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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养殖

农业部要求加强家禽H7N9流感防治工作

伪狂犬病诊断与防治
伪狂犬病是由伪狂犬病毒引起的猪和其

他动物共患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病的特征为
发热、奇痒，脑脊髓炎症状。病猪的临床症状
和病程随年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而对该
病正确诊断、病理变化，防治措施尤为重要。

●诊断
根据临床症状以及流行病学资料分析，

可作出初步的诊断，要确诊本病则必须结合
病理组织学变化或其他实验室诊断。

1.动物接种实验采取病猪脑组织磨碎
后，加生理盐水制成10%悬浮液，同时每毫升
加青、链霉素各1000IU，离心、沉淀、上清液
备用。取健康家兔2只，于后腿内侧皮下注
射上述组织上清液2mL，家兔于24小时后表
现有精神沉郁、发热、呼吸加快（98~100 次/
min）脉搏加快，家兔开始先舔接种部位，以
后逐渐变成用力撕咬接种点，严重者可出现
角弓反张，在地上翻滚，仔细观察患部可发现
有出血性皮炎、局部脱毛、皮肤破损出血，家
兔表现局部奇痒症状，4~6小时后病兔衰竭，
倒卧于一侧，痉挛，呼吸困难而亡。

2.血清学诊断
可用免疫荧光法、间接血凝抑制试验、琼

脂扩散试验、补体结合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来诊断。

●病理变化
主要是非化脓性脑炎、脑膜血、水肿，脑

实质出现针尖大小出肝、肾等实质器官可见
1~2mm大小的灰白色或黄白色坏死灶，淋巴

结75%、扁桃体、肾63%、肝、脾的38%，肾、肝
的环死灶周围有红色晕圈，肺充血、水肿，上
呼吸道常见卡他性、卡他化脓性及出血性炎
症，气管和支气管有大量泡沫样液体。扁桃
体可出现化脓坏死灶。肺可见有小叶性肺炎
和小的出血灶。肝等实质器官可见灰白色或
黄白色坏死以及肾上腺坏死灶。肾出现弥漫
性淤点。脑出现充血、出血等变化。

病理组织学：非化脓性脑炎、肝、脾、肺出
血坏死以及炎性细胞浸润和吞噬细胞增生。

●防治
（一）预防工作的基本原则
（1）从无病猪场引进种猪，对引进猪采血

做血清学监测，确认为阴性方可购入，回场后
进行隔离观察1个月。

（2）平时定期消毒。
（3）捕灭猪舍鼠类及野生动物。
（4）原种猪场每季度采血检查1次。
（二）免疫防治
1.免疫接种
广泛用于猪伪狂犬病的控制。对感染猪

群而言，进行疫苗免疫接种是控制乃至消灭
猪伪狂犬病的重要措施。给发病猪群接种疫
苗可预防或减少由本病引致的流产、死胎和
仔猪死亡；使用基因缺失苗并结合进行猪群
监测和淘汰，可在已病猪群中消灭伪狂犬病。

2.疫苗种类与特点
有普通弱毒疫苗、灭活疫苗和基因缺失

疫苗三大类：
①弱毒疫苗：我国利用引进的 Bartha-

K61弱毒株试制的伪狂犬病毒冻干苗。弱毒
苗优点是成本低、免疫原性好，缺点是安全性
能差。

②灭活苗：有氢氧化铝灭活疫苗和油佐
剂灭活疫苗。灭活疫苗的优点是安全，缺点
是成本高、注射次数多。

③基因缺失苗：其中基因缺失苗又分gI，
gE和TK基因缺失等多种疫苗。基因缺失弱
毒苗的优点是免疫应答好、比较安全，缺点同
样是成本高。

3.免疫程序
非疫区可选用基因缺失苗，固定一种疫

苗、同一厂家产品，以防疫苗毒力变异。哺乳
仔猪15日龄第一次注射0.5mL，断奶后再注
mL 同时注射灭活疫苗。3 个月以上架子猪
注射1mL，成年猪每6个月注射1次为2mL，
妊娠母猪分娩前 1 个月再注射 2mL，同时可
注射灭活疫苗1~2mL。免疫期为6个月。在
未发生本病的地区，不主张使用弱毒疫苗。
本病目前尚无可防止病毒感染的疫苗，免疫
接种只能控制我情，降低经济损失，所以对本
病的防治是否应用疫苗视当地实际情况而
定。

