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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

复方制剂及应用，涉及兽药技术领域。所述中药

复方制剂包含以下重量份数中药组分：蒲公英

10‑20份、马钱子5‑15份、石膏10‑20份、红花5‑15

份、益母草5‑15份、红芪5‑15份、沙苑子5‑15份、

黄精5‑15份、香附5‑15份。本发明所采用的的中

药组分配伍合理，诸药合用，具有清热解毒，活血

化瘀、排毒等功效。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在防治

蛋鸡的输卵管炎上有明确疗效，使用本发明中药

复方制剂可以明显改善蛋鸡健康状况，提高产蛋

量，降低次品蛋率，提高产蛋率，提升蛋鸡生产性

能，增加生产效益。本发明由天然中药制成，具有

针对性强、疗效显著、无耐药性、药物残留、无任

何毒害物质，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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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复方制剂包含以下

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蒲公英10-20份、马钱子5-15份、石膏10-20份、红花5-15份、益母草5-

15份、红芪5-15份、沙苑子5-15份、黄精5-15份、香附5-1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重量

份数的中药组分为：蒲公英14-18份、马钱子8-12份、石膏13-18份、红花8-12份、益母草8-12

份、红芪8-12份、沙苑子8-12份、黄精8-12份、香附8-1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重量

份数的中药组分为：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益母草10份、红芪10份、

沙苑子10份、黄精10份、香附1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

复方制剂的剂型为散剂或者颗粒剂。

5.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按重量份数称取各中药组分：蒲公英10-20份、马钱子5-15份、石膏10-20份、红花5-

15份、益母草5-15份、红芪5-15份、沙苑子5-15份、黄精5-15份、香附5-15份；将上述各原料

洗净，烘干并粉碎，混合均匀得中药粗粉；

（2）将步骤（1）所得中药粗粉加水煎煮三次，每次3小时，随后合并煎液，并静置24小时，

过滤，将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1.24-1.26，冷却至室温备用；

（3）将步骤（2）所得浓缩滤液中加入质量分数为65%的乙醇，乙醇用量为滤液重量的

2.5-3倍，静置一夜，随后过滤，回收滤液中的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42-1.44，得中药

清膏；

（4）将步骤（3）所得中药清膏，喷雾干燥，制备成颗粒剂，灭菌，包装，即得本发明中药复

方制剂。

6.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药复方制剂是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药物，具体用量为：（1）中药复方制剂剂型为散剂，每

1000g拌料1500斤；（2）中药复方制剂为颗粒剂，每100g混合水150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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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兽药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及

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蛋鸡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疾病日渐增多，由

大肠杆菌等细菌引起的蛋鸡输卵管炎是鸡，特别是产蛋鸡的一种常见病，尤以开产期、产蛋

高峰期多见。感染输卵管炎的蛋鸡主要表现为疼痛不安，呆立不动，两翅下垂，羽毛松乱，有

的腹部靠地或昏睡，产出的蛋在其蛋壳上往往带有血迹，输卵管内经常排出脓样分泌物，污

染肛门周围及其下面的羽毛，产蛋困难，产蛋率明显下降，易产软壳蛋、薄壳蛋、畸形蛋、沙

皮蛋、小型蛋和白皮蛋。

[0003] 为了预防和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等疾病，养殖户经常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等

化学合成药物。抗生素在蛋鸡养殖中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蛋鸡生产性能、产蛋率

和料蛋比。但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容易使菌株产生抗药性，不仅影响蛋品质，而且残留在鸡

蛋中，危害人类健康。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绿色、无公害的制剂应用在蛋鸡的生产中，达

到预防和治疗蛋鸡生殖疾病，提高生产性能，改善蛋品质等目的。

[0004] 中草药以其独有的天然性、多功能性、无毒副作用和无抗药性等优点备受关注。中

草药不仅可以治疗蛋鸡的输卵管炎等疾病，还可以为动物提供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

元素等营养物质，能提高饲料的利用率，促进蛋鸡生长，而且富含多糖类、有机酸类、黄酮

类、生物碱类等天然的生物活性物质，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防治疾病，保持健康，因此在养

殖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0005] 兽医上常见四黄止痢颗粒、白头翁口服液、白龙颗粒等，研究发现，将上述制剂用

