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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一)：生物安全

1.避免與野鳥、水禽、豬場及活雞市場接觸

2.厲行管制人員、車輛、器具的進出，尤其是抓雞車、飼料車及

運屍車；嚴格隔離發病雞舍

3.巡視雞舍時，先從健康雞舍開始，發病雞舍留待最後

4.進入雞場應戴口罩和眼鏡，雨鞋踏入消毒水中至少需浸泡20秒

5.死雞應予燒毀、掩埋或送化製廠處理

6.噴灑消毒劑：鹵素類(碘)、陽性消毒劑(BKC、Pacoma、

Hyamine)或合成過氧酸類(衛可®、廣衛®)

7.雞舍內有雞時，勿使用刺激性消毒劑(石碳酸類或醛類）

8.注意顆粒大小(50~80微毫米)，若低於30微毫米，將會被吸入

肺臟而引發大量雞隻死亡

9.早晚各噴灑一次，每次約5秒鐘(噴霧器旋轉一圈即可)



防治(二):發病雞群之處理(1)

1.限飼而非停飼：

a.炎症會刺激花生四烯酸代謝並釋放其代謝產物(前列腺素和

白細胞三烯，均為發炎的前驅物質)，導致發熱、疼痛、血

管擴張、通透性升高及白血球滲出等炎症反應

b.Aspirin能抑制花生四烯酸的代謝，繼而減輕炎症反應；限

飼(減少40%的能量)可以減少花生四烯酸的代謝，而停飼將

造成重大的緊迫；Omega-3抑制花生四烯酸的形成及代謝，

Omega-6具有促進發炎的作用(Omega-6：Omega-3 = 2：1)

2.ND活毒投予：對傳統雞舍的效果較佳，對水簾式雞舍則較差

a.產生干擾素，抑制雞隻體內病毒的複製

b.干擾素保護期間約5天，但對細菌無效

c.飲水投予、噴霧(注意噴霧顆粒之大小)、皮下注射(勿肌注)



巨噬細胞



干擾素：具有抑制病毒複製的作用，作用對象為非特異性的病毒



防治(二):發病雞群之處理(2)

1.呼吸道補助治療劑：鎮咳 + 化痰 + 抗組織胺 + 支氣管擴張

劑 + 解熱消炎劑(咳靈®)

*氯化銨：上呼吸道袪痰劑對禽流感(阻塞性支氣管炎)無效

2.營養性免疫促進劑(綜合營養劑，至少需含維他命A、C、E及硒

；賜肥特®或β-Glucan)

3.抗菌劑：繼發細菌性呼吸道疾病(CCRD)

a.Enrofloxacin + Cephalexin

b.Doxycycline + Florfenicol

c.Ceftiofur或Lincospectin(針劑)：

*Lincomycin + Spectinomycin = Lincospectin

*Spectinomycin從腸管的吸收性極差

d.Colistin；雖對大腸菌有效，但腸管吸收性極差





抗氧化劑的使用
1.抗氧化劑：

a.維他命A、C、E及硒

b.穀胱甘肽(glutathione)、α-硫辛酸(α-lipoic acid)

2.穀胱甘肽(glutathione；GSH)：屬於三肽，由麩胺酸、半胱胺

酸及甘胺酸所構成，為機體抗氧化酵素(榖胱甘肽過氧化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簡稱GPx)的重要成分，是肺臟細胞

