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緊迫對礦物質代謝的影響

1.礦物質是動物體內某些器官和組織的構成成份，而且是平衡機

體內環境的電解質的組分、多種酶的構成成份和活性中心以及

某些激素、維生素、遺傳物質的構成成份。在緊迫條件下，動

物體內的某些激素、酶類及離子平衡發生變化而影響礦物質的

代謝。

2.隨著飲水量和泌尿量的增加，細胞膜的通透性增加，導致鉀、

磷、鎂和蛋白質等細胞內容物流失

a.急性短期熱緊迫：明顯降低肉雞血漿中鉀、鈣、鈉、鎂、銅

、鐵、錳、鈷和鉻的濃度，並增加尿中鋅、鐵、錳的排出量

b.長期處於高溫環境中的肉雞：其體內鈣、銅、鉀、鎂、錳、

鈉、鋅和磷的存留較少

c.火雞在熱緊迫期間，腸道對鈣、鉀和磷的吸收率明顯下降



熱緊迫對免疫機能的影響

1.雞持續生活在高溫環境下，血液中白血球、巨噬細胞，淋巴細

胞的總數減少及免疫球蛋白濃度降低；因抗體產生被顯著抑制，

繼而導致抗病力下降以及病死率上升

2.研究發現：熱緊迫→皮質酮↑→皮質酮整合到淋巴組織(胸腺、

華氏囊等)的胞漿和胞核中→產生細胞毒性作用+抑制細胞葡萄

糖的攝入和蛋白質的合成→胸腺、華氏囊和脾臟萎縮

a.雞的B細胞是源自華氏囊(Bursa of Farbricius)，主司體液

性免疫反應：熱緊迫→囊內的濾泡變小且變少，濾泡髓質部

淋巴細胞出現核濃縮/核破裂→B細胞↓→體液性免疫力↓

b.雞的T細胞是源自胸腺(Thymus)，主司細胞性免疫反應：熱

緊迫→胸腺皮質部結構變薄，其內淋巴細胞核呈現核濃縮/

核破裂，髓質部網狀細胞增生→T細胞↓→細胞性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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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緊迫對消化系統的影響-1