于治疗产蛋鸡输卵管炎其效果不佳，且并且容易反复；在临床上也有使用激蛋散、益母增蛋

散等温补类中药散剂，但也存在治愈率低、见效慢、性价比低等问题，因此急需开发一种疗

效确切、绿色经济、无抗无毒副作用的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制剂。

发明内容

[0006]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疗效确切、绿色经济、无抗无毒副作用的治疗

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应用。

[0007] （二）技术方案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包含以下重量份数的中

药组分：蒲公英10-20份、马钱子5-15份、石膏10-20份、红花5-15份、益母草5-15份、红芪5-

15份、沙苑子5-15份、黄精5-15份、香附5-15份。

[0008] 进一步地，作为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进一步优化，所述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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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数的中药组分为：蒲公英14-18份、马钱子8-12份、石膏13-18份、红花8-12份、益母草8-12

份、红芪8-12份、沙苑子8-12份、黄精8-12份、香附8-12份。

[0009] 进一步地，作为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进一步优化，所述重量

份数的中药组分为：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益母草10份、红芪10份、

沙苑子10份、黄精10份、香附10份。

[0010] 进一步地，作为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进一步优化，所述中药

复方制剂的剂型为散剂或者颗粒剂。

[0011]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1）按重量份数称取各中药组分：蒲公英10-20份、马钱子5-15份、石膏10-20份、红花5-

15份、益母草5-15份、红芪5-15份、沙苑子5-15份、黄精5-15份、香附5-15份；将上述各原料

洗净，烘干并粉碎，混合均匀得中药粗粉；

（2）将步骤（1）所得中药粗粉加水煎煮三次，每次3小时，随后合并煎液，并静置24小时，

过滤，将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1.24-1.26，冷却至室温备用；

（3）将步骤（2）所得浓缩滤液中加入质量分数为65%的乙醇，乙醇用量为滤液重量的

2.5-3倍，静置一夜，随后过滤，回收滤液中的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42-1.44，得中药

清膏；

（4）将步骤（3）所得中药清膏，喷雾干燥，制备成颗粒剂，灭菌，包装，即得本发明中药复

方制剂。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的应用，所述中药复方制

剂用于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药物，具体用量为：（1）中药复方制剂剂型为散剂，每1000g拌料

1500斤；（2）中药复方制剂为颗粒剂，每100g混合水150升。

[0013] 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中各中药组分的药理作用：

蒲公英：味苦、甘，性寒，归肝、胃经；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等功效；用于疔

疮肿毒、乳痈、瘰疬、目赤、咽痛、肺痈、肠痈、湿热黄疸、热淋涩痛等病症；其含有黄酮类、香

豆素类、酚酸类、萜类、甾醇类及多糖类等有效成分，临床研究表明其具有抑菌、抗氧化、抗

炎、抗肿瘤肠胃保护等药理作用。

[0014] 马钱子：味苦，性温，归肝、脾经；有通络止痛，散结消肿之功效；用于跌打损伤、风

湿顽痹、麻木瘫痪、咽喉肿痛等病症；其含有生物碱类、萜类、甾体及其苷类、有机酸等有效

成分，研究表明马钱子具有抗肿瘤、调节免疫、抗炎镇痛、调节小肠运动等药理作用。

[0015] 石膏：味甘、辛，性大寒，归肺、胃经；有透表解肌、清热泻水、除烦止渴等功效；用于

外感热病、高热烦渴、肺热喘咳、胃火亢盛、头痛、牙痛等病症；石膏中含有钙、铁、锌、锰、铜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机体免疫功能有增强作用和抗病毒作用。

[0016] 红花：味辛、性温，归心、肝经；有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之功效；用于闭经、痛经、恶露

不行、胸痹心痛、瘀滞腹痛、疮疡肿痛等病症；其包含黄酮类、甾体、酚酸类、双醇、木脂素、查

尔酮、炔类以及挥发油等化学成分，其中红花黄素为主要活性成分。

[0017] 益母草：味苦、辛，性微寒，归肝、心包、膀胱经；有活血调经、利尿消肿、清热解毒之

功效；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恶露不尽、水肿尿少、疮疡肿毒等病症；其含有生物碱、二

萜、黄酮、苯乙醇苷、苯丙素、香豆素、三萜、有机酸、挥发油等化学成分；研究表明，益母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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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改善蛋鸡初产阶段生产性能，增强机体免疫力。

[0018] 红芪：味甘，性微寒，归肺、脾经；有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

通痹、托毒排脓、敛疮生肌之功效；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便血崩漏、血虚萎黄、气虚水肿

等病症；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强心、利尿、降压、护肝、抗炎、提高免疫等作用，红芪的主