內及細胞外最主要的具有保護性的抗氧化劑，在調解肺臟上皮

細胞的功能及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均扮演重要的角色，故可

作為TNFα、IL-6的拮抗劑

3.TNF-α的大量產生是病毒感染造成厭食的主因，維他命E/Se的

投予，因可降低肺臟TNF-α的濃度，繼而促進食慾，故具有降

低因感染而造成體重減輕的作用

4.結論：抗氧化劑的使用可以調降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 故可作

為抗病毒藥物的有效補助治療劑



AI的肺炎對策

AIV

病毒結構蛋白HA以α-2,3-Gal與呼吸道上皮細胞及巨噬細
胞表面的接受器(Glycoprotein或Glicolipid)結合

支氣管性肺炎

釋放促炎細胞因子
IL-1及TNF-α↑↑

IL-6

過度產生

誘導急性期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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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咳化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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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熱劑

a.增強吞噬細胞的活性
b.促進免疫細胞的增生
及活性

c.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

非固醇類消炎劑

綠豆篁



貫葉連翹

貫葉連翹 Hypericum perforatum L. 金絲桃科，連翹屬

金絲桃素
hyperforin



貫葉連翹
1.主成分：金絲桃素

2.功用:

a.抗病毒機制：並不是影響病毒的轉錄及轉譯，而是干擾病毒

的組裝及釋放

b.激活單核巨噬細胞、淋巴球及T-細胞，強力提高免疫能力及

對抗免疫抑制

c.禽類：對禽流感、新城病、IB、ILT、甘保羅病、EDS、鴨瘟

、鴨病毒性肝炎均有效

d.豬隻:對豬瘟、藍耳病、小病毒、TGE及免疫功能下降

3.用量及用法:

a.口服:50-70 mg/隻，連用3-4天

b.飲水投予:0.2 kg/噸

c.預防:400 g/噸料，連用7天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
畜牧與獸藥研究所



板藍根

1.板藍根具有抑制病毒感染且抑制其增殖的作用，其抗病毒機制

可能與其所含尿苷、尿嘧啶、次黃嘌呤、生物鹼等化學成分有

關(木質素類成分)，這些物質能夠干擾病毒DNA、RNA的複製，

從而抑制病毒的增殖，起到保護細胞免受病毒損害的作用

2.具有抗內毒素作用；有機酸、靛玉紅直接中和

、降解內毒素，降低重要器官組織的血栓形成

機率，抑制內毒素所致發熱效應，對內毒素的

致死攻擊具有顯著的保護作用

3.具有抗炎作用及免疫調節作用



綠豆篁的傳統製造過程
1.竹腔發酵：在白露秓分時，將活綠竹(第六、七、八節)鑽洞，

植入綠豆，封住洞孔讓其自然發酵約四個月(讓綠豆在活綠竹
裡孕氣，並吸收綠竹的天然養分)

2.浸泡發酵：在小寒(農曆冬至節氣)時，將竹節取下，削去綠皮
，將竹節浸泡童子尿(12歲以下小男童)四個月(藉以吸取植物
酵素與礦物質及微量元素)

3.清泉發酵：立夏時把竹節浸入溪水，讓流動的溪水沖四個月(
沖洗浸泡所遺留下來的濁氣，並使其吸取水中的靈氣)

4.凍露晾曬：在白露秓分時，將綠豆取出，浸泡獨家秘方的草藥
湯，每週浸一次，然後在白天日曬，夜晚霑露，歷時四至九個
月(吸收大自然的精華)

5.從新鮮的綠豆到成為綠豆篁，煉製過程至少約16-21個月



牡荊素(Vitexin)及異牡荊素(Isovitexin)

1.牡荊素(Vitexin)和異牡荊素(Isovitexin)，均屬於C-糖基生

物類黃酮，已經被報導具有抑制α-葡萄糖苷酶的作用

(Gholamhoseinian et al.,2009；Feng et al.,2011；

Pereira et al.,2011；Choo et al.,2012)

2.牡荊素(Vitexin)的功能:

a.具有顯著的鎮痛作用(Gorzalczany et al., 2011)

b.具有雌二醇的作用，可促進卵巢、輸卵管及子宮的發育

(Jarry et al.,2003)

3.異牡荊素(Isovitexin):

a.具有顯著刺激胰島素分泌的作用(Folador等，2010)

b.其抗氧化作用比維他命E強(Masuoka等，2003）



氧化壓力(自由基)

