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妃鸡养殖技术大全 

养贵妃鸡赚钱多 

   也有经常有养鸡户问养鸡网，问养什么品种鸡赚钱多，其实贵妃鸡是个不错的选择，下

面也是来源于网上的一些文章，供养鸡户们参考参考。 

    贵妃鸡生产特性好，据专家介绍，贵妃鸡原产于法国，欧洲等国家，属于瘦肉型珍禽，

其外貌奇特，具有三冠 5 爪，黑白花羽毛，鸡冠红艳，犹如欧洲贵妃帽子，故得名。贵妃鸡

不仅外貌奇特，美丽，还具有抗病能力强，育成率高，食性强，体型小，易消费，周转快，

效益高等特点。 

    养殖贵妃鸡，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据贵妃鸡养殖户介绍，贵妃鸡鸡苗价格在 4.5

元/羽左右，饲养成本在 16 元/只（包括饲料，人工，药物等），而贵妃鸡市场价格在 36 元/

只左右，一些地区贵妃鸡价格售价更高，同时贵妃鸡鸡蛋市场价格在 1 元/枚左右。比普通

鸡蛋价格高很多，据了解，目前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贵妃鸡的需求量超过 6000 万只，而

目前上市量不足 1000 万只，供需缺口较大，由此可见，与普通家禽相比，贵妃鸡发展市场

前景广阔。 

     养殖专家也提醒，贵妃鸡是一个新品种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但消费者从认识，认知到

认可还需要一个过程，养殖户发展该项目需要慎重。 

贵妇鸡的饲料配置要点 

1、常用饲料 

 

贵妇鸡的常用饲料一般与普通家鸡相同。包括玉米、高粱、糠麸、油脂、饼粕、鱼粉、血粉、

酵母粉、食盐、维生素、饲料添加剂、石粉、骨粉及矿物质饲料。 

 

2、饲料配方 

 

贵妇鸡对常量、微量矿物质及维生素要求比家鸡高，微量矿物质及维生素一般比家鸡要增加

约 8％～13％。 

 

·用雏鸡料喂养，1 月龄内的贵妇鸡仔鸡建议在雏鸡饲料中加入 4％的进口鱼粉、6％的饲料

酵母以及适量的鱼肝油等； 

 

用中鸡或大鸡饲料喂养 2 月龄至 5 月龄的贵妇鸡。 

 

产蛋贵妇鸡可选用蛋鸡料或种鸡全价料。 

 

为提高产蛋率和种蛋质量，建议在蛋鸡或种鸡料中；加入 2％进口鱼粉、5％饲料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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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制饲料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选用饲料既要考虑营养成分，又要考虑饲料价格。 

 

要尽可能选用多种饲料原料配制配合饲料，可以利用不同原料中氨基酸、维生素及其他营养

的互补作用。注意饲料的品质、适口性及各种原料的理化性质。由于饲料理化性质的不同，

可能造成各营养物质之间的拮抗，如骨粉不能与酵母、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混合饲喂，否

则后者将被破坏。 

 

2）配制日粮要讲究饲料的加工调制。 

 

如豆类饲料，经高温处理，如焙炒或蒸煮出香味，以提高适口性，并破坏抗胰蛋白酶活性，

从而提高贵妇鸡对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 

 

棉粕(饼)、莱粕(饼)和胡麻粕(饼)含毒素，需经脱毒处理，方可饲喂贵妇鸡。 

 

添加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食盐、药物添加剂等用量少的成分，应先与某种饲料(麸

皮、玉米粉等)充分预混，逐级扩散，然后拌入全部饲料中。反复搅拌，确保每只贵妇鸡能

采食到均匀的全价饲料。 

 

3）色氨酸、维生素 E、维生素 A 对提高种贵妇鸡受精率、孵化率有重要作用，日粮色氨酸

含量应占 0．25％-0．3％，鱼粉和饼粕类饲料中的氨基酸含量高，是种贵妇鸡的优质饲料

来源。 

 