要成分是红芪多糖，能够显著提高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

[0019] 沙苑子：味甘，性温，归肝、肾经；有温补肝肾、固精、锁尿、明目之功效；用于肾虚腰

痛、遗精早泄、白浊带下、眩晕目晕等病症；其主要含有三萜糖苷、黄酮及多种糖苷、异黄酮

苷、氨基酸和多种脂肪酸类化合物及大量微量元素；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收缩子宫和

缩尿、降压、抗炎、保肝、、抗氧化、改善血液流变性和抑制血小板聚集、调节血脂等作用。

[0020] 黄精：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之功效；用于脾胃

气虚，体倦乏力，精血不足，口干食少，内热消渴等病症；黄精中含有多糖、低聚糖、黄酮、甾

体皂苷类、生物碱、木脂素、氨基酸、无机元素、挥发油等多种化学成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其具有抗氧化、降血糖、调节免疫力、抗菌、抗炎等作用。

[0021] 香附：味辛、微苦、微甘，性平，归肝、脾、三焦经；具有疏肝解郁，理气宽中，调经止

痛的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肝郁气滞、胸胁胀痛、脾胃气滞、脘腹痞闷、胀满疼痛、月经不调、

经闭痛经等症状；香附中含有挥发油、黄酮、生物碱、三萜与甾醇、蒽醌等多种化学成分；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香附能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消化系统,能够松弛子宫平

滑肌，具有雌激素样作用，抗抑郁、降低血糖血脂、抗炎抗菌、抗肿瘤等作用。

[0022] （三）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应用。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选

用蒲公英、马钱子、石膏、红花等九味中草药，应用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合理配伍而得，充分发

挥各药的作用，诸药共同协调增益药效，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排毒等功效。通过动物试

验和临床试验可说明，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在防治蛋鸡的输卵管炎上有明确疗效，使用本

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可以明显改善蛋鸡健康状况，提高产蛋量，降低次品蛋率，提高产蛋率，

提升蛋鸡生产性能，增加生产效益。并且本发明由天然中药制成，具有针对性强、疗效显著、

无耐药性、药物残留、无任何毒害物质，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

一种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中药复方制剂，按照以下步骤制备：

（1）按重量份数称取各中药组分：蒲公英10份、马钱子5份、石膏10份、红花5份、益母草5

份、红芪5份、沙苑子5份、黄精5份、香附5份；将上述各原料洗净，烘干并粉碎，混合均匀得中

药粗粉；

（2）将步骤（1）所得中药粗粉加水煎煮三次，每次3小时，随后合并煎液，并静置24小时，

过滤，将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1.24-1.26，冷却至室温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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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步骤（2）所得浓缩滤液中加入质量分数为65%的乙醇，乙醇用量为滤液重量的

2.5-3倍，静置一夜，随后过滤，回收滤液中的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42-1.44，得中药

清膏；

（4）将步骤（3）所得中药清膏，喷雾干燥，制备成颗粒剂，灭菌，包装，即得本发明中药复

方制剂。

[0025] 所制备中药复方制剂用于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药物，具体用量为：每100g混合水

150升。

[0026]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原料（按重量份数计）：蒲公英20份、马钱子15份、石膏20份、红花15份、益母草15份、红

芪15份、沙苑子15份、黄精15份、香附15份。

[0027]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原料（按重量份数计）：蒲公英18份、马钱子12份、石膏18份、红花12份、益母草12份、红

芪12份、沙苑子12份、黄精12份、香附12份。

[0028] 实施例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原料（按重量份数计）：蒲公英14份、马钱子8份、石膏13份、红花8份、益母草8份、红芪8

份、沙苑子8份、黄精8份、香附8份。

[0029] 实施例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原料（按重量份数计）：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益母草10份、红

芪10份、沙苑子10份、黄精10份、香附10份。

[0030] 实施例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原料（按重量份数计）：蒲公英12份、马钱子6份、石膏12份、红花6份、益母草14份、红芪6

份、沙苑子6份、黄精14份、香附8份。

[0031] 实施例7

（1）按重量份数称取各中药组分：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益母

草10份、红芪10份、沙苑子10份、黄精10份、香附10份；将上述各原料洗净，烘干并粉碎，混合

均匀得中药粗粉；

（2）将步骤（1）所得中药粗粉再次粉碎，粉碎至粒径为300-400目的中药超微粉，灭菌，

包装，即得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剂型为散剂。

[0032] 所制备中药复方制剂用于治疗蛋鸡输卵管炎的药物，具体用量为：每1000g拌料

1500斤。

[0033] 本发明诸药配伍合理，充分发挥各药的作用，诸药共同协调增益药效，本发明以中

药理论，选用药材，对药材进行组方，本发明中由于实验数据较多，对方剂进行多次调整并

进行实验，在此仅列出多组疗效较高的组方并与本发明配方进行对比。

[0034] 配方1：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益母草10份、红芪10份、沙苑子10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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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10份。

