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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

药制剂，该中兽药制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

中药材：丁香10‑20份、厚朴20‑35份、菩提花10‑

20、浮萍25‑50份、干姜10‑15份。本发明处方药性

温和，健脾化湿，通阳利水，且抗菌效果好。本发

明还提供了一种中兽药制剂的制备方法，它有效

提高厚朴酚含量，防止挥发油的流失。通过三次

煎煮，在保持本处方药效最佳状态下将药中的有

效成分提取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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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特征在于，该中兽药制剂由如下重量份数

配比的中药材制成：丁香10‑20份、厚朴20‑35份、菩提花10‑20份、浮萍25‑50份、干姜10‑15

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特征在于，该中兽药制剂

由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中药材制成：丁香10‑15份、厚朴25‑30份、菩提花10‑15份、浮萍30‑

40份、干姜10‑1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特征在于，该中兽药制剂

由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中药材制成：丁香15份、厚朴20份、菩提花10份、浮萍45份、干姜10

份。

4.一种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特征在于，该中兽药制剂由如下重量份数

配比的中药材制成：丁香15份、厚朴15份、菩提花10份、浮萍40份、干姜10份、陈皮10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兽药制

剂为口服液。

6.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所述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制备方法如下：

第一步，按厚朴重量份数的1/10取干姜，然后将所取干姜加水煎汤，将所有厚朴放入姜

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收后备用；

第二步，将所有的丁香、菩提花、浮萍和剩余干姜加入所有药材重量的9‑11倍的水浸泡

1h，然后加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第二步所加入水重量的70%‑80%的水煎煮

1h；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再加入第三步所加入水重量的60%‑70%的水煎煮1h；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菌后，

4℃保存备用。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制备方法如下：

第一步，按厚朴重量份数的1/10取干姜，然后将所取干姜加水煎汤，将所有厚朴放入姜

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收后备用；

第二步，将所有的丁香、菩提花、浮萍和剩余干姜加入所有药材重量的9‑11倍的水浸泡

1h，然后加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第二步所加入水重量的70%‑80%的水煎煮

1h；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加入所有陈皮，再加入第三步所加入水重量的

60%‑70%的水煎煮1h；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菌后，

4℃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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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家禽的中兽药领域，具体的是一种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

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鸡大肠杆菌病是由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各种鸡的急性、慢性细菌性传染病，各

个品种和各年龄的鸡均可发生。近年来，随着养殖业不断向规模化发展，许多养殖户盲目地

增加养殖量，造成养殖环境恶化，使大肠杆菌病呈现流行上升趋势，给养殖生产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鸡大肠杆菌病作为危害养鸡业发展的重要细菌病，在防治中普遍存在以下几

方面的阻碍：一、抗生素耐药；二、药残危害食品安全；三、血清型多，疫苗防治难。因此，寻找

一种安全有效，无耐药性，使用方便的抗鸡大肠杆菌病药物在养鸡业中至关重要。

[0003] 对于鸡大肠杆菌病的起因，中兽医认为鸡大肠杆菌病为湿邪致病，热邪伤肝，热邪

侵害心脏。《本草纲目卷·四十八·禽部·鸡》曰“鸡卵生而地产，羽不能飞，虽为阳精，实属

风木，是阳中之阴也”。鸡的生理特点为阳中之阴，喜燥而恶湿，常为卫阳不足，肺气虚弱。鸡

的代谢方面一般体温较高，心率快，呼吸快，而现在的养殖场多属于封闭环境，温度高湿度

大，故鸡以湿热证居多。

[0004] 临床剖检多数可见尿酸盐沉积的现象，心肝等器官出现水肿现象。水肿日久，瘀血

阻滞，湿邪导致脾胃失和，脾气不升，胃气不降，治疗时必须要健脾和胃，消除水肿。故健脾

化湿，通阳利水，化气行水为治疗鸡大肠杆菌病时用药的关键。

[0005] 临床上常用的中兽医处方重视抗菌，多数采用大苦大寒之药，且用药量大，处方组

份多，不仅影响动物机体健康，降低药效，更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根据体外抑菌试验，筛选