1.高溫改變血液流向：血液流向改變是維持體溫的重要調節機制

a.當炎熱時，供給皮膚血液的血管擴張；讓更多的血液流向皮

膚表面(比舒適溫度時多2-4倍)，促使熱量通過皮膚散失於

空氣中而讓體溫冷卻

b.由於血液的重新分配，造成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膚，而流向肝

臟、消化系統和腎臟等內部器官的血液相對減少

2.腸道上皮細胞因缺血和缺氧，而損害腸道的完整性：

a.腸道上皮細胞的血流量減少，導致氧氣和營養物質供應減少，

且代謝廢物排泄不充分，繼而導致腸細胞的功能失調和死亡

b.缺血引發氧化性緊迫，並產生ROS而導致腸細胞死亡；由於

腸道屏障的完整性受到損害，進而繼發病原感染、水樣便和

腹瀉



熱緊迫對消化系統的影響-2
1.腸道上皮細胞因受損，致使內毒素被體內吸收：

a.內毒素，又稱脂多糖(LPS)，是腸道中革蘭氏陰性菌，如大

腸桿菌和沙門氏菌細胞壁的一部分；當細菌死亡，細胞壁破

裂時，內毒素即被釋放而出

b.健康動物的腸道屏障功能正常，內毒素經由腸道被排出體外，

而不會被吸收進入血流中

c.當ROS損傷腸道上皮細胞，腸道屏障功能失靈，滲透性增加，

內毒素很容易穿透腸道上皮進入血液，這種情況稱為“腸漏

綜合症”。

2.胃腸道血液供應量減少的副作用：

a.胃腸道的消化及吸收不良→日增重↓，FCR↑

b.小腸菌叢過度滋生(SIBO；small intestine bacterial 

overgrowth)→腸炎→下痢→體重↓



熱緊迫對腸道健康的影響
1.熱緊迫→破壞腸細胞間的緊密連接蛋白→腸道的通透性↑

2.熱緊迫→血液的流向重新分配→流向腸道上皮細胞的血液↓→

腸細胞的氧氣和營養物質的供應↓→腸細胞功能失調和死亡→

絨毛長度/隱窩深度↓

3.熱緊迫→腸道菌叢失衡→有害菌↑→有益菌↓

4.熱緊迫→酵素活性↓





緊迫對機體的影響

糖原-脂肪-蛋白質

合成代謝減弱
分解代謝增強
糖原異生加強

抗緊迫 生長-繁殖

增加 減弱

葡萄糖
能 量



熱緊迫對肉雞生產性能的影響(一)：生長速度
1.當飼養環境溫度為18℃左右時，肉雞的生長速度最快；當飼養

環境溫度為24℃左右時，飼料利用率最高；而飼養環境溫度為

25℃時，肉雞生長速度及飼料利用率最高

2.研究表明，當飼養環境溫度高於26℃時，肉雞生長速度即持續

放緩，且隨著溫度的提升越來越慢，導致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

就是熱緊迫造成採食量下降

a.高溫→甲狀腺素↓→腸蠕動↓→食糜過腸時間↑→抑制下視

丘採食中樞→食慾↓→採食量↓

b.熱緊迫改變血液流向的機制(SAM)：熱緊迫→交感神經興奮

→腎上腺髓質→epinephrine(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   

(正腎上腺素)↑→呼吸加快、加深、心率加快、血流加速、

體溫升高，周邊血管擴張→體表、上呼吸道及腹部肌肉血液

量增加→促使散熱加快→流經消化道、生殖系統的血液量減

少→營養不足→肉雞和產蛋雞的生產性能不佳



熱緊迫對肉雞生產性能的影響(二)：雞肉品質-1
1.研究表明，在持續高溫環境下，肉雞體內的蛋白質及礦物質含

量會明顯下降，而脂肪含量卻會持續上升，對肉質影響較大

2.雞肉蛋白質含量下降的機制：

a.肌肉蛋白質的沉積，主要受IGF-1的調節；IGF-1可以促進胺

基酸的轉運和蛋白質的合成，並抑制蛋白質的分解

b.HPA軸：高溫緊迫→血液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濃度

↑→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抑制IGF-1的分泌→

骨骼肌蛋白質合成↓，骨骼肌蛋白質分解↑→雞肉蛋白質↓

3.雞肉脂肪含量增加的機制(ㄧ)：

a.熱緊迫→甲狀腺素(T4、T3)↓→基礎代謝速率↓→蛋白質合

成↓分解↑→糖質新生作用↑→血糖↑→脂肪合成↑→肥胖

症

b.熱緊迫→腎上腺皮質素↑+胰島素↓+升糖素↑→血糖↑→脂

肪合成↑→肥胖症



熱緊迫與腎上腺皮質素的關係

嚴重熱緊迫

肌肉蛋白質分解加速糖質新生

作用增強

屠體量降低

血糖增高

淋巴球/巨噬細胞
數量及功能降低

過氧化作用↑
自由基大增

體脂肪蓄積

微量營養分
流失(Vit.C)

抗病力下降細胞傷害
腎上腺皮質素↑

胰島素↓升糖素↑



熱緊迫對肉雞生產性能的影響(二)：雞肉品質-2

1.在熱緊迫條件下，動物不能跟在適溫條件下一樣充分調動體脂

肪為機體補充能量；研究指出，高溫環境反而會增加肉雞的脂

肪沉積量

2.雞肉脂肪含量增加的機制(二)：

a.在高溫條件下，通過啟動肝臟X受體α(LXRα)或/和固醇調

節元件結合蛋白(SREBPs)，進而增加肝臟的脂肪酸合成酶

(FAS)和乙醯輔酶A羧化酶(ACC)的表達水準，此兩種酶是脂

肪合成的關鍵酶

b.研究認為，肉雞為抗緊迫而產生一種自我保護的生脂反應，

使凈能更少用於產熱，更多用於脂肪貯存，從而增加體內脂

肪的含量

3.因此，在熱緊迫期間會增加肝臟脂肪酸的合成(脂肪肝)及其在

脂肪組織中的沉積量



熱緊迫對肉雞生產性能的影響(二)：雞肉品質-3

1.雞肉礦物質含量下降的機制：

a.熱緊迫會降低肉雞的骨重和骨強度，並增加肉雞腿病的發生

率，這與高溫影響機體礦物質的代謝、增加鈣磷流失有關

b.研究表明，熱緊迫可增加細胞膜對鈣離子的通透性，從而增

加鈣離子內流，而造成低鈣血症，甚至繼發癱腿病

c.長期處於高溫環境中的肉雞，其體內鈣、銅、鉀、鎂、錳、

鈉、鋅和磷的存留較少(Husseing,E.L.和Creger,1981)

