或系
统性免疫，例如球虫的免疫。看来对MG和MS野
毒株的免疫应答造成了肉眼可见的病理变化和相
应的生物成本。也就是说免疫抑制因素如传染性
法氏囊病和鸡传染性贫血也会影响支原体免疫。
对免疫力的维持依赖于对疫苗“感染”的维持。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对接种过疫苗的实验鸡持
续饲喂泰乐菌素（降低了疫苗株数量）可以在20
周后完全消除疫苗的免疫力。虽然一般不会有这
么长时间的用药，但实验可能低估了鸡在饲养环
境中面对的源自其他感染因素、营养因素以及生
理应激导致的累积免疫抑制作用。

支原体阴性鸡群全球建议方案
免疫前停用所有针对支原体的抗生素 4 天
免疫前后 14 天内避免使用 LaSota 或更强的 ND 活疫苗
21 日龄至 6 周龄同时点眼免疫 MSH 和 TS-11。
免疫后切勿再用预防支原体的抗生素
o 仅对有发病的鸡群使用抗生素
 针对坏死性肠炎使用阿莫西林或其他青霉素类抗生素
o 如果此后发生慢性呼吸道病（CRD）
 需重新检查后备鸡群的支原体状态
 检查有无潜在的早期水平感染（疫苗免疫后应尽量确保 5 周的生物安全）
支原体活疫苗免疫之后无需再使用抗生素、支原体灭活疫苗或进行血清学检测（成本与潜在干
扰）

上述免疫程序已在世界各地获得成功验证。对于发生垂直传染的青年鸡群，将上述免疫程序稍
加调整后免疫也将不无裨益。
在转群前进行免疫，其效果比最初认为的要好。

支原体野毒所导致的慢性
感染状态可能是导致如此之大
的生物感染成本的原因。对于
需要在黏膜上维持高水平数量
的微生物而言，它需要侵入宿
主的免疫系统。目前为止所提
出的感染机理有抗原决定表位
轮换、Fc（抗体分子C部分）
受体机理、细胞内侵入以及生
物膜形成机理。也许还有其他
的理论。

化率的影响，已通过对比感染
并持续使用抗生素的鸡群与感
染但不使用抗生素的鸡群进行
过估算 (Ose et al, 1979).该研究

免疫系统其实是在主动追
踪这些支原体感染，并在某些
情况下（主要是呼吸道感染）
引发临床症状。在亚临床水平
上，支原体则将导致本来应该
用于鸡生长或产蛋的营养消耗
在免疫追踪上。
这些生物成本和经济成本
可以通过对被感染鸡群与未被
感染鸡群的比较对进行评估。
对于 MG 而言该成本估计
是每只被感染的母鸡 10-20 枚
蛋。MS 的影响估计为 MG 感
染影响的一半(Stipkovits 和
Kempf，1996)。MG 对饲料转

可通过跟踪啄壳鸡胚的气囊炎发
生比例来确定支原体是否得到了
有效控制。若比例>20%则需要进
行诊断调查。

中可见没有使用抗生素的鸡群
的料蛋比提高了 12%。

目前尚无MS对料蛋比和料
肉比影响估算的报告发表。目前
已有通过比较疫苗免疫组与MS
感染组评估MS感染对产蛋鸡大
概影响的估算。没有MS感染的
鸡通常可见有4%以上的料蛋比
的提高。考虑到世界各地的鸡蛋
生产成本中70%是饲料的话，这
相当于降低了3%的生产成本。
况且饲料成本是一直持续的，无
论鸡蛋的价格如何。目前尚无
MS对商品肉鸡生产效率影响的
报告。 Barbour等 (2000)的研究
显示MG野毒感染鸡群与免疫鸡
群相比料肉比差20%。这就使在
蛋鸡和种鸡上控制MG和MS的野
毒感染更加有必要。
多日龄鸡场如果在开产时发
生MS感染，看起来会诱发大肠
杆菌导致的腹膜炎并导致死亡率
的上升。
最后，家禽支原体使某些地
区的家禽养殖业对抗生素变得十
分依赖。在产蛋鸡上可以看到有
在整个产蛋期每隔 4-8 周就使用
抗生素的用药程序，在肉鸡上则
在 18-22 日龄前后例行使用。 

经济有效的控制支原体
虽然支原体净化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家禽养
殖业的终极目标，但同时也是有风险的，因而对
于有感染风险的鸡群而言保持一个 B 计划是有必
要的。通常第一次需要将鸡群淘汰，能基本能得
到同意，但是当要发生第二次的时候，智囊团就
会提出使用抗生素的建议，把之前淘汰的鸡群作
为一个借口。对于多日龄鸡场（经常遇到的情
况），会建议更早使用抗生素。
支原体净化策略的问题是支原体阴性鸡群对
支原体是完全易感的。看待支原体活疫苗的一个
方面是它提高了鸡群对支原体感染的抵抗力。肉
种鸡饲养的目标是不发生支原体野毒感染，而蛋
鸡养殖则做法各异。这就可能会使那些对 MS 不

加控制的蛋鸡饲养场成为肉鸡养殖的支原体蓄存
区。有些人只控制 MG，而 MS 也会导致问题。
疫苗免疫作为一项策略只有在所有感染压力都得
到解决时才有效。如果一个地区通过净化对 MG 达
到了很好的控制， MG 免疫可能不再必要，但这
种情况越来越罕见。
有些人想通过疫苗免疫来实现支原体净化。
但仅凭借免疫作用仍然有限，因为鸡场发生再次
感染的机会可能仍然很大。附近的鸡场可能仍然
是潜在的野毒蓄存区，而且搬不走。疫苗产生的
保护是抵御局部感染。