宣长和

兔子怎么分公母？
初生仔兔
初生仔兔的公母一般可通

过观察阴部生殖孔形状及与肛
门间距离识别，孔洞扁形而略大
且与肛门间距较近者为母兔，孔
洞圆形而略小且与肛门间距较
远者为公兔。

开眼仔兔
开眼后的仔兔可用食指与

中指夹住尾部，大拇指轻轻向上
推开生殖器，开口呈“O”形者为
公兔，开口呈纵向豁嘴状“Y”形
者为母兔。

幼年兔子
兔子出生后8～10周雄兔便

长出精巢(睾丸)，抓住兔子用手
触摸靠近肛门的阴部会感触到
一个比蚕豆略大些的肉块的是
雄兔，而没有肉块的是雌兔。

成年兔子
兔子长大开始发情时雄兔

的后腿常用力拍击地面发出声
音并在雌兔后面追逐，这个时期
很容易分辨兔的雄雌。雄兔的
这种行为是在向雌兔求爱，并向
对方表示自己的存在。雌兔发
情时能分泌出一种特殊气味并
将尾巴举起，不断摆动，使分泌
气味向外扩散，借此引诱雄兔。

中农

荷兰猪怎么洗澡？

稻鸭共育
生态种养技术

选育好鸭种
首先应选用适于稻间放养

的吉安红毛鸭或山麻鸭，这 2 个
品种均属中小型个体，放养稻间
穿行灵活，且食量较大，耐粗饲，
成本较低，露宿抗逆性强，适应
性强。公鸭生长快，肉质鲜嫩；
母鸭产蛋率高。其次要育好雏
鸭，由于早春气温较低，应注意
防寒保暖，同时要喂少量浸湿的
碎米、碎玉米和细麦糠，并适量
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一般在
饲养室(棚)内摆放一些浅容器，
内盛清水以提供雏鸭游玩锻炼，
提高对水的适应能力。饲养到
20～25日龄，每只体重150g左右
时可放到稻田中饲养。

放养时机
根据水稻生长情况掌握时

机：一般以秧苗返青、开始分蘖
时放鸭。但要根据季节灵活掌
握，夏秋季气温高时，雏鸭可小
一些；早春或秋末气温低时，放
牧的雏鸭要大一些。

稻子抽穗扬花后停止放鸭，
以免伤害稻子。此时，如果鸭主
翼羽在3cm以上就可上市出售，
如不到出售年龄，可转入江河湖
泊里放牧。从本地的实际情况
看，除水稻生长期在稻田里可固
定放鸭外，还可以充分利用草
籽、春花、晚稻收割后的茬地放
鸭。

放养密度
鸭在稻丛间的放养密度一

般以 180～225 只/平方米为宜，
最好以 500 只左右为一群，既有
利于避免鸭群密集而踩伤前期
稻苗，又能分布到圈定范围稻间
各个角落去寻找食物，达到均匀
控制田间害虫和杂草的目的。
在放养雏鸭时最好在群里放养
3～4 只大其他鸭 1～2 周龄的幼
鸭，以起到遇外敌时能预警，躲
风雨返回时能领头的作用。为
了增强雏鸭的抗病能力，放养前
每只鸭需注射鸭瘟、鸭病毒性肝
炎等疫苗。 黔农

局部清洗
在给荷兰猪洗澡的时候有

人会采取局部清洗的办法，常
见的是荷兰猪局部皮肤染病，
医生给开了洗液之类的药，这
时候不需要全身洗，可以用棉
签蘸着涂抹，抹出泡沫后再蘸
清水擦试干净。

全身清洗
1.科学的清洗方法是找一

个容器，一般都是脸盆，在里面
放入温水，大概 2～3 厘米深的
样子，但要看荷兰猪的大小了，
然后用水把荷兰猪的身体打
湿，因为荷兰猪毛很厚，所以要

注意别洗完之后里面都是干
的。

2.然后用小动物香波，这个
一定要买好一点的、正规的，不
要选择药性太大的，如果有毒
就麻烦了。因为市面上不大容
易买到专门给荷兰猪用的，尽
量挑选天然的绿色香波。把香
波少量涂在荷兰猪身上，轻
揉。