d.急性短期熱緊迫，明顯降低肉雞血漿中鈣、銅、鉀、鎂、錳、

鈉、鐵、鈷和鉻的濃度，並增加尿中鋅、鐵、錳的排出量

2.此外，熱緊迫還會降低錳和鋅的吸收和利用。在飼糧中添加錳

或鋅，都可以提高肉雞組織中抗氧化酶的活性，起到緩解熱緊

迫的作用



熱緊迫對蛋雞產蛋率、蛋重、蛋殼的影響-1

1.品種不同的蛋雞，因其自身差異性較大，耐熱性也有很大的區

別，在高溫環境下的熱緊迫反應也存在很大的區別，所以在飼

養過程中，需要結合品種的不同給予最佳的生活溫度

2.研究結果表明，蛋雞在長期高溫的熱緊迫刺激下，下視丘

(Hypothalamus)的促性腺激素(GnRH)持續降低，血液中的助孕

素(Progesterone)量減少，雌二醇(Estradiol)含量降低，從

而出現卵泡發育發生障礙、卵泡數量減少、排卵數減少等一系

列的生理異常現象，致使產蛋雞的產蛋量持續降低

a.正常環境溫度為21-25℃，當溫度每提高1℃，產蛋率會下降

0.5%左右；隨著溫度的再次上升，產蛋率下降更快

b.當環境溫度高於30℃，除產蛋量持續下降之外，每產出一枚

蛋就會消耗比平時更多的飼料

。



下丘腻

腻下垂體前葉

排卵卵泡發育

腻下垂體
後葉

催產素
加壓素

子宮
陰道

產蛋

FSH LH

產蛋雞的繁殖內分泌機制

動情素卵巢

卵泡生長發育
及排卵機制

產蛋機制 雞蛋形成過程

GnRH



熱緊迫對蛋雞產蛋率、蛋重、蛋殼的影響-2

1.當環境溫度超過25℃，蛋殼的品質及厚度即會隨著飼養溫度的

升高而持續降低；如果蛋雞的生存溫度從13℃轉變為34℃，其

蛋殼品質會下降12%左右

2.研究表明蛋雞在36.1℃環境下生活3-5天的時間，該蛋雞產蛋

重量會比在適宜溫度時下降約17%左右，減少的質量主要是蛋

白質，其次是蛋殼與蛋黃

3.產蛋雞產蛋下降：對於籠養蛋雞來說，限控飲水量比自由飲水

量減少25%，並不影響產蛋；但減少量超過50%，則會大大影響

產蛋率，降低蛋重，雞的體重也減輕，並且很容易罹病

4.種蛋合格率下降：蛋殼主要是由碳酸鈣組成，當熱緊迫時，由

於呼吸排除大量的二氧化碳，血液中碳酸根離子減少，造成蛋

殼形成困難，因而導致蛋殼變薄、變脆及褪色





熱緊迫對公雞繁殖性能的影響
1.種公雞比母雞對熱緊迫更加敏感：公

雞在較高的溫度下生存，體內溫度也

會比較高，呼吸速度加快，採食量下

降，營養物質攝入量低，腸道內消化

酶數量持續走低，消化動力不足，從

而導致公雞體內精液量減少，出現弱

精或者死精現象

2.家禽的精液含有大量不飽和脂肪酸

(PUFA)，這種特殊的脂質組合使精子

對熱緊迫引起的過氧化損傷非常敏感

3.熱緊迫→下視丘→腻下垂體前葉→

→FSH↓→精子↓

→LH↓→睪固酮↓
→精液量/受精率↓





熱緊迫的病徵

1.在持續性高溫下(38℃)，肉雞適應後的生長尚相當不錯；但若

溫度的波動(日夜溫差)過大，則會造成緊迫；因為雞必需消耗

更多的能量，以維持的正常體溫；體溫若超過42℃以上，即開

始發生死亡

2.死於熱緊迫的病徵：

a.肛溫：正常死亡為41℃左右，若中暑則45℃以上

b.體表明顯的充血；嘴巴及鼻孔，常見黏液樣分泌物

c.胸肌猶如煮熟狀，屍體的體內溫度高，且快速發生死後變化

d.肺部鬱血、水腫，心冠脂肪及腹部脂肪點狀出血，腻膜點狀

出血，皮下脂肪出血，肝腫大、呈土黃色，肝包膜下常有出

血點或血泡

e.產蛋中的雞，卵巢出現軟化卵泡及血腫卵





熱緊迫對家禽的影響：總結

1.熱緊迫可導致家禽採食量下降，增重率降低，飼料利用率降低

a.在25℃-32℃，每上升1℃，平均日採食量下降1.0%-1.5%；

b.在32℃-36℃，每上升1℃，平均日採食量下降4.2%

2.熱緊迫對家禽的影響：效梅等(2000)