細胞訊號

TNF-α

IL-1

前列腺素

綠豆篁的抗發炎機制

過氧化物多酚
類黃酮

抑制

多重抑制

抑制

(Yoon  et al., 2006)

(Kim et al., 2005)

(Nicholas et al., 2007)

消炎藥

阿斯匹靈
部分抑制

發炎因子
接受器

發炎因子

細胞外

細胞內

促炎細胞因子

紅 腫 熱 痛



綠豆篁的退熱機制
外來的致熱原(pyrogens)
(細菌、病毒、毒素等)

單核球、巨噬細胞、內皮細胞、其他免疫細胞

前列腺素E-2

下視丘前葉

啟動體溫調節中樞

維持體溫(血管收縮) 肌肉收縮產熱(體溫上升)

促進 促進

發燒

綠豆篁



綠豆篁的免疫促進機制

綠豆篁
多酚、類黃酮

巨噬細胞
毒殺型T細胞
B細胞 過氧化物

促炎細胞因子

吞噬細胞作用增強

紅
腫

熱

痛

T細胞活性

B細胞增生
特異性免
疫反應

IFN-γ

IFN-γ

IFN-γ

非特異性
免疫反應



綠豆篁抑制α-Glucosidase的機制

DNJ或VIVA®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α-Glucosidase抑制劑對N-Linked醣蛋白的抑制機制

多萜醇

多肽鏈

內質網膜

Inhibitor

DNJ或VIVA=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抑制醣蛋白的正常合成→喪
失甘露糖及葡萄糖→形成不正常的醣蛋白→無法與宿主受體結合



α-Glucosidase抑制病毒感染宿主細胞的機制



Replication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

Edocytosis

Uncoating

Assembly

Release

Tanslation  &
Transcription



吸附 胞攝
(或胞噬)

脫殼
複製

(轉錄、轉譯)
聚集
(裝配)

出芽
(或裂解)

Soluble 
CD4

Chemokines

?
Amantadine
Rimantadine
Arildone

Polymerase Inhibitors:
Acyclovir.   
Foscarnet
Ganciclovir. 
Vidarabin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Didanosine(DDI)
Zalcitabine(DDC)
Zidovudine(AZT)
Thymidine Kinase Inhibitors:
Idoxuridine

Protease 
Inhibitors:
Saquinavir
Ritonavir
Indinavir

抗病毒植生素的作用機制

金絲桃素
綠豆篁

綠豆篁

綠豆篁
→Spikes

板藍根→DNA/RNA

病
毒



1.α-糖苷酶抑制劑可做為抗病毒劑：當病毒外殼醣蛋白進行生

物合成N-鏈接寡糖時，可抑制劑甘露糖及葡萄糖的形成而產生

不正常的醣蛋白

2.人類病毒：

a.α-glucosidase抑制劑可治療人類的B型及C型肝炎(Block等

1994；Zitzmann 1999等)

b.某些α-glucosidase抑制劑(nojirimycin、astanospermine

、N-butyldeoxynojirimycin)，為HIV複製的強效抑制劑

(Alembert等2007；Li等2005)

3.動物病毒：

a.冠狀病毒：PED、TGE、IB b.疱疹病毒：IBR、PR

c.正黏液病毒：AI d.副黏液病毒：ND

e.黃病毒：JE f.瘟疫病毒：HC、BVD g.PRRSV

α-糖苷酶抑制劑的抗病毒對象

VIVA® = α-glucosidase inhibitor=DNJ





HCOOH    H+ + COOH-

HCOOH通過細菌細胞膜，在菌體內解離：
*H+：細菌為維持菌體內中性酸鹼度，利用H+-ATP pump

將H+排出菌體外，導致菌體消耗大量的ATP
*COOH-：抑制細菌DNA和蛋白質的合成

HCOOH在腸道內解離：降低腸道pH值
*降低致病菌(大腸菌、沙門氏菌、梭菌)數量
*促進消化液分泌

酸化劑的作用機制



中鏈脂肪酸甘油酯

1.中鏈脂肪酸(MCFA)與甘油共價結合，形成中鏈脂肪酸甘油酯

2.中鏈脂肪酸甘油酯不需膽鹽乳化及被胰脂肪酶水解，即可直接

被吸收進入小腸上皮細胞內，且由上皮細胞內脂肪酶完全水解

成中鏈脂肪酸與甘油，並可快速進入粒線體產生能量(ATP)