使用大苦大寒类清热类中药(如穿心莲、黄连等)进行治疗，易伤脾胃，出现胃脘坠胀，大便

自利不禁而严重影响治疗效果。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的中兽药处方采用大苦大寒类清热类中药，造成严重的副作用，本

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药性温和，健脾化湿，通阳利水，且抗菌效果好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

的中兽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

剂，该中兽药制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中药材：丁香10‑20份、厚朴20‑35份、菩提花10‑

20、浮萍25‑50份、干姜10‑15份。

[0008] 进一步的，该中兽药制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中药材：丁香10‑15份、厚朴25‑

30份、菩提花10‑15、浮萍30‑40份、干姜10‑12份。

[0009] 优选的，该中兽药制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中药材：丁香15份、厚朴20份、菩

提花10、浮萍45份、干姜10份。

[0010] 更进一步的，该中兽药制剂还包括重量份数为5‑10份的陈皮，且在丁香、菩提花、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09939211 B

3



浮萍和干姜重量份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厚朴重量份数对应减少所添加的陈皮的重量份数。

[0011] 优选的，该中兽药制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配比的中药材：丁香15份、厚朴15份、菩

提花10、浮萍40份、干姜10份、陈皮10份。

[0012] 优选的，所述中兽药制剂为口服液。

[0013] 用于制备上述不含陈皮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制备方法如下：

[0014] 第一步，按厚朴重量份数的1/10取干姜，然后将所取干姜加水煎汤，将所有厚朴放

入姜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收后备用；

[0015] 第二步，将所有的丁香、菩提花、浮萍和剩余干姜加入所有药材重量的9‑11倍的水

浸泡1h，然后加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0016]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第二步所加入水重量的70％‑80％的

水煎煮1h；

[0017]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再加入第三步所加入水重量的60％‑70％的水煎

煮1h；

[0018]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

菌后，4℃保存备用。

[0019] 用于制备上述含有陈皮的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中兽药制剂，其制备方法如下：

[0020] 第一步，按厚朴重量份数的1/10取干姜，然后将所取干姜加水煎汤，将所有厚朴放

入姜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收后备用；

[0021] 第二步，将所有的丁香、菩提花、浮萍和剩余干姜加入所有药材重量的9‑11倍的水

浸泡1h，然后加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0022]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第二步所加入水重量的70％‑80％的

水煎煮1h；

[0023]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加入所有陈皮，再加入第三步所加入水重量

的60％‑70％的水煎煮1h；

[0024]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

菌后，4℃保存备用。

[0025] 本发明的各中药组份药性、药理如下：

[0026] 丁香，味辛、性温，具有温中降逆、补肾助阳的作用。归脾、胃、肺、肾经。用于脾胃虚

寒。它还是一味很好的温胃药，还可缓解腹部胀气，增强消化能力，其含有丁香油，对于致病

性真菌及葡萄球菌、痢疾和大肠杆菌等有抑制作用。

[0027] 厚朴，性温，归脾、胃、肺、大肠经，能健脾和理气，可使补而不滞，可有效缓解寒性。

厚朴中的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等革兰阴性杆菌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

[0028] 陈皮理气健脾，燥湿消痰，下气平喘。

[0029] 菩提花，又名帝王花，促进消化、发汗利尿、可减轻疾病引起的发烧症状，提高机体

免疫力。

[0030] 浮萍，可利尿能发汗、利水、清热，解毒。《本草拾遗》记载：“末敷面酐；捣汁服之，主

水肿，利小便；又人中毒，取萍子暴干末，酒服方寸匕；又为膏长发。”归经：《本草求真》：“入

肝、脾”；《雷公炮制药性解》：“入肺、小肠二经”。

[0031] 干姜，可治中寒水泻，健脾化湿。《本经》记载：“味辛，温”。归经：入脾、胃、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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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因本处方的主要功用为健脾化湿，通阳利水，化气行水，为了避免大苦大寒类清热