a.肉雞：體重較輕，脂肪增多b.母禽：性成熟，開產日齡延遲

c.蛋禽：

*產蛋量和蛋重均下降：雞在25-30℃時，每升高1℃，產蛋

率和平均蛋質量分別降低1.5%和0.3%；當環境溫度達32℃

時的產蛋率和蛋質量較21℃時分別降低7.4%和5.9%

*蛋殼變薄、變脆，膠護膜變質，鈣質疏鬆，氣孔變大，表

面粗糙、出現斑點、失去正常顏色

d.公禽：精液品質和射精量降低

e.種雞：受精率和孵化率降低，出現啄肛和啄羽行為



夏 季
高溫多濕

熱緊迫

飼效、產蛋率、蛋殼品質、受精率/孵化率↓；死亡率↑

飼養管理 營養 藥物

墊料潮濕
免疫抑制
疫苗失效
飲水污染



熱緊迫的對策(一)

1.防暑降溫：

a.屋頂及牆等必須選用絕緣係數佳的建材，除了可以擋遮雨之

外，並提供較好的絕緣

b.舍內：保證舍內通風良好，並盡最大能力降低舍內溫度，裝

置水簾風機、風扇、噴霧等設備

c.舍外：屋頂噴水、增加防曬網等裝置

2.飲水管理：

a.保證雞群擁有充足的清涼水(15℃)，定期清理水線，保證管

線暢通防止堵塞，凈化飲水防止有害菌繁殖，減少大腸桿菌

、腸道疾病發生

b.高溫天氣上午10點-下午3點期間，飲水中添加冰片VC緩解熱

緊迫，減少中暑死亡(維生素C最好清晨給予，即熱緊迫之前

c.帶雞消毒，每週2-3次帶雞消毒，減少有害病原繁殖，並可

降低舍溫(勿用醛類和石碳酸類消毒劑，噴霧顆粒為50-80µm)



熱緊迫的對策(二)

1.殺滅蚊蟲：

a.養殖舍外清理周圍雜草、污水溝，噴灑殺蟲劑

b.舍內通過點蚊香、殺蚊燈等方式驅趕、殺滅蚊蟲

c.裝設BCC防蚊燈：

*使用高度2米，有效範圍10平方米

*當蚊子進入550nm波長，眼睛如看太陽樣刺眼；利用光譜及

特殊波長，讓蚊子更討厭，因此判定不適合而離開

d.減少蚊蟲叮咬，防止白冠病及雞痘

2.電力設施：

a.定期檢修電力設施，防止因夏季用電量大負荷高而引起斷電

b.增加應急電力設施，以備不時之需



熱緊迫的對策(三)：給料管理-1
1.在高熱期間，要注意防止飼料酸敗，餵給新鮮、品質好的飼料，

並做到添少勤給，保證飼餵質量

2.保持飼料新鮮：

a.在高溫、高濕狀態下，飼料放置過久或飼餵時在料槽中放置

時間過長，均會引起飼料發酵變質，甚至出現嚴重霉變。

b.在夏季應減少每次購買的飼料量，以一週左右用完為宜。

c.飼料筒應有遮陽裝置；袋裝飼料貯藏時應放在支架上，不能

直接接觸地面，且飼料應放在通風、避雨的地方且避免陽光

直射。

d.每天要清理一次料槽，保證每天沒有剩料，防止剩料霉變，

在飼餵時應採用少量多次的方法。

3.飼養員應在傍晚及夜間餵料期間，每隔一定時間走動一下並震

動料桶進行驅趕和誘食，並適當提高光照強度，利用光線刺激

提高雞群的興奮性，促使雞群多採食。



熱緊迫的對策(三)：給料管理-2
1.A法：

a.給料時間調整，每天給料堅持早上4-5點開燈給料、下午避

開高溫再給料(下午4點之後)，儘可能讓雞群採食正常

b.若採食不夠，晚上12點-1點開燈讓雞把剩餘飼料吃完，以保

證採食量正常，並可防止飼料隔夜發黴

c.每週2-3次凈化料槽，可用乾淨抹布配合添加脫黴劑，防止

料槽內黴菌滋生

2.B法：

a.夏季高溫每天餵料5次，11點之前餵3次，15點之後餵2次

b.早上在4-5點開燈，先供水10-15mim後，開始餵料，下午5-6

點供最後１次料，達到減少雞活動的目的。

c.11:00-12:00時可採用濕料或加餵青綠飼料的方法來提高適

口性，促進採食，且能起到補充水分和維生素的作用。



熱緊迫與營養的關係(一)