3.抗菌機制：中鏈脂肪酸甘油酯是一種非離子表面活性劑，可以

直接穿過細菌的細胞膜，，可以通過細菌細胞膜傳遞月桂酸，
破壞細胞膜結

構的完整性，從而改變細胞膜的通透性，

並成為細胞膜的一部分，從而改變細

胞膜的通透性；同時抑制其中脂肪酶的活性，致使細菌無法定

植於腸黏膜細胞的表面

4.它不僅能夠滅活病菌，還能改變病原體的致病毒性。實驗表明

，中鏈脂肪酸可以減少梭狀芽胞桿菌和沙門氏菌的毒力



月桂酸單甘油酯的抗菌機制

1.月桂酸單甘油酯的抗菌機制：α-月桂酸單甘油酯的甘油部分

是親水載體，可以通過細菌細胞膜傳遞月桂酸，破壞細胞膜結

構的完整性，從而改變細胞膜的通透性，繼而抑制細菌的生長

而表現出抗菌活性(Ruzin和Novick，2000)

2.中鏈MGs比中鏈FAs更具抗菌活性，其中以α-月桂酸單甘油酯

對各種革蘭氏陽性菌的抗菌活性最強

a.對革蘭氏陽性菌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破壞其細胞膜及細胞壁

b.對革蘭氏陰性菌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引起細胞壁外膜的脂多

糖(LPS=內毒素)外泄。

3.此外，研究表明中鏈脂肪酸甘油酯對囊膜病毒具有很強的抑制

作用





中鏈脂肪酸甘油酯

1.中鏈脂肪酸(MCFA)與甘油共價結合，形成中鏈脂肪酸甘油酯

2.中鏈脂肪酸甘油酯不需膽鹽乳化及被胰脂肪酶水解，即可直接

被吸收進入小腸上皮細胞內，且由上皮細胞內脂肪酶完全水解

成中鏈脂肪酸與甘油，並可快速進入粒線體產生能量(ATP)

3.抗菌機制：中鏈脂肪酸甘油酯是一種非離子表面活性劑，可以

直接穿過細菌的細胞膜，並成為細胞膜的一部分，從而改變細

胞膜的通透性；同時抑制其中脂肪酶的活性，致使細菌無法定

植於腸黏膜細胞的表面

4.它不僅能夠滅活病菌，還能改變病原體的致病毒性。實驗表明

，中鏈脂肪酸可以減少梭狀芽胞桿菌和沙門氏菌的毒力

5.中鏈脂肪酸及其衍生物的抑菌效果，高於短鏈和長鏈脂肪酸及

其衍生物



月桂酸單甘油酯簡介

1.在所有中鏈脂肪酸中，月桂酸(C-12)具有最大的抗菌活性。當

酸酯化為甘油酯時，這種作用會被放大，從而產生α-月桂酸

單甘油酯，其在中鏈α-脂肪酸單甘油酯中的抗菌效果最佳

2.月桂酸單甘油酯(glycerol monolaurate，GML)：係由月桂酸

和甘油形成的單酯，外觀一般為鱗片狀或油狀、白色或淺黃色

的細粒狀結晶。

a.它既是優良的乳化劑，又是安全高效的廣譜抗菌劑，但對革

蘭氏陽性菌的抑制作用要優於革蘭氏陰性菌，這可能與兩者

細胞壁的結構存在差異有關；革蘭氏陰性菌細胞壁有一層外

膜，這層外膜能與一些外來物質發生特異性結合，從而對菌

體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b.具有乳化和防腐雙重功能：其抗菌效果不受pH影響，優於山