日粮中维生素 E 的含量为每千克全价料含 25 毫·克，不得低于 20 毫克，可用复合维生素

或多喂青绿饲料补充维生素。 

 

 

贵妃鸡育成期的饲养管理 

育成鸡是指育雏结束后到开产前的鸡。2—5 月龄期间称中鸡阶段，作为商品鸡，可在 90—

120 日龄出售；作为种鸡，则将 120—180 日龄的鸡称为后备鸡。 

1．饲料： 

作为商品鸡饲养的贵妇鸡，2—4 月龄期间宜全日供料，敞开饲喂，充分饲养。贵妇鸡一般

不易沉积腹脂，也很少打架或发生啄癖(除非人工于扰)，因此在育成期五须进行限制饲养，

也不用剪喙。贵妇鸡开产很不整齐，早的 5 月龄已开产，迟的 7 月龄仍未开产，故除了分群

饲养外，育成后期应增加粗纤维含量，降低代谢能水平，使开产后能大量吃料，克服性成熟

与体重增长不平衡的缺陷。另外，贵妇鸡对常量和微量矿物质及维生素的要求可比一般家鸡

约高 8％-13％，因此在日粮中应注意补充。 

2．光照： 

除白天自然光照外，应采用红外光照补充。红外光可使鸡安静，有利于增重。 

3．饮水和卫生： 

全日供足清洁饮水，每天换水、清洗饮水器； 好每天清扫室内一次，定期清理垫料和粪便；

养鸡技术大全  北洲养鸡网  www.moeeom.com 



 

防止室内潮湿，减少球虫病的发生。 

4．消毒： 

实行“全进全出制”，定期消毒用具和地面，全部出栏后，进行彻底消毒，空栏 2 周后，才

可进鸡饲养。 

5．设置栖架、运动场和沙池：供雏鸡运动、休息。 

6．适时出栏：食用贵妇鸡应在 90—100 天出栏。 

7．饲养密度：平养条件下，每平方米舍内可养 8—10 只贵妇鸡。 

8．分群：应对强弱、大小、公母分群，对病鸡及时隔离。 

 

 

贵妃鸡如何育雏？ 

贵妇鸡的饲养管理要点 

(一)育雏 

雏鸡是贵妇鸡的第一个生长阶段。雏鸡饲养时间的长短，与种苗的好坏、饲养季节、饲养管

理条件、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密切联系。育雏是养好贵妇鸡的关键，直接关系到贵妇鸡的上市

体重和饲养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育雏前必须认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1．育雏前的准备： 

(1)育雏舍：育雏舍必须有一定的采光面积，通风和隔温良好。全面检修后，所有设备、垫

料应进行清洗消毒，然后空置 1-2 周，方可进雏。备好足够的食槽、饮水器及料盆。 

(2)饲料与药物：根据育雏数量，以及贵妇鸡的营养需要合理配方，备足各种饲料、添加剂(包

括矿物质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等)，进行混合，配制成雏鸡用的配合饲料。应当重视卫生

保健工作和正常的防疫程序，准备好常用药物(痢特灵、土霉素、庆大霉素、强力霉素、优

素精等)和疫苗(新城疫、法氏囊、鸡痘、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并按说明书要求进行保存。 

(3)垫料：地面铺上 5—10 厘米厚的垫料。垫料必须柔软、吸水、干燥和清洁，一般常用的

有木屑、稻草、麦秸和干草等。垫料必须是新鲜的没有霉变的，在雏鸡人舍前应进行认真检

查，发现有霉烂的要予以剔除。 

(4)消毒：一般在雏鸡人舍前 7—14 天进行消毒。首先要清扫育雏室，然后用清水洗净地面

的污泥与粪便。有条件的鸡舍，可用高压水龙头冲洗：冲洗后可用 10％石灰水喷洒地面、

屋角和墙壁，或用 1％—2％氢氧化钠喷洒。喷洒后关闭 1 天，再用福尔马林熏蒸。雏鸡人

舍前，如有刺鼻异味应开窗排除。 

(5)雏鸡的运输：初生雏鸡的运输，必须做到轻、稳，快。 好能在羽毛千燥后的 12—24 小

时内运抵育雏舍。利用车辆运输苗鸡，应对车辆及运输设备进行消毒。运输司机要求开车技

术好。运输时，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晒防热和防湿防雨等。运输过程中，既要注意保温，又