1.口服專用電解質：補充流失體液，維持體液的酸鹼平衡

2.甜菜鹼與山梨醇：緩解緊迫反應

a.甜菜鹼：可為雞隻提供活性甲基，參與蛋白質與脂類代謝，

調節滲透壓，提高血氯和鈣離子水準，有助於維持血中的電

解質平衡；促進採食，並提高在熱緊迫下消化酵素的活性

b.山梨醇：提高肝腎功能

*利膽：促進胰脂肪酶和膽汁分泌，增進脂肪的乳化作用

*利尿：促進代謝廢物的排除(尿酸鹽)

*能源：每公克提供4千卡熱能

*促進能量的代謝：提供草醋酸，避免酮體的積聚

*促進食慾：增進緊迫狀態下的食慾和消化功能



熱緊迫與營養的關係(二)

1.維生素與微量元素：熱緊迫造成採食量減少及為排除增加的體

熱，需消耗大量維生素；此外，亦造成許多微量元素的流失(

鎂、磷、硫、錳、銅、鋅、鈣、鐵)

2.飲水給予下列營養素的優點：

a.維生素A、B、C、D、E，可以緩解熱緊迫的症狀

b.維生素A、B、C、E和鋅、錳、銅、硒，可以提升免疫力

3.抗氧化劑：熱緊迫→氧自由基↑→細胞/組織傷害↑；抗氧化

劑的給予，可以減少自由基對細胞及組織的傷害

a.維生素A、C、E：天然的非酵素型抗氧化劑

b.礦物質(硒、銅、鋅、錳)：合成酵素型抗氧化劑的輔助因子



減輕熱緊迫試驗：甜菜鹼 VS 維生素C (飼添)

熱緊迫
試驗

平均室
溫(℃)

增重
(g)

飼效 隔週平均

直腸溫度(℃) 呼吸次數(次/分)

陰性對照組 28±4 1123 3.59 40.4 55.1

陽性對照組

38±1.4

996 3.85 43.2 78.3

*維生素C 1094 3.71 41.7 68.0

*甜菜鹼 1050 3.75 42.4 69.9

*甜菜鹼 1100 3.67 41.9 63.9

試驗時間：3-12週齡
試驗雞隻：300隻生長緩慢雞

(Y.A.Attia et al.,2009)

*維生素C：250mg/kg
*甜菜鹼：0.5g/kg
*甜菜鹼：1.0g/kg



抗氧化劑(一)：水溶性抗氧化劑
1.L-肉鹼(L-carnitine)：類維生素，有助於粒線體代謝長鏈脂

肪酸，調節體內脂質平衡，減少脂肪堆積及增加肌肉細胞粒線

體生成。由肝臟和腎臟所產生，並儲存在肌肉、心臟、大腻和

精液中

2.維生素C：又稱抗壞血酸，具有抗氧化功能，有助於清除細胞

內的自由基，且保護維生素A、E；能促進小腸對鈣、鐵、鋅的

吸收

3.維生素B1、B2、B6：均做為酵素輔酶

a.B1參與葡萄糖與能量代謝反應，協助神經傳導物質的合成，

維護周邊神經傳導功能的正常運作

b.B2參與能量代謝，傳遞電子與氧化還原反應，支持細胞內抗

氧化系統

c.B6參與胺基酸、脂肪酸、肝醣代謝的生化反應，亦為荷爾蒙

血清刺激素、神經傳導物質如GABA的前驅物質.