梨酸、苯甲酸、對羥基苯甲酸酯



月桂酸單甘油酯的抗菌機制

1.月桂酸單甘油酯的抗菌機制：α-月桂酸單甘油酯的甘油部分

是親水載體，可以通過細菌細胞膜傳遞月桂酸，破壞細胞膜結

構的完整性，從而改變細胞膜的通透性，繼而抑制細菌的生長

而表現出抗菌活性(Ruzin和Novick，2000)

2.中鏈MGs比中鏈FAs更具抗菌活性，其中以α-月桂酸單甘油酯

對各種革蘭氏陽性菌的抗菌活性最強

a.對革蘭氏陽性菌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破壞其細胞膜及細胞壁

b.對革蘭氏陰性菌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引起細胞壁外膜的脂多

糖(LPS=內毒素)外泄。

3.此外，研究表明中鏈脂肪酸甘油酯對囊膜病毒具有很強的抑制

作用



革蘭氏陽性菌與陰性菌的菌壁結構

革蘭氏陰性菌 革蘭氏陽性菌



酸化劑的抗菌機制

pH=7.0



月桂酸單甘油酯的臨床應用
1.α-月桂酸單甘油酯對革蘭氏陽性致病菌和腐敗菌具有活性。

然而，當與其他物質結合時，其活性可以被加大。

2.當與EDTA或檸檬酸鹽等陽離子螯合劑結合時，α-月桂酸單甘

油酯對革蘭氏陰性菌更具有活性。

3.α-月桂酸單甘油酯與多種其他食品成分(如磷酸酯、抗氧化劑

和酸化劑)具有協同抗菌的作用（馬歇爾，1998）。

4.Preuss等(2005年)：α-月桂酸單甘油酯單獨或與抗生物素相

結合，被證明在預防和治療嚴重的細菌感染，特別是那些難以

治療和/或耐抗生素的細菌感染方面是有用的。

5.Chaibi等研究表明溶解於磷酸鹽緩衝液的月桂酸單甘油酯可抑

制嗜熱芽孢桿菌、枯草芽孢桿菌、產氣莢膜梭菌以及肉毒梭狀

芽孢桿菌的芽孢萌發，且芽孢桿菌屬芽孢及梭菌屬芽孢對月桂

酸單甘油酯更加敏感。



短鏈和中鏈脂肪酸不同製劑的比較

抑菌性能 丁酸 丁酸鈉 丁酸
甘油酯

中鏈
脂肪酸

中鏈脂肪
甘油酯

混合
產品

革蘭氏陽性菌 * * ** ** *** ***

革蘭氏陰性菌 * * *** * ** ***

GI前段吸收率 *** ** * *** - *

能量供應 ** * ** ** ** **

GI後段菌叢 * ** *** * *** ***

胃腸道發育 *** ** *** * ** ***

適口性 * ** *** ** *** ***

腐蝕性 *** ** - * - -





月桂酸單甘油酯的抗病毒機制
1.病毒囊膜是被覆於病毒顆粒外的一層包膜，來源於宿主細胞膜

的磷脂層、膜蛋白和病毒自身的糖蛋白，與病毒侵入宿主細胞

有關。

2.病毒的刺突(spike)由糖蛋白構成，具有識別並結合到宿主細

胞受體的功能，繼而啟動病毒融合蛋白，使病毒的囊膜蛋白變

構形成穩定摺疊的髮夾三聚體結構，拉近與宿主細胞膜的距離

，此過程釋放的能量促使兩膜的融合(Ⅰ型膜融合機制)。

3.月桂酸甘油酯可以插入病毒囊膜，使病毒膜蛋白外泄，不能發

生構象反應而失去與宿主細胞膜融合的機會，即無法感染宿主

細胞而取得抗病毒作用；沒有複製能力的病毒就充當抗原的角

色，甚至會激發機體產生相應的抗體

4.目前荷蘭FRAmelco公司，將月桂酸甘油酯應用於豬PRRSV和家