要保持适当通气，以防因缺氧将鸡闷死。运输时间超过 1 小时的，中途应打开箱盖通气，并

注意防止小鸡挤压。雏鸡的包装工具有竹篓、纸箱等， 好选用专用的运雏盒装运。运雏盒

是用竹瓦楞纸板制成的，四周有通气孔，可以通风，中间有十字形隔板，每盒分为四格，在

运输中可以减少因雏鸡互相挤压、碰撞而造成的损失。 

(6)预温：在人雏前 1—2 天，应对育雏室进行加温预热，使室温升到适宜于育雏的温度，

好能达到 32℃以上。预温应随季节不同而异。在盛夏，气温高，预热时间要短；寒冬腊月，

气温低，预热时间要长一些。此外，预热可起到进一步检验保暖设施是否正常的作用。 

2．育雏方式：目前，贵妇鸡基本上都饲养在开放鸡舍内，在生长全期采用全进全出制，以

网上平养或地面子养为主，也可笼养，生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饲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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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养：因保温设施不同，可分为不同的饲养方法，育雏时，视热能的来源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这样既方便又可减少成本。在鸡舍前面用铁丝网或尼龙网围成约 1．5 米高的围网，

使鸡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围网面积按现场确定，一般比舍内大 l 倍以上，有条件的可因

地制宜用竹子、木条或电焊网在网舍内搭栅，栅缝以 2—2．5 厘米为宜，主要是将雏鸡离地

进行网养。福尔马林熏蒸。雏鸡人舍前，如有刺鼻异味应开窗排除。 

(5)雏鸡的运输：初生雏鸡的运输，必须做到轻、稳，快。 好能在羽毛千燥后的 12—24 小

时内运抵育雏舍。利用车辆运输苗鸡，应对车辆及运输设备进行消毒。运输司机要求开车技

术好。运输时，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晒防热和防湿防雨等。运输过程中，既要注意保温，又

要保持适当通气，以防因缺氧将鸡闷死。运输时间超过 1 小时的，中途应打开箱盖通气，并

注意防止小鸡挤压。雏鸡的包装工具有竹篓、纸箱等， 好选用专用的运雏盒装运。运雏盒

是用竹瓦楞纸板制成的，四周有通气孔，可以通风，中间有十字形隔板，每盒分为四格，在

运输中可以减少因雏鸡互相挤压、碰撞而造成的损失。(6)预温：在人雏前 1—2 天，应对育

雏室进行加温预热，使室温升到适宜于育雏的温度， 好能达到 32℃以上。预温应随季节

不同而异。在盛夏，气温高，预热时间要短；寒冬腊月，气温低，预热时间要长一些。此外，

预热可起到进一步检验保暖设施是否正常的作用。 

2．育雏方式：目前，贵妇鸡基本上都饲养在开放鸡舍内，在生长全期采用全进全出制，以

网上平养或地面子养为主，也可笼养，生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饲养方式。 

(1)平养：因保温设施不同，可分为不同的饲养方法，育雏时，视热能的来源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这样既方便又可减少成本。在鸡舍前面用铁丝网或尼龙网围成约 1．5 米高的围网，

使鸡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围网面积按现场确定，一般比舍内大 l 倍以上，有条件的可因