抗氧化劑(二)：脂溶性抗氧化劑

1.輔酶Q10 (Co Q10)：Co Q10位在每個細胞的粒線體內膜上，負

責電子傳遞的工作，細胞內Co Q10以粒線體最多，佔40~45%

2.維生素E：避免細胞膜的脂肪酸被自由基氧化，有助於維持細

胞膜結構的完整性；對於極易被氧化的紅血球、蛋白分子如低

密度脂蛋白(LDL)，可提供強大的保護作用；對維護眼睛、肺

部、皮膚、肝臟和動脈的健康，非常有幫助

3.α-硫辛酸(α-lipoic acid)：萬能抗氧化劑，兼具脂溶性與

水溶性的抗氧化劑，存在於粒線體的輔酶，具有讓其他抗氧化

物重新恢復抗氧化活性的能力；它可以延續維生素C及維生素E

的活性，可以將氧化態的榖胱甘肽(glutathione)轉變回具有

抗氧化活性的還原態；機體製造的硫辛酸量非常少，加上隨著

年齡的增加而減少，食物中的含量也不高，故需額外補充



抗氧化劑(三)：礦物質類抗氧化劑

1.抗氧化礦物質：包括銅(copper)、硒(selenium)、鋅(zinc)、

鐵(iron)、錳(manganese)

2.這些微量元素，在體內具有重要的功能

a.構成荷爾蒙、調節細胞的生長與死亡、依元素特性參與酵素

反應

b.扮演酵素型抗氧化劑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superoxide 

dismutase)、穀胱甘肽過氧化酶(GPX，glutathione 

peroxidase)等的輔助因子，及進行氧化還原作用的角色等

3.具有天然的防禦能力，達到幫助身體清除自由基。



抗氧化劑(四)：植物性抗氧化劑
1.通稱植物化學素(phytochemical)：顧名思義由植物食物蔬果

類、豆類、全穀類等提供，有柑屬類生物類黃酮 (citrus-

bioflavonoids)、茄紅素(lycopene)、綠茶萃取物 (green-

tea)、花青素 (anthocyanosides)、白藜蘆醇 (resvertrol)、

有機硫化物 (organosulfur compound) 等等

2.許多植化素存在於果皮或籽子中，例如槲皮素 (quercetin) 

是水果和蔬菜的膳食類黃酮來源，而蘋果所含的檞皮素50%以

上存在於蘋果皮，有研究提到槲皮素可以以改善粒線體的抗氧

化能力，減少過氧化氫的生產。再者如吃葡萄時幾乎吐皮吐籽，

吐掉一半以上的前花青素、花青素與白藜蘆醇，建議將葡萄連

皮帶籽打成果汁，與植化素一起喝。每天攝取的蔬果，要多種

類、多顏色且要足量



熱緊迫與營養的關係(三)：電解質-1
1.高溫緊迫時，血液中HCO3

-減少，導致pH值上升。再加上醛固酮

的分泌增加而加強保鈉排鉀作用，致使機體內鉀的水平下降，

影響蛋白質代謝。許多試驗表明，在飼料中添加碳酸氫鈉、氯

化鉀及氯化銨等電解質，可以減緩熱緊迫造成的危害。

2.碳酸氫鈉(NaHCO3)添加：

a.對夏季高溫產蛋雞，在日糧中添加0.3%的NaHCO3可減輕熱緊

迫對機體的影響，提高其產蛋率及料蛋比，提高血漿中葡萄

糖、鈣、脂肪及總蛋白含量，並使A/G值處於正常，表明對

體液免疫有幫助(何宏軒，2000)。

b.對慢性熱緊迫引起的肉仔雞血液中CO2分壓的下降，可通過在

日糧中添加0.5%的NaHCO3來調節使其恢復正常(夏東，1999)。

c.日糧中添加0.25%的NaHCO3還可防止同類相殘，改善Arg/Lys

平衡以及解除含高單寧酸高粱的毒性



熱緊迫與營養的關係(三)：電解質-2

1.NaHCO3不僅可以補充雞體所需的鈉，也是組織和血液中重要的

緩衝物質，而且HCO3
-離子還可用於合成蛋殼，改善蛋殼品質；

在飼糧中補充0.3%的NaHCO3能有效減少雞蛋破損率，但應注意

控制飼糧中氯化鈉(NaCl)的含量，以免Na+過量而引起中毒

2.高溫條件下，飼糧中添加0.4-1.0的KCl 或在飲水中添加0.2-

0.4%的KCl，能夠維持血液鉀的含量，利於緩解高溫帶來的負

面影響

3.NH4Cl能夠顯著降低高溫條件下蛋雞血液的pH，在飼糧中補充

1%的NH4Cl，可以減輕高溫時的危害



電解質吸收的機制(主動運輸系統)