禽流感防控，取得顯著的進展，也是基於α-月桂酸單甘油酯

是殺死囊膜病毒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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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緊迫概論(一)：雞隻體溫的調解機制
1.雞隻在1日齡的體溫是38.9-39.0℃，到3週齡升至成雞的體溫

而保持在40.6-41.7℃(41-42℃)之間

a.體溫超過43°C：常見於急性傳染病或非傳染性的急性炎症。

b.體溫低於39°C：常見於慢性傳染病、營養不良或中毒性疾病

c.體溫安全上限：45℃，體溫致死溫度：47℃

2.雞是恒溫動物，體內溫度的調節中樞在下視丘

a.雞體內的產熱主要源自能量代謝(energy metabolism)及環

境因素(陽光幅射)。

b.雞的皮膚沒有汗腺，其散熱機制為輻射、傳導、對流和蒸發：

*潛熱：經由呼吸道黏膜蒸發的熱(60%)

*顯熱：經輻射、傳導、對流、排糞及產蛋等散出的熱(40%)

3.雞體的代謝作用產生的能量，如何被利用?

a.70%：用於散熱，以確保維持正常的體溫

b.30%：用於生長、走動、血液循環及對抗疾病等



輻射熱

經排泄散熱
(重碳酸鹽及鉀流失)

生長

經對流及輻射散熱

代謝熱

雞隻的熱源及散熱機制

經呼吸蒸發散熱

經傳導散熱至墊料及地面

飲水



熱緊迫概論(二)：熱緊迫的定義
1.理想的飼養條件：

a.理想的舍溫：維持自身產熱、散熱的平衡；肉雞(18-26℃)，
蛋雞(16-25℃；最適產蛋室溫為21℃)

b.理想的相對濕度：40-60% (育雛期前三天為75%)
2.當溫度低於26.7℃時，係以輻射、對流、傳導為散熱方式；當

溫度高於26.7℃時，則以呼吸蒸發散熱為主，故雞隻的咽喉、
肺臟和氣囊在體溫調節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氣溫越高，呼吸散
熱作用越明顯，甚至於呈現喘息症狀

3.雞舍的環境溫度分為三區：適溫區、熱緊迫區、冷緊迫區
a.適溫區：最適合生產的溫度區域(產蛋雞約為18-21℃)
b.熱緊迫區：高於適溫區上限臨界溫度的溫區(產蛋雞>29℃)
c.冷緊迫區：低於適溫區下限臨界溫度的溫區(產蛋雞<15℃)

4.熱緊迫的定義：當環境溫度超過舒適區，造成產熱與散熱失衡
，進而影響雞體的生理與代謝，並且造成不良的反應，即所謂
熱緊迫



熱緊迫概論(三)：影響熱緊迫的因素

1.雞種：產蛋中的母雞及快速生長的公肉雞對熱緊迫較具感受性

，因為其代謝速率較快；頸部無羽毛的珍珠雞，則較具耐熱性

2.雞齡：三週齡以上的雞比三週齡以下的雞，對熱緊迫較具感受

性

3.高飼養密度或餵飼高蛋白高熱能飼料的雞，熱緊迫較為嚴重

4.雞舍的通風不良、飲水不足或濕度過高，熱緊迫就越嚴重

5.球蟲藥：乃卡巴精增強熱緊迫，Monensin減少飲水量(2.1%)

6.舒解熱緊迫的策略：

a.鎮靜劑(飼添Reserpine；1.6 mg/kg)

b.Aspirin(飼添0.05%-0.15%)

c.綠豆篁(戒炎令®)