类中药易伤脾胃，出现胃脘坠胀，大便自利不禁的副作用，本处方采用非大苦大寒的浮萍作

为君药，但浮萍也属性寒，单独使用对疾病不利，故本发明采用干姜为浮萍的佐制药，可以

进行互补，以助宣肺利小便消肿之功。又采用菩提花作为臣药以辅之，菩提花性温，促进消

化、发汗利尿，提高机体免疫力，故菩提花、浮萍、干姜配伍能健脾胃、利水、发汗，有效缓解

水肿，发热等临床症状，达到健脾化湿，通阳利水，化气行水的功效。

[0033] 丁香和厚朴均具有健脾理气功效，两者作为臣药，且丁香中的丁香油与厚朴中的

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对大肠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丁香与厚朴配伍，辅助治疗大肠杆菌病，

能产生协同增强作用，提高其抗菌作用，且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厚朴与陈皮配伍，能有效缓

解疾病导致的脾胃失和，胃气不降问题，增加食欲，提高治疗效果，标本兼治。

[0034] 本处方各药材的取量考究，用量恰到好处，充分发挥各组份的作用，使个药材之间

的配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药效。不存在药材种类过多，药效降低，副作用大的问题。

[0035] 上述几味药材本着辨证论治、整体调理的基本原则，用药有依据可循，对因对症、

治标治本，提高免疫力，缓解大肠杆菌病临床各种症状，达到有效治疗的目的，几乎没有副

作用产生。而且，本处方通过调节鸡胃、肠道，优化肠道菌群，促进消化吸收功能，可提高蛋

鸡的产蛋率。

[0036]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7] 先将厚朴和姜重量比10:1的比例炮制，避免了厚朴药力较为峻烈，其味辛辣，对食

道有刺激性的问题，且姜制后可消除刺激性，并能增强宽中和胃的功效，并有效提高厚朴酚

含量，防止挥发油的流失。通过三次煎煮，在保持本处方药效最佳状态下将药中的有效成分

提取最多。在最后一次煎煮中加入陈皮是为了防止陈皮中的挥发油损失过多，影响药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试验及临床效果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阐述。

[0039] 实施例一：

[0040] 取丁香30g、厚朴50g、菩提花20g、浮萍80g、干姜20g，按照如下步骤制得药液：

[0041] 第一步，取5g干姜加水煎汤，将50g厚朴放入姜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

收后备用。本步骤将厚朴用姜炮制，避免了厚朴药力较为峻烈，其味辛辣，对咽喉有刺激性

的问题，且姜制后可消除刺激性，并能增强宽中和胃的功效，并有效提高厚朴酚含量，防止

挥发油的流失。

[0042] 第二步，将30g丁香、20g菩提花、80g浮萍和15g干姜加入2000ml水浸泡1h，然后加

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0043]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1500ml水煎煮1h。

[0044]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1000ml水煎煮1h。

[0045]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

菌后，4℃保存备用。

[0046] 本发明中兽药口服液对人工诱发鸡大肠杆菌病的试验效果：

[0047] 1菌液制备

[0048] 将保存下的大肠杆菌复苏后在LB肉汤中增殖。采用十倍稀释法，混匀制成菌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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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液1mL于平皿中，注入营养琼脂约15mL，混匀，凝固后置37℃培养18h。

[0049] 2鸡大肠杆菌模型建立及攻毒剂量的确定

[0050] 25日龄海兰褐鸡胸肌注射4.8×108cfu/mL的菌液0.2mL、0.3mL、0.4mL、0.5mL，每

个剂量接种10只。记录试验鸡的发病及死亡情况，并确定正式试验的攻毒剂量。攻毒6h后，

试验鸡表现食欲下降，精神沉郁，排水样粪便，18h开始出现鸡死亡，4天后统计发病率和死

亡率，其中胸肌注射0.3mL组发病率90％，死亡率为70％，选择0.3mL的菌液作为临床药效试

验的攻毒剂量。

[0051] 3药效试验

[0052] 3.1动物分组

[0053] 鸡群常规笼养，自由饮水采食。选择25d龄健康雏鸡120只，称重，随机分为4组，中

兽药组、药物对照组、攻毒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鸡接种0.3mL细菌发病后，分别按表