地制宜用竹子、木条或电焊网在网舍内搭栅，栅缝以 2—2．5 厘米为宜，主要是将雏鸡离地

进行网养。由于雏鸡不接触地面，不易受到地面的污染而致病，加之干燥，投资较少，育雏

效果比较理想，鸡的羽毛发育良好，外观更加标准。很多养鸡场和专业户乐于采用。饲养密

度为每栏 300—400 只，每平方米 10-12 只。 

(2)笼养：占用面积小，可大幅度增加饲养量，能大大提高鸡舍的利用率。育雏集中，可充

分利用热源，比较经济，耗能较少，管理工效提高，育雏成活率高。商品贵妇鸡笼养可加快

生长速度，但投资大些。三层笼每个笼长 360 厘米，分为 4 格，规格为高 35 厘米、宽 90

厘米、深 50 厘米。每格笼养 6—8 只。总之，在育雏前先要决定育雏方式，根据不同的育雏

方式，准备好一切育雏设施，方可人雏饲养。 

3．育雏条件： 

(1)育雏温度：雏鸡既可散养，也可笼养，不管采用哪种饲养方式，在任何季节，都要给雏

鸡以适当的温度。供暖保温、看鸡施温是育雏成败的关键，因为外界温度对于雏鸡的体温调

节、采食以及饲料的消化吸收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雏鸡既怕冷，又怕热，对环境温度变化的

适应性较差，太冷、太热都会影响雏鸡的生长甚至造成雏鸡死亡。育雏的温度应根据鸡只的

体质和育雏季节等灵活掌握。冬季温度应偏高些，因为此时外界气温低、温差大，容易散热。

在夏季，气温高、温差小，就可以稍低些；夜间高些，白天低些；种用鸡低些，肉用鸡高些；

弱雏高些，健雏低些；小群高些，大群低些。但温度一定要保持稳定，切不可忽高忽低。不

同周龄的贵妇鸡对育雏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可以根据雏鸡的体质和睡眠等状态加以

调节。育雏温度偏高时，雏鸡往往饮水量增加，张口喘气，采食量减少，并远离保温设施。

温度偏低时，雏鸡挤在保温器中间，相互堆叠。 

(2)湿度： 

湿度大小影响鸡体内热量的散发。除了做好保温工作外，同时还要注意，室内空气不能过于

干燥。如果室内过于干燥，室内灰尘过多，易引起呼吸道疾病。因此，室内相对湿度应该保

持在 60％—65％，而且还要保持良好的通风。2 周龄内相对湿度为 60％—65％，2 周龄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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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0％。湿度过低，雏鸡体内水分散发过快，饮水量增加，育雏室内灰尘多，雏鸡容易