熱緊迫概論(四):熱緊迫的判定

1.雞的正常體溫為40.6-41.7℃，對全身覆蓋羽毛的雞隻而言，

熱緊迫主要是溫度和濕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2.熱緊迫指數(heat stress index；HSI) = 環境溫度(℉) + 相

對濕度(RH)

3.華氏溫度(℉) = 攝氏溫度(℃) × 1.8 + 32

4.熱緊迫指數(HSI)判定準則：

a.HSI正常=150

b.HSI上限=155

c.HSI≧160，即可判定處於熱緊迫，呈現劇烈喘氣

d.HSI=165，出現死亡

e.HSI=170，嚴重死亡





採食量減少

熱能及營養不足

動員脂肪/蛋白質供應能量

體熱順利排除

生長遲緩中暑而亡

體熱無法排除

熱緊迫

體熱↑

糖異生↑



高溫多濕

熱緊迫↑

突發性 持續性

死亡率≧50％ 死亡率＜10％

熱緊迫與死亡率的關係



雞隻對熱緊迫的內分泌反應

1.台灣的種雞大多源自氣候清涼的歐洲與北美，而台灣位於高溫

多濕的地帶，雞農對熱緊迫的處置適當與否，實為熱季養雞成

敗的重要關鍵

2.雞通過大腻皮層的整合作用，經由下列徑路的執行，用以對抗

熱緊迫：

a.交感神經-腎上腺髓質軸(SAM；短期熱緊迫)

b.下視丘-腻下垂體-腎上腺皮質軸(HPA；長期熱緊迫)

c.下視丘-腻下垂體-甲狀腺軸(HPT)

d.下視丘-腻下垂體-性腺軸(HPG)



熱緊迫

垂體前葉

腎上腺素↑

腎上腺髓質部

正腎上腺素↑

(SAM)

AVT/CRH(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
(HPA)

腎上腺皮質部

皮質類固醇

改變血液流向體表

下視丘

糖異生↑→蛋白質動員↑→糖
原合成和脂肪沉積↑、免疫/炎
症反應↓、胰島素↓、T4/T3↓

腎臟保鈉排鉀

電解質/水分↑

醛固酮↑

增強散熱機制

短期緊迫 長期緊迫

糖皮質類固醇↑

交感-腎上腺髓質軸 下丘腻-垂體-腎上腺皮質軸

SAS

脊髓

神經節前交感神經纖維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

ACTH↑



雞隻對熱緊迫的內分泌反應：HPT軸

1.甲狀腺→甲狀腺素(T4→T3)→促進蛋白質的合成→體重增加

2.熱緊迫對下視丘-垂體-甲狀腺軸(HPT軸)的影響：熱緊迫→下

視丘→TRH→垂體 TSH↓→甲狀腺→T4↓→T3↓→基礎代謝

速率↓(以維持產熱和散熱的平衡) 生理性甲狀腺機能減退症

a.熱緊迫→甲狀腺素↓→基礎代

謝速率↓→肥胖症→脂肪肝→

腹壓增高→肝臟破裂/出血

*菜籽粕：硫配醣體 + 芥子酵

素→甲狀腺腫源→甲狀腺腫

*生飲自來水：漂白粉-氯與碘

競爭腸細胞受體而造成碘缺乏

b.甲狀腺素↓→內分泌性脫毛症

(Endocrine alopecia)

↑
驚嚇

CRH

Cortisol
X

Cortisol

X

促甲狀腺素釋素

促甲状腺激素



雞隻對熱緊迫的內分泌反應：HPG軸

熱緊迫

下視丘

促性腺釋放激素(GnRH)↓

雌二酚(E2)/助孕素(P)↓

生產性能(產蛋率、受精率、孵化率)↓

睪固酮(T)↓

卵巢 睪丸

FSH↓
(刺激卵子/精子生成)

LH↓
(刺激卵巢/睪丸分泌激素)