1.1进行分组给药，每天上、下午各1次，连用5d。用药期间观察鸡群临床症状，记录各组鸡的

采食量、死亡、治愈、显效及有效情况。各组试验鸡分组及给药方案见表1.1。

[0054] 表1.1各组试验鸡分组及给药方案

[0055]

[0056] 3.2试验指标与统计学分析方法

[0057] 治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精神及采食恢复正常。

[0058] 显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明显减轻，精神及采食基本恢复。

[0059] 有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减轻，但精神及采食情况基本没有恢复。

[0060] 无效：在试验期间死亡，临床症状未见减轻或发病鸡死亡。

[0061] 总有效率：试验结束后，鸡群治愈数、显效数和有效数总和占鸡群治疗数的百分

比。

[0062] 统计学分析方法

[0063] 对总有效率进行x2(卡方)检验。

[0064] 4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结果

[0065] 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具体结果见表1.2。由表1.2可以看

出，中兽药组与药物对照组治愈数均高于攻毒对照组，中兽药组与药物对照组间差别不大；

攻毒对照组与中兽药组及药物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中兽药组及药

物对照组相比治疗效果差异不显著(P>0.05)。因此，本发明研制的中兽药能够有效降低大

肠杆菌死亡率，效果与药物对照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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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表1.2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结果

[0067]

[0068] 注：同列数据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

异显著(P<0.05)。攻毒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中的治愈数为存活数量。下同。

[0069] 实施例二：

[0070] 取丁香30g、厚朴40g、菩提花20g、浮萍90g、干姜20g，按照如下步骤制得药液：

[0071] 第一步，取4g干姜加水煎汤，将40g厚朴放入姜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

收后备用。

[0072] 第二步，将30g丁香、20g菩提花、90g浮萍和16g干姜加入2000ml水浸泡1h，然后加

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0073]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1500ml水煎煮1h。

[0074]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1000ml水煎煮1h。

[0075]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

菌后，4℃保存备用。

[0076] 本发明中兽药口服液对人工诱发鸡大肠杆菌病的试验效果：

[0077] 1菌液制备和鸡大肠杆菌模型建立及攻毒剂量的确定同实施例一中。

[0078] 2药效试验

[0079] 2.1动物分组

[0080] 鸡群常规笼养，自由饮水采食。选择25d龄健康雏鸡120只，称重，随机分为4组，中

兽药组、药物对照组、攻毒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鸡接种0.3mL细菌发病后，分别按表

2.1进行分组给药，每天上、下午各1次，连用5d。用药期间观察鸡群临床症状，记录各组鸡的

采食量、死亡、治愈、显效及有效情况。各组试验鸡分组及给药方案见表2.1。

[0081] 表2.1各组试验鸡分组及给药方案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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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0084] 2.2试验指标与统计学分析方法

[0085] 治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精神及采食恢复正常。

[0086] 显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明显减轻，精神及采食基本恢复。

[0087] 有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减轻，但精神及采食情况基本没有恢复。

[0088] 无效：在试验期间死亡，临床症状未见减轻或发病鸡死亡。

[0089] 总有效率：试验结束后，鸡群治愈数、显效数和有效数总和占鸡群治疗数的百分

比。

[0090] 统计学分析方法

[0091] 对总有效率进行x2(卡方)检验。

[0092] 3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结果

[0093] 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具体结果见表2.2。由表2.2可以看

出，中兽药组与药物对照组治愈数均高于攻毒对照组，中兽药组与药物对照组间差别不大,

但效果差于实施例一中的中兽药效果；攻毒对照组与中兽药组及药物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存

在显著性差异(P<0.05)，中兽药组及药物对照组相比治疗效果差异不显著(P>0.05)。因此，

本发明研制的中兽药能够有效降低大肠杆菌死亡率。

[0094] 表2.2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结果

[0095]

[0096]