因为脱水而生病，呼吸道疾病易暴发，羽毛生长不良，啄毛、啄肛现象增多。湿度过大，水

分代谢受限制，体表散热困难，食欲下降，雏鸡生长缓慢，羽毛无光，抗病力减弱，垫料易

发霉，易导致黄曲霉素菌病及球虫病的发生。此时可在中午前后注意通风，外界温度低时，

室温提高后开窗通风，或撒干石灰、草木灰于走道，并勤换垫料以降低湿度。 

(3)饲养密度： 

密度大小与雏鸡的正常生长发育有密切关系。饲养密度以鸡能充分活动、自由采食和休息，

又不浪费舍内空间，能使鸡群生长整齐、增重快、避免啄癖发生为宜。密度过大，鸡群拥挤，

吃食不均，会影响鸡的生长，发育不整齐，容易发生啄肛等恶癖，死亡率增加；密度过小，

不能充分利用棚舍，增加成本，降低经济效益。贵妇鸡的饲养密度，随养鸡方式和鸡舍设备

条件差异甚大，要根据实际情况、鸡舍结构、通风条件及饲养。等予以综合考虑。一般 1

平方米可养 l 周龄雏鸡 70—80 只，5 周龄雏鸡 30—40 只，6 周龄雏鸡 15—20 只。 

(4)光照： 

光照的目的是使贵妇鸡能充分采食、饮水和活动，以达到增重快、饲料报酬高的目的。光照

使雏鸡增加活动和增强新陈代谢，促进食欲，提高室内温度，降低湿度，提高健康水平。由

于雏鸡视力较弱，为了促使其及早饮水和采食，光照强度要大一些。以后随雏鸡的生长而减

弱，一般在 20 平方米的育雏舍内点一盏 60 瓦的灯泡，即可达到光照要求。14 天后，可将

光照降到 20 瓦。光照时间在 3 日龄内采用 23 小时光照，4—7 日龄采用 22 小时光照，第 2

—5 周龄为 16 小时光照。贵妇鸡饲养到 4 周龄以后，较大的光照强度可能会抑制其生长，

采用弱光可使鸡群安静，有利增重，因此以弱光照为宜。用于光照的灯泡，保持光照强度仅

能使鸡看见饮水和采食，可使鸡食后安静休息，又能预防啄羽恶癖。光照强度必须均匀分布，

使每只鸡的受光强度尽量均衡。 

(5)通风换气： 

贵妇鸡在育雏期间，由于饲养量多，密度大，生长速度较快，随着体重的增加，呼吸量也明

显增加，需要的新鲜空气也越来越多。因此，必须随气温与雏鸡日龄不断调节室内的空气，

才能使雏鸡生长发育好。1—2 周龄以保温为主，3 周以后以通风为主。通风不良，雏鸡排泄

物中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不能及时排出，会使鸡舍内的空气污染。如有害气体超过了

允许范围，需立即通风换气，但通风换气时应注意保温。通风和定期清粪是保证空气新鲜的

重要手段。通风换气的方法是：当外界温度低时，应将室温提高 1—2℃后再通风，或利用

中午气温较高时通风。冬季和早春，为使育雏舍内保持一定的温度，可对通风的门窗安装纱

布，这样既可过滤空气，又能达到逐渐降温的目的。但必须注意，通风换气时忌穿堂风。 

4．雏鸡的饲养管理： 

(1)合理饲喂，尽早开食、开饮：雏鸡进入育雏室后，让其休息 1 小时，在雏鸡适应室内环

境后给予饮水。为防止长途运输和环境变化引起的应激和雏鸡体弱、脱水休克，在 初的

24 小时内，饮水中加 6％-8％的葡萄糖(或蔗糖)和 0．1％的维生素 C。对不能饮水的弱雏，

要用滴管喂饮。饮水要保证水质符合卫生。由于贵妇雏鸡易患肠胃病，影响育雏成活率，故

应在 1 周龄内加入适量黄连素或其他抗生素。2—3 小时后再开食，做到先饮水后喂料。雏

鸡灵活，善于学习，可直接用鸡花料开食，但必须在饮水后进行。舍饲小鸡，更应注意补充

沙砾，一般于 2 周后开始饲喂，每周每次 100 只鸡饲喂 450 克，沙砾直径大小以 2 毫米为宜，

可撒在饲料上面或另用槽让其自由采食。雏鸡在 3 周龄内，供鸡碎粒料，以后饲料粒度适当

调整，以免鸡挨饿或浪费。 

(2)强弱分群：在各生长阶段，贵妇鸡的个体体重和生长发育差异较大，因此需进行强弱、

大小、公母分群饲养，并进行营养水平的调整，以便缩小差异，使鸡群的整齐度有所改善。

具体做法是：脱温前进行强弱分群，脱温后进行公母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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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称重：进雏时要强弱分群，饲养过程中应将发育差、体质弱的雏鸡及时挑出来，放

在温度稍高的地方饲养，同时注意大小分群。并要定期称重，做到每周随机抽取 5％—10％

称重，汁算出平均体重，掌握其生长情况。贵妇鸡 0—6 周龄的体重与耗料情况见表 2—3。 

 