3.洗完后用事先准备好的
干燥毛巾擦干，要尽可能干。
然后可以用吹风机吹干，要掌
握好温度。

河农

［实用技术］

［养殖园地］

为进一步做好家禽 H7N9 流感防治工
作，有效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近日农业部制定了《全国家禽H7N9流感
防治指导意见（2018~2020年）》。

2013 年初，我国首次发现人感染 H7N9
流感病例，随后在活禽市场发现禽间H7N9
流感病毒感染。近年来，H7N9流感在家禽
间呈扩散态势，分布范围已扩大到20多个省
份。2017年初，部分省份发现家禽高致病性
H7N9 流感变异毒株，并引发多起家禽疫
情。2017年秋季以来，我国实施家禽H7N9
流感全面免疫，通过采取免疫等综合防治措
施，家禽H7N9流感病原学阳性率显著下降。

当前，H7N9流感病毒污染面仍然较广，
低致病性与高致病性毒株并存；我国家禽种
类多、养殖量大，家禽养殖场（户）动物防疫水
平总体不高；活禽销售经营、现宰鲜食现象普
遍，活禽市场生物安全管理薄弱，病毒由活禽
市场向养殖场传播的风险不容忽视；活禽跨
区域调运频繁；野鸟数量多、分布广、迁徙范
围大，病毒感染家禽及跨区域跨物种传播风
险依然较高，防控压力较大。

《意见》要求，到2020 年，全国总体达到

稳定控制标准，即全国家禽H7N9流感个体
发病率连续12个月低于0.1%；父母代以上种
禽场、具备条件的地区及规模化养禽场（小
区）达到免疫无疫或非免疫无疫标准，即连续
12个月未发现H7N9流感病毒感染。

《意见》指出，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加强
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
控、果断处置”方针，不断健全完善动物防疫
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生
产经营者依法承担主体责任的机制。实施家
禽H7N9流感强制免疫与扑杀相结合的综合
防治策略，切实落实强制免疫、监测预警、检
疫监管、区域化管理、宣传教育等防治措施；
强化联防联控，加强部门沟通协调，配合有关
部门妥善应对人感染病例，落实活禽市场监
管措施。有效降低H7N9流感病毒在家禽间
的传播扩散风险，提升家禽养殖经营场所动
物防疫水平，推进家禽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长
效防治机制。在全国实现和巩固家禽H7N9
流感的稳定控制，分区域逐步推动净化和消
灭。

《意见》还对防治措施作了明确规定。一
是做好家禽H7N9流感免疫工作。国家对家

禽H7N9流感实施强制免疫。二是严格活禽
产地检疫和流通监管。各地兽医部门应建立
活禽调入风险管控制度，除雏禽、种禽外，严
格限制从高风险地区和场所调入活禽。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要严格活禽跨省调运产地检疫
监管。三是提升养禽场所动物防疫水平。各
地兽医部门要加强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审
查、检疫监管和疫情监测。四是加强活禽市
场管理。严厉打击流动摊点活禽经营行为，
督促市场经营者严格落实“1110”制度（一日
一清洗、一周一消毒、一月一休市、过夜零存
栏）。五是强化疫情报告与主动监测。各地
要进一步健全疫情发现和报告机制，督促有
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疫情报告义务。六是科学
开展应急处置。进一步完善家禽H7N9流感
应急预案，强化应急管理。七是推动家禽产
业转型升级。各省级兽医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科学制定家禽业发展规划，推行水禽
与旱禽隔离饲养，推进家禽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和病死家禽无害化处理，降低疫病传播风
险。各地要积极协调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
快推动建立家禽“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
运输、冰鲜上市”生产消费模式。 徐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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