腸細胞

C

水

受質

電解質

擴散作用
細胞間隙

攜帶者



Glucose

Glycine

Sodium

Potassium

Citrate

or

Acetate

or

Bicarbonate

Absorption 

stimulation

Co-transport + energy

Replacement of ionic losses

Alkalinization

口服專用電解質的組成與功能

刺激吸收

協助輸送+供應能量

補充流失的離子

鹼化

葡萄糖

甘胺酸

鈉

鉀

檸檬酸鹽

醋酸鹽

重碳酸鹽



賜肥特®(FORCIVITOL)
成份:

1.綜合胺基酸：離胺酸、精胺酸、羥丁胺酸、麩胺酸、甘胺酸

、胱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苯丙胺酸、組胺酸、天門冬

胺酸、絲胺酸、脯胺酸、纈胺酸、胺基丙酸、酪胺酸

2.蟹型礦物質：銅、鐵、鎂、錳、鋅、鈷、硒

3.維他命：A、D3、E、K3、C、B1、B2、B6、B12、泛酸、葉酸、

生物素

4.肝臟保護劑：氯化膽鹼、蛋胺酸

效能: 

1.促進生長，補充營養

2.防止緊迫及增強免疫力

用量及用法：1000倍飲水投予，例行保健每週2次，治療3-5天

製造廠：法國 Bio Armor Pte Ltd.