4)保持环境的安静：育雏室内必须保持安静，以防止惊群，导致相互挤压而造成伤亡。贵妇

鸡对机械而有节奏的音响(音乐)比较习惯，但对不规则的声音(如噪音、吼声、爆发音)不适

应，即使猫鼠及其他动物闯入鸡舍都会引起惊群。为此，门窗应拴牢，进出鸡舍动作要轻，

抓鸡不能过猛，并谢绝参观。 

(5)疾病防治：饲养贵妇鸡，不论在什么时候发现发病数超过 1％，都说明有大量发病的可能，

应立刻引起注意。通常头 3 周雏鸡损失为 2％，3 周后每月损失若超过 2％，即应引起警惕。

贵妇鸡饲养到 1—3 周期间，应预防球虫病和呼吸道疾病，这时可用鸡新城疫Ⅱ系疫苗滴鼻、

点眼。在饲料中拌人 0．005％的球痢灵。长到 3 周龄的贵妇鸡，需要防治沙门氏杆菌和黑

头病。防治沙门氏杆菌，主要是在饮用水中加入 15％的壮观霉素药；黑头病的防治，主要

是在饲料中拌人 0．006％-0．01％的痢特灵。 

 

饲养贵妃鸡的养鸡设备 

饲养贵妇鸡的主要养鸡设备 

1．鸡舍： 

饲养的房舍应选择地势高燥、背风向阳的地方，有一定的坡度，以利于通风、光照和排水，

水源充足、水质好，一般要求为人的饮水标准，有充足的电源、安静的环境、方便的交通。

规模性养殖场可参照家鸡场舍，并配套孵化机、出雏机。家养或专业户可利用闲置房舍因地

制宜进行改造，经过严格消毒后引种饲养。有条件的可用砖瓦结构的厂房，也可用竹棚或塑

料棚，每栋长 28 米、宽 6 米、高 3 米，分 3—4 间，两栋鸡舍之间应间隔 10 米，其南面可

用 8 米长的铁丝网或尼龙网围成 3—4 间网室作为运动场。每栋可养成鸡 500-600 只，或中

鸡 800—1000 只。在平面地上育雏，育雏室可分成每 18 平方米一小间，每间育雏 200-300

只。 

2．育雏器： 

贵妇鸡在育雏期间(0—4 周龄)要保暖，寒冷季节保暖时间还应适当延长，因此保温设备是很

重要的设备。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保温设备， 好是能够控制温度的设备： 

3．料槽与料桶： 

人工饲喂或机械送料都需有设计合理采食方便的饲料槽。喂料器具一般有开食盘、饲料槽或

饲料桶。随着鸡群饲养日龄的增长，使用喂料器具的数量和规格也应随时调整。通常料槽和

料桶安置的高度是食槽或料桶的沿口与鸡背高度等高，而料槽或料桶底部至沿口的高度不应

超过 7 厘米。 

4．饮水器： 

贵妇鸡的常用饮水器有槽式饮水器、盘式饮水器及乳头饮水器等，不论采用哪种饮水器，都

应易于饮水，不溢水、不漏水，易于清洁消毒及换水，瓷盆、竹筒、塑料盆、玻璃瓶都可做

饮水器。 

5．通风设备： 

通常普遍采用自然通风，空气由前墙窗尸进入鸡舍，由后墙窗户排出，造成空气对流，以达

到通风换气的目的。在冬季窗户关闭，或夏季无风，空气对流缓慢时，舍内空气污浊，则需

另外装置通风设施，目前常采用风扇通风和设计进风口。可在鸡舍后墙上装风扇，使经前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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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的空气由风扇排出。鸡舍的排出风量要稍大于进入的风量(负压通风)，以达到 佳的换

气效果。气流的流动，带走了周围的热量，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但是在使用机械通风时，要

避免进入鸡舍的气流直接吹向鸡群。 

6．种苗： 

种蛋或种苗 好来自无霉形体病、白痢病、禽痘、副伤寒、马立克氏病、法氏囊病、脑脊髓

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新城疫等疫病的健康种群。雏鸡运输 好在出壳后 24 小时内到达目

的地，冷天宜在中午运输，夏天宜选在早晚运输。 

 

 

养贵妃鸡利润仍可观 

  受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及疾病的影响,目前广东各地养鸡户们大多没有赚到钱甚至亏损。

然而一些养殖户饲养珍禽贵妃鸡却赚了不少钱。 

 