[0097] 实施例三：

[0098] 取丁香30g、厚朴30g、菩提花20g、浮萍80g、干姜20g、陈皮20g，按照如下步骤制得

药液：

[0099] 第一步，取3g干姜加水煎汤，将30g厚朴放入姜汤中文火加热至姜汤被厚朴完全吸

收后备用。

[0100] 第二步，将30g丁香、20g菩提花、80g浮萍和17g干姜加入2000ml水浸泡1h，然后加

入第一步中的厚朴煎煮沸腾后文火煮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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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第三步，将第二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再加入1500ml水煎煮1h。

[0102] 第四步，将第三步中的中药过滤，滤渣加入陈皮20g，再加入1000ml水煎煮1h。在本

步骤中加入陈皮是为了防止陈皮中的挥发油损失过多，影响药效。

[0103] 第五步，将三次煎得的药液合并，室温过夜，离心取上清液，药液浓缩至1g/mL，灭

菌后，4℃保存备用。

[0104] 本发明中兽药口服液对人工诱发鸡大肠杆菌病的试验效果：

[0105] 1菌液制备和鸡大肠杆菌模型建立及攻毒剂量的确定同实施例一中。

[0106] 2药效试验

[0107] 2.1动物分组

[0108] 鸡群常规笼养，自由饮水采食。选择25d龄健康雏鸡120只，称重，随机分为4组，中

兽药组、药物对照组、攻毒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鸡接种0.3mL细菌发病后，分别按表

3.1进行分组给药，每天上、下午各1次，连用5d。用药期间观察鸡群临床症状，记录各组鸡的

采食量、死亡、治愈、显效及有效情况。各组试验鸡分组及给药方案见表3.1。

[0109] 表3.1各组试验鸡分组及给药方案

[0110]

[0111] 2.2试验指标与统计学分析方法

[0112] 治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精神及采食恢复正常。

[0113] 显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明显减轻，精神及采食基本恢复。

[0114] 有效：试验期间，用药后临床症状减轻，但精神及采食情况基本没有恢复。

[0115] 无效：在试验期间死亡，临床症状未见减轻或发病鸡死亡。

[0116] 总有效率：试验结束后，鸡群治愈数、显效数和有效数总和占鸡群治疗数的百分

比。

[0117] 统计学分析方法

[0118] 对总有效率进行x2(卡方)检验。

[0119] 3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结果

[0120] 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具体结果见表3.2。由表3.2可以看

出，中兽药组与药物对照组治愈数均高于攻毒对照组，中兽药组与药物对照组间差别不大；

攻毒对照组与中兽药组及药物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中兽药组及药

物对照组相比治疗效果差异不显著(P>0.05)。因此，本发明研制的中兽药能够有效降低大

肠杆菌死亡率，效果与药物对照组相当，达到了与氟苯尼考的相当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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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表3.2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各组临床药效疗效结果

[0122]

[0123] 通过上述三个实施例的试验可看出，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中的处方与药物对照组

均能有效降低大肠杆菌死亡率，且差异不显著，但实施例3中丁香15份、厚朴15份、菩提花

10、浮萍40份、干姜10份、陈皮10份的处方对鸡大肠杆菌的治疗效果组最好，总有效率均高

于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基本接近氟苯尼考的治疗效果。

[0124] 临床试验例

[0125]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一养殖户，饲养白羽肉鸡8000余只，20日龄部分鸡出现精神

萎靡不振、采食减少或不食，剖检病鸡，可见结膜苍白，腹膜增厚，肝脏肿大，表面附有纤维

素性渗出，心包膜变厚，有黄白色纤维素，出现气囊炎、心包炎、腹膜炎等症状。取鸡的肝脏

涂片，革兰氏染色，镜检为革兰氏阴性杆菌，细菌在普通培养基中生长良好，菌落表面光滑

不透明，有光泽，在麦康凯中生长良好，菌落表面光滑、湿润，边缘整齐，判为鸡大肠杆菌病。

共发病578只，死亡56只。剩余522只发病鸡按6mL/kg给鸡饮水，添加本发明实施例三的中兽

药制剂，连喂5天，五天后，58只鸡效果不佳，36只鸡死亡，428只有较好的治疗效果，病鸡基

本恢复正常，总有效率达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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