農飼入字第30723號



熱緊迫與營養的關係(四)：有機酸
1.有機酸在家禽體內可以氧化成CO2和HCO3

-，從而可能緩解呼吸

性鹼中毒，緩解高溫緊迫對家禽的危害。

2.在夏季高溫時節，通過在日糧中添加0.1%的檸檬酸，可增加肉

仔雞的採食量和日增重，改善飼料利用效率(李中利，2000)。

3.另有研究表明，在熱緊迫時肉雞添加0.1%的延胡索酸或1%-3%

的琥珀酸鹽(丁二酸鹽)添加劑(含0.55%-0.65%的琥珀酸鹽，以

細麥麩作稀釋劑)+100mg/kg維生素C均可減輕熱緊迫而獲得好

的生產效果

a.延胡索酸由於形成能量的途徑比葡萄糖短，在高溫緊迫狀態

下可用於緊急合成ATP，提高機體抵抗力，增強抗緊迫能力

b.延胡索酸具有鎮靜作用，能夠抑制中樞神經興奮性，使肌肉

活動減少，故可作為抗高溫緊迫反應的添加劑



熱緊迫的對策(五)：益生菌

1.夏季雞群飲水劇增，拉稀過料，採食減少，飼料消化/吸收率

降低，雞體質虧損迅速，肝腎負擔加重

2.在消炎保健之後，確記添加益生菌；益生菌能夠提高體內消化

酶活性，促進營養轉化吸收，增強腸道免疫力，保護腸道健康

a.飼糧中添加益生菌可以豐富家禽腸道乳桿菌的多樣性，恢復

腸道微生物區系的平衡，維持高溫時家禽腸道菌群的穩定；

研究證實，飼糧中添加乳酸菌提高蛋雞的產蛋量、飼料轉化

效率和蛋品質。

b.研究發現，飼糧中添加107CFU/g地衣芽孢桿菌能夠有效地緩

解高溫條件下蛋雞產蛋率和採食量下降的問題。另有報導發

現，甘露寡糖能夠增加腸道中乳酸菌和雙歧桿菌的生長

c.飼糧中添加0.5%的甘露寡糖或0.1%的乳酸菌或二者的混合物

，都能夠緩解高溫給雞隻帶來的不利影響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 糖皮質激素

兒茶酚胺
皮質醇

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排卵素/激濾泡素
雌二醇

排卵數

蛋黃質量

受精率

喘息

呼吸性鹼中毒

採食量
生長速率

體重 炎症

腸滲透性

病原感染



夏 季
高溫多濕

熱緊迫

原蟲性疾病
球蟲病
白冠病

黴菌性疾病
黃麴菌病
黴菌毒素症

細菌性疾病
CCRD

介蛋傳染

病毒性疾病
甘保羅病
白鳥病
雞痘



介蛋傳染與熱應激

1.蛋內(In egg)傳染(卵巢及輸卵管感染)：好發於新母雞所生的

種蛋；由於動情素的增加而降低其淋巴細胞的數目及巨噬細胞

的吞噬能力，致使抗病力降低而增加種蛋內含病原體的機率，

因此引起中止蛋及弱雛的機率大增，甚至於造成死亡；此外，

新母雞所生的小雞的體型亦較小

2.蛋上(On egg)傳染：病原從蛋殼的氣孔鑽入

a.好發於老母雞所生的種蛋，因蛋形較大且蛋殼較薄，在蛋殼

上的氣孔較大且數目亦較多；糞便＋潮濕＋巢料→細菌大量

增殖→蛋殼氣孔→蛋內感染→胚胎死亡及弱雛；此外，老母

雞所生小雞的移行抗體力價亦較低

3.當種蛋從儲蛋室移出後，因外界的氣溫高而造成種蛋的冒汗，

病原則極易經由蛋殼的氣孔鑽入而引發蛋上傳染





蛋黃的功用

1.蛋黃內含有營養物質及移行抗體

2.蛋黃的內容物，經由卵黃憩室進入小腸

3.到達腸腔的卵黃內容物，不必經由酵素分解成小分子而利用胞

飲作用直接被腸壁吸收，故移行抗體大多存在於血液循環中，

分泌到黏膜系統(呼吸道及消化道)的抗體力價極低而且沒有保

護作用，因此小雞於一日齡，即可實施ND-IB活毒疫苗的噴霧

4.在正常的情況下，小雞腹腔內的卵黃囊，在孵化後5-7天即完

全被吸收掉

5.介蛋傳染的判定:

a.正常的蛋黃呈黃色或黃綠色，其顏色的深淺依飼料的成分而

定；若在一週齡內呈黃棕色或出現異味，即可懷疑介蛋傳染

b.若超過一週齡而腹腔內尚有卵黃囊的殘留，即表示小雞可能

罹患介蛋感染症







雞苗到場後注意事項
1.種蛋應分級孵蛋：很年輕母雞及很老母雞生的種蛋需較長的孵

化時間，故雞苗在發生機內較易發生脫水

2.將飼料內的營養傳送給種蛋的能力，年輕種雞較成熟的種雞差

，故其生產小雞的早期死亡率較高；因此，需加強種雞前期料

的營養，並在飲水中定期給予綜合營養劑(維生素-胺基酸-螯

合礦物質)

3.雞苗在輸送過程中若遭受熱緊迫，則容易發生開口呼吸和脫水

4.脫水雞苗：在噴霧ND-IB活苗後，經3-5天極易誘發疫苗接種後

的呼吸道反應(post-vaccination respiratory reaction)，

病雞常死於CCRD；剖檢時，常見心包炎、肝包炎及氣囊炎

5.處置：當雞苗送達經稍微休息後，可採取下列措施

a.給予口服專用電解質：補充流失的體液，維持體液酸鹼平衡

b.給予綜合營養劑：不但可以預防先天性營養缺乏症，而且可

增強早期的抗病力；此外，螯合鋅/銅具有抗菌防黴的功能



鼻腔的功能

過濾空氣中的
灰塵及細菌

分泌黏液，殺死病原

保護呼吸道
避免病原感染

利用纖毛，移除異物



熱緊迫

繼發病原
感染機率大增

喘氣(>30℃)
消除70-80%產熱

淋巴細胞數量↓
巨噬細胞吞噬能力↓

空氣由口腔
進出呼吸道

腎上腺皮質素↑





脫水雛雞與正常雛雞的脚脛



肉雞場日齡免疫







DON/FB1



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1
Bacterial Chondronecrosis and Osteomyelitis

1.舊病名:股骨頭壞死(Femoral Head Necrosis；FHN)，又名：

流行性脊椎炎(Epidemic Spondylitis；ES)

2.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是從軟骨生長板開始感染的一

種細菌性疾病，其特徵為骨骺端壞死，目前可能是全球引起肉

雞跛腳的主要原因

3.30日齡以上肉雞常規發病率為1.5%，疫情爆發時發病率達到

15%：生長越迅速的肉雞，病情越嚴重，屬於一種代謝性疾病

4.病原：在腸道潛在的病原菌，穿過腸道黏膜屏障並轉移到脊椎

或腳部的可動關節，繼而導致本病的發生

a.金黃色葡萄球菌 b.葡萄球菌 c.Staphylococcus agnetis

d.盲腸腸球菌 e.空腸腸球菌 f.糞腸球菌 g.大腸桿菌 h.沙氏

桿菌 i.鏈球菌



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2
1.好發病變部位：

a.胸椎的可動關節，尤其是第4胸椎

b.股骨及脛骨的近側端

2.致病機制：

對可動關節的軟骨及骨骼具親和性

骨髓炎及軟骨壞死

壓迫脊髓 跛腳

腸道病原

股骨/脛骨近側端胸椎椎體

腳麻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