  雷州市贵妃鸡养殖户肖先生近日刚以 36元/只的均价卖掉一批 2000多只约 2.5斤左右的

贵妃鸡,而贵妃鸡饲养成本大约要 16 元/只,肖先生这批鸡就赚了 4 万多元。 

 

  据湛江的养殖户介绍,目前贵妃鸡鸡苗价格为 3.8—4 元/只,饲养成 2—2.5 斤大的肉鸡大

概需要饲养成本(包括饲料、人工、药物等)16 元/只。而贵妃鸡市场平均价格为 36 元/只,一

些地区售价甚至更高；同时贵妃鸡鸡蛋市场售价 0.9 元/枚比普通鸡蛋的 0.5 元/枚高出 0.4 元

/枚。由此可见贵妃鸡养殖利润相当可观。 

 

  韶关市南华贵妃鸡养殖基地以“仿生态自繁自养,定单销售给酒店”的生产模式在韶关

占有一定的市场。该基地负责人刘先生说:“贵妃鸡作为珍禽品种,不能走常规化市场养殖,

要发展特色经济养殖,如发展仿生态山地放养,喝山泉水,饲喂稻谷,捡吃虫草。不仅能节约饲养

成本并且能形成经济卖点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与普通家禽相比,贵妃鸡市场空间还很大。据专家预计,仅广东、香港、澳门、北京、上

海等地贵妃鸡年需求量超过 6000 万只,而目前上市量不足 1000 万只,处于供不应求之势。广

东海洋大学家禽育种中心杜柄旺教授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时说:“贵妃鸡有其与众不同

的特色和优势,以及当前市场需求情况,可以预计发展珍禽贵妃鸡这一特种经济养殖业是极具

潜力和很值得投资的项目。” 

 

  茂名“贵妃鸡香汤”店老板吴先生告诉记者,他曾经去上海考察过贵妃鸡的销售情况,在

上海贵妃鸡很有市场,特别是“贵妃鸡香汤”,品尝的顾客络绎不绝。虽然茂名目前仍处于推

广时期,日销量只有 15 只左右,然而对于未来的市场,吴先生对此表示有十足的信心。同时在

广州、深圳、湛江等其它一些地区均有酒家经营贵妃鸡品牌菜肴,湛江肉食市场上也能见到

贵妃鸡零售,各大超市也都有贵妃鸡鸡蛋出售。 

 

  贵妃鸡作为珍禽新品种,虽然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但消费者从认识到认可、接受还需要一

段时间,并取决于市场推广的成效,因此,养殖户需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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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期的贵妃鸡管理 

  ⑴转群和选种 临产前两周结合转群进行选种，公鸡体重达 1.5 千克，母鸡 1.25 千克，

公母比例按 1：3-4 选留，自由交配。 

 

  ⑵光照： 每天光照时间为 15-16 小时，光强度为 15 平方米一盏 40 瓦灯泡，离地 2 米。 

 

  ⑶饲喂： 用家鸡的种鸡饲料加 2%进口鱼粉和 5%饲料酵母粉，使粗蛋白质为 18%，每

天每只喂料 100-125 克。每千克饲料再加 10 毫克维生素 E 可提高种卵受精率。 

 

  ⑷密度： 每平方米 4-5 只，每群 100-150 只，公母比例 1：4。 

 

贵妃鸡的免疫注意事项和防疫程序 

  ( 1 ）接种疫苗的鸡群必须健康，免疫前后 2 天不可带鸡消毒。   

 

  ( 2 ）疫苗应现配现用，且必须在 2 小时内用完（不论肌注、滴鼻或饮水）。饮水免疫

不能用自来水，因其中含有漂白粉，在饮水免疫前必须停水 1 ～ 3 小时（视气温而定），

可在水中加人 2 ％脱脂奶粉。   

 

  ( 3 ）蛋鸡的所有免疫都应该在开产前进行。   

 