垂體前葉

HPA↑ 熱緊迫



雞隻對熱緊迫的生理反應(一)

1.熱緊迫會造成雞隻行為的改變，其目的是加速體熱的排除或減

少體熱的產生，藉以重建與環境的熱平衡

a.熱緊迫→SAM軸→周邊血液循環加速2-4倍→皮膚、上呼吸道

、腹部肌肉、雞冠及肉垂的血液供應量↑→加速體熱排除→

內臟(肝臟、腸道、腎臟及生殖系統)血液供應量↓

b.較多坐下休息、安靜站立，雞伸長身體躺在墊料上，靠近風

扇或牆壁，或蹲伏在飲水器附近；經常張開雙翼，增加冷卻

作用

c.減少採食量，以降低食餘熱

*舍溫超過26.7℃：每升高1℃，採食量減少1.5%

*舍溫超過30℃：每升高1℃，採食量減少4-5%

d.環境溫度>30℃→雞開始喘息→呼吸心跳加速→能量消耗↑

2.加速體內的冷卻：飲水量增加1.2-3.2倍



採食量↓

雞冠、肉垂

雙腳

伸展雙翅

飲水量增加

體表血管擴張

增加散熱表面積

降低體溫 經排泄作用

散熱↑

食餘熱↓

體溫>42℃

氣溫>30℃

喘氣

開口呼吸

代謝熱↑

(室溫28-35℃)

雞隻對熱緊迫的行為反應







雞隻對熱緊迫的生理反應(二)
1.當氣溫到達30℃或以上，雞即開始喘氣，以加速體熱的蒸發

a.在熱緊迫下，藉由喘氣排除體熱，是控制體溫的最重要機制

b.喘氣需增加肌肉的運動量，進而增加能量的消耗；因為能量

大多用於排熱而非用於生長，故熱緊迫會阻礙雞隻的日增重

2.血液的pH值：係由肺臟、腎臟及體內的緩衝系統控制，以防止

pH值(正常pH=7.35-7.45)的快速改變：

a.呼吸加速及喘氣，均會大量排除二氧化碳，導致血液中的H+

和HCO3
-濃度急劇降低，致使pH值快速升高而引發呼吸性鹼中

毒(respiratory alkalosis；pH >7.45)，因而造成死亡

b.若高溫的時間過長，則腎臟經由碳酸根離子與氯離子的交換

而企圖恢復酸鹼平衡，但這會導致尿中增加HCO3
-的排除和血

漿中增加氯離子的保留，因而導致全身性酸中毒(systemic 

acidosis)；惟HCO3
-的排除常伴隨電解質(Na+及K+)的流失，

繼而影響體內的水平衡而造成脫水



環境溫度>30℃→雞開始喘息





雞隻對熱緊迫的生理反應(三)
1.雞體內水分的失衡：

a.正常：攝食水+體內氧化代謝產生代謝水=散熱流失的水
b.熱緊迫→呼吸和尿液的失水量↑(>60%)→脫水→血容量↓，
血壓↓，血漿滲透壓↑→(a)刺激下視丘飲水中樞引起口渴
↑和(b)刺激腎素-血管收縮素-醛固酮系統(RAAS；renin-
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腎細胞釋放腎素↑→
腻下垂體→血管收縮素)=抗利尿荷爾蒙(ADH)↑→腎小管對
水分重吸收↑→尿液排除↓

c.持續熱緊迫→體液流失↑→口渴↑→飲水量↑→電解質和有
機滲透壓調節物質(甜菜鹼，山梨醇，肌醇)更加被稀釋→水
負平衡(negative imbalance)→體內冷卻作用↓→體溫上升

2.一般而言，雞的飲水量比採食量高2-2.5倍，雞的飲水量超過
採食量的2.5倍以上，雞糞就會發軟變稀

3.供給口服專用電解質及有機滲透壓調節物
質→保持體細胞的水分平衡→抗衡熱緊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