[0035] 配方2：蒲公英15份、红花10份、益母草10份、红芪10份、沙苑子10份、黄精10份、香

附10份。

[0036] 配方3：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益母草10份、红芪10份、沙苑子10份、

香附10份。

[0037] 配方4：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黄精10份、香附10份。

[0038] 本发明配方：蒲公英15份、马钱子10份、石膏15份、红花10份、益母草10份、红芪10

份、沙苑子10份、黄精10份、香附10份。

[0039] 按照上述配方，分别制备中药制剂，制备步骤按照实施例1所述制备，分别得各配

方下的中药颗粒。

[0040] 试验方法：

选取SPF级SD大鼠，雌性，80只，体质量（185±15g）；参考文献方法（张国祥，邱晓晓，程

泾，等.抗炎通络灌肠方治疗慢性输卵管炎的实验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31（6）：

1378-1381.），采用 “混合菌株接种法”制备慢性输卵管炎大鼠模型。以10%水合氯醛按照3 

mL/kg剂量腹腔注射麻醉，打开腹腔，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大鼠在子宫靠近输卵管处向两

侧输卵管分别注入混合菌液20μL，空白组注入生理盐水20μL，然后缝合创口。

[0041] 将大鼠按照体重分层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配方1-4组、本发明中

药颗粒组，每组个10只。除空白组外其余7组均建立模型，建立模型后第11天开始灌胃给药，

空白组和模型组大鼠每日灌胃注射用水2mL，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金刚藤胶囊0.4g/kg，配

方1-4组和本发明中药颗粒组分别灌胃给予配方1-4所得中药颗粒及本发明中药颗粒，剂量

为0.5g/kg，连续用药25天。

[0042] 在给药25天，用10%水合氯醛麻醉大鼠，腹主动脉取血，离心取血清，酶联免疫法

（ELISA法）检测大鼠血清输卵管炎相关促炎因子IL-2、IL-6、TNF-α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

[0043] 实验数据以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检验。

[0044] 表1 大鼠血清炎症相关指标的检测结果（ x̀±s）

组别 n IL-2（pg/mL） IL-6（pg/mL） TNF-α（pg/mL）

空白组 10 1.56±0.03 123.65±11.36 192.36±5.12

模型组 10 1.87±0.07a 181.97±15.44a 298.10±4.99 a

阳性对照组 10 1.73±0.11ab 157.22±9.71 ab 255.42±9.70 ab

配方1组 10 1.69±0.14ab 150.78±13.74 ab 248.09±9.33 ab

配方2组 10 1.71±0.02ab 156.03±11.00 ab 253.03±4.61 ab

配方3组 10 1.70±0.05ab 154.69±14.52 ab 250.85±7.16 ab

配方4组 10 1.74±0.13ab 162.40±8.91 ab 258.31±5.49 ab

本发明中药颗粒组 10 1.61±0.20bc 139.16±12.03 abc 238.45±7.36 abc

注：a与空白组比较P<0.05；b与模型组比较P<0.05；c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0.05。

[0045] 模型组、阳性对照组、配方1-4组及本发明中药颗粒组血清IL-6和TNF-α指标与空

白组相比，有明显升高，有显著性差异（P<0.05）；阳性对照组、配方1-4组及本发明中药颗粒

组血清IL-6和TNF-α指标与模型组相比，有明显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0.05）；发明中药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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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组血清IL-6和TNF-α指标与阳性对照组、配方1-4组相比显著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

0.05），结果详见表1。

[0046] 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及配方1-4组血清IL-2指标与空白组相比，有明显升高，有显

著性差异（P<0.05）；阳性对照组、配方1-4组及本发明中药颗粒组血清IL-2指标与模型组相

比，有明显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0.05）；发明中药颗粒组血清IL-2指标与阳性对照组、配

方1-4组相比显著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0.05），发明中药颗粒组血清IL-2指标与空白组相

比，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详见表1。

[0047]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本发明中药颗粒能够明显减轻混合菌所致大鼠输卵管炎模型

输卵管炎症，与配方1-4组相比，能够更为明显地降低血清IL-2、IL-6、TNF-α含量，具有更为

有效的抗炎作用。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选用蒲公英、马钱子、石膏、红花等九味中草药，应用