控制 MS 的同时也控制 MG 并采用相同策略是有道理的。MS 很重要--随着 MG 得到有效
控制，MS 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MS 可以导致 MG 所能导致的所有问题。MG 或 MS
毒株之间的致病性差异大于 MG 和 MS 的毒株差异。

需要对支原体控制策略及其有效性的成本进
行比较，以选择合适的策略。控制策略的具体措
施之间不能互相干扰。例如，上文已经提到，免
疫之后使用抗生素会影响疫苗免疫力。抗生素同
时还会干扰净化程序中的血清学监测 。疫苗免疫

疫苗免疫预防空气传染

鸡群的血清学监测不具备参考意义，因为用
MSH 和 ts-11 免疫后当疫苗株数量达到高峰时会
可能会产生血清转化，虽然不会有野毒株的迹象
或野毒株导致的临床症状 (Zavala 等, 2015) ，而
且在生产现场不同鸡群之间存在很大的血清反应
差异。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血清学转化可能是鸡群
之间血清学反应差异较大的原因，因为 ts-11 疫苗
株会在免疫之后持续存在 40 周。参见澳大利亚生
物资源公司之前关于支原体血清学的技术通讯
（www.bioproperties.com.au)。
用疫苗免疫控制支原体的总成本就是一羽份
MSH 疫苗和一羽份 ts-11 疫苗的成本，再加上免
疫劳动力成本。这与抗生素用药相比仍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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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需要每周用药一次，在产蛋期则需要每月用
药一周。用抗生素控制支原体目前面临压力，现
在为了人类健康的原因要求退出动物上的预防性
用药。抗生素比使用支原体灭活疫苗便宜，包括
多价自家疫苗，问题是支原体灭活疫苗无助于控
制 支 原 体 而 且 会 干 扰 活 疫 苗 的 效 力 (Glisson &
Kleven, 1984)。有些技术顾问倾向于把疫苗供应
商的免疫程序给偷梁换柱，但其实并无必要，而
且生产上也没有效果。
生物安全仍有必要，与此同时上述疫苗足以
保护现代化鸡舍中的鸡群所面对的野毒感染。引
进支原体阴性鸡群，同时使用 MS 和 MG 活疫苗
以防止附近鸡群包括同一鸡场鸡群的感染，则可
以实现产出支原体阴性后代鸡群。活疫苗不会给
后代鸡产生母源抗体，反正支原体的母源抗体对
后代鸡也没有保护作用。对于商品肉鸡，生物安
全差一些水平传染也不是大问题，对于长期饲养
的蛋鸡和肉种鸡后代，则可以使用活疫苗免疫。
即便不能获得支原体阴性的后备鸡群，使用
这些疫苗也是有益的。支原体活疫苗之间是有差
异的，实际上有些疫苗貌似随时间发生了变化。
疫苗的效力也有差别。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产品的
使用方便性等更为看重。如果仅凭成本和方便选
择了效力较差、不能保证免疫保护与效益的疫苗，
还不如考虑 MSH 和 ts-11。由于支原体对其他疾
病的促进作用，有效控制支原体会有利于对其他
病毒与细菌病的控制。


支原体活疫苗的好处——临床实验结果
ts-11 类型
FCR
好处

+ 8 eggs / HH
蛋鸡
未计算
蛋鸡
+ 4 eggs / HH
每枚蛋减少 4%
蛋鸡
蛋鸡

+ 11.4 eggs / HH
+ 13.4 eggs / HH

每枚蛋减少 6%
每枚蛋减少 3.5%

种鸡

+ 22 chicks

每枚蛋减少 12%

+ 8 eggs / HH

每枚蛋减少 4%



蛋鸡
蛋鸡

+ 14 eggs / HH

每枚蛋减少 8%



蛋鸡

+ 14 eggs / HH

每枚蛋减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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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操作要点

鸡群免疫跟踪

保持滴头与眼睛垂直，以滴出
疫苗。
疫苗中可加入蓝色染色剂以便于检查。

在滴头上形成液滴并滴下，滴下前不要接
触鸡眼，以保证每滴
。

1. 监督免疫过程，确保冷链
a. 疫苗在-20°C 保存不要超过 4 周，要用冰柜保
存。
b. 按说明书进行解冻
c. 点眼接种
d. 使用经认可的染色剂进行操作培训，提高光
线较暗环境下的点眼操作准确性与评估
2. 检查鸡群的健康状态与生产表现
3. 种鸡还可以同时跟踪后代鸡：
a. 孵化场啄壳鸡胚数量（20%以上则支原体未
得到控制）
b. 跟踪后代鸡的状态（42 日龄血清抗体，如果
可能，使用性别鉴别错误的鸡来做）
4. 使用 DIVA PCR 技术调查相关问题
5. 需注意外购种蛋、引入免疫过的种公鸡（会导致未
免疫的阴性鸡群血清转化，但并无发病风险）以及
其他可能干扰生物安全的管理操作可能存在风险。
没有临床症状时血清学检测结果不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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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以上鸡的眼睛可吸收
头设计为每滴

，所以滴

先让鸡眨一下眼，吸收了疫苗再放走。

使用染色剂的话，操作正确的鸡免疫后舌
头与上颚应为蓝色。
释义
微生物耐药性
鸡传染性贫血病毒
细胞介导的免疫
慢性呼吸道病
野毒感染与疫苗免疫区分
饲料转化率
抗体分子 部分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鸡毒支原体
鸡滑液囊支原体
鸡新城疫病毒
聚合酶链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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