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合理配伍而得，充分发挥各药的作用，诸药共同协调增益药效，配方中各

成分缺一不可。

[0048] 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中药分散颗粒对蛋鸡输卵管炎的治疗效果，以下提供动物试

验作为说明。以下所涉及本发明中药颗粒剂皆按照实施例5制备得到，所涉及本发明中药散

剂皆按照实施例7制备得到。

[0049]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药物

本发明中药颗粒剂、本发明中药散剂、10%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激蛋散

1.2试验动物

将360日龄蛋鸡2000羽，随机分成五组，即空白组，试验组1，试验组2、、药物对照组1及

药物对照组2。每组500羽。试验开始前，鸡表现为蛋清混浊、软蛋、血斑蛋、沙皮蛋、产蛋率低

等输卵管炎症等特点，每日次品蛋率为3-4%。

[0050] 1.3试验方法

1.3.1  在饲料中按照表2所述的剂量进行药物投放（拌料或混水），药物连续投放7天，7

天后停药。

[0051] 表2试验组与药物投放剂量

1.3.2 各分组试验在相同饲喂条件下进行。360日龄鸡在试验前7天开始对试验全群所

产蛋进行称重和计数，试验开始半个月内对试验全群所产蛋进行称重和计数。

[0052] 1 .3.3  观察测定项目：每日观察鸡群变化、健康状况，记录采食量、产蛋量、蛋重、

次蛋数（包括软蛋、血斑蛋、沙皮蛋、破蛋等），计算料蛋比、产蛋率。

[0053] 治疗效果判定标准：（1）有效：病鸡精神、食欲恢复正常，病鸡逐渐痊愈，产蛋率有

所回升，劣质蛋数量减少，观察期内有复发；（2）治愈：病鸡精神、食欲恢复正常，产蛋率有所

回升，劣质蛋数量减少且不复发；（3）无效：经用药后，病鸡症状并没有缓解，甚至加重或死

亡，产蛋率持续下降，劣质蛋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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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2 结果与分析

2.1 蛋鸡临床表现

在治疗期结束后，试验组1、2和药物对照组1、2的蛋鸡均精神恢复较好，采食饮水趋于

正常，产蛋率有回升，劣质蛋数明显下降，从表3结果可知，试验组1、2的治愈率和有效数均

高于药物对照组1、2，无效数也远低于药物对照组1、2。

[0055] 表3 各组蛋鸡的治疗效果

组别 数量（只） 治愈（只） 有效（只） 无效（只） 治愈率（%）

空白组 500 － － － －

试验组1 500 481 490 10 96.2

试验组2 500 483 492 8 96.6

对照药物组1 500 445 476 23 89.0

对照药物组2 500 461 482 18 92.2

2.2 蛋鸡生产性能

由表4结果可知，对比治疗期开始前7天和结束后蛋鸡生产性能，首先，试验组1、2和对

照药物组1、2的产蛋数有较为明显的回升，产蛋率分别提高了3.0%、5%、1.8%、2.2%，而空白

组产蛋数有所下降；空白组蛋重下降，次蛋率升高，料蛋比升高，而试验组1、2和药物对照组

1、2的蛋重均有增加，次蛋率也降低，料蛋比也下降明显；试验组1、2与药物对照组1、2相比，

表现出更加优异的生产性能，从结果来看，试验组1、2的产蛋率高于药物对照组1、2约0.8%~
3.2%，试验组1、2的次蛋率也保持在1%以下，同时料蛋比也有较为明显的降低。以上结果与

蛋鸡临床表现一致，说明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对治疗蛋鸡输卵管炎更具有优势，疗效更加

明显，有望代替传统兽药，避免抗生素的使用。并且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剂型对药效没有影

响，试验结果表明散剂和颗粒剂都表现出蛋鸡输卵管炎优异的防治效果。

[0056] 表4 蛋鸡生产性能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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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选用蒲公英、马钱子、石膏、红花等九味中草药，应用中医辨证施

治原则合理配伍而得，充分发挥各药的作用，诸药共同协调增益药效，具有清热解毒，活血

化瘀、排毒等功效。以上试验能够证明，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在防治蛋鸡的输卵管炎上有明

确疗效，使用本发明中药复方制剂可以明显提高产蛋量，改善蛋鸡健康状况，降低次品蛋

率，提高产蛋率，提升蛋鸡生产性能，增加生产效益。并且本发明由天然中药制成，具有针对

性强、疗效显著、无耐药性、药物残留、无任何毒害物质，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0057]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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