  ( 4 ）新城疫Ⅰ系疫苗与鸡痘等其他疫苗不能混合使用。   

 

  ( 5 ）各种疫苗接种前后，均应在饮水中添加比平时多 1 倍的多维，以保持鸡群强健的

体质。   

 

  ( 6 ）接种疫苗用的所有器具，在接种后必须进行消毒、烧毁或深埋处理，以防感染其

他鸡群。  

 

贵妃鸡疫病防治措施 

欧洲贵妃鸡是抗病力很强的特禽新品种，一般较少发生传染病，但家鸡传染病也会传染给贵

妃鸡，并引发流行。因此各地场户应当根据当地病情，有针对性进行疫苗接种。   

 

下面介绍常规防治方法：   

 

一、1 日龄时（出壳 24 小时内）在大腿外侧皮注马立克氏病疫苗，   

 

二、5 日龄时用鸡新城疫 II 系疫苗滴鼻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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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 日龄～21 日龄饮服传染性囊病弱毒疫苗；   

 

四、25 日龄～30 日龄再滴鸡新城疫 II 系疫苗。   

 

五、后备种鸡 50 日龄和 135 日龄时分别用鸡新城疫 II 系疫苗注射 0.5 毫升/只。成种鸡每年

休产期肌注鸡新城疫 I 系疫苗。雏鸡 1 日龄～7 日龄时选用 0.01％氟哌酸、0.05％～0.1％氯

霉素粉或 0.02％～0.04％痢特灵，预防白痢杆菌病。3 日龄～25 日龄期间应交替使用复方氨

丙啉、球净、克球粉、三字球虫粉预防球虫病。平时鸡只遇到应激因素影响，可在饮水中加

入速补-14 或硫氰酸红霉素等。 

 

贵妃鸡的球虫病的防治措施 

鸡舍要每天打扫，保持清洁干燥。水槽、食槽、鸡笼等用具都应定期彻底清扫冲洗，墙壁、

地面也要使用 30 ％生石灰水进行消毒，饲养管理人员出人鸡舍应更换鞋子，避免鸡舍之间

互相感染，从而减少球虫卵囊的发育，这对控制球虫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球虫卵囊随粪便排出后，在一定条件下需 1～3 天才能发育成有感染性的抱子卵囊，因

此，鸡场中的粪便要在当天或次日打扫清除，并运到远处进行堆积发酵处理，利用发酵产生

的热和氨气杀死卵囊，防止饲料和饮水被污染。  

 

要坚持幼鸡与成鸡分开饲养。另外，对于不同批次的雏鸡也要严禁混养， 好实行全进全出

制以切断传染源。在饲养期间，每天注意雏鸡吃食、饮水、精神、排便等情况，有病及时隔

离治疗，或淘汰病重且不能治愈者。  

 

初期往往看不到血粪，等到大量的血粪出现时，病情已经严重。因此，在血粪出现之前，能

判断球虫病即将发生就显得特别重要。球虫病出现的前一二天采食量明显增多。一部分鸡排

的粪便水分偏多，少量鸡伴有巧克力色的粪便。脱落的羽毛比正常多，出现这些现象时就要

开始用药。 

 

如何防治贵妃鸡法氏囊病 

主要症状   

 

     贵妃鸡法氏囊病的潜伏期很短，感染后 2 ～ 3 天出现症状，早期厌食，呆立，羽毛

蓬乱，畏寒战栗等，继而部分鸡有自行啄肛现象，随后病鸡排白色或黄白色水样便，肛门周

围羽毛被粪便污染。   

 

     急性者出现症状后 1 ～ 2 天内死亡，死前拒食、羞明、震颤。病鸡耐过后出现贫血、

消瘦、生长缓慢、饲料利用率低。当本病与曲霉菌等合并感染时，病鸡不仅病情加重，死亡

率高，而且病程也长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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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30 日龄各用一次弱毒疫苗饮服；产蛋前一个月和 38～40 周龄时各用一次灭活

疫苗肌注。发病时可肌注高免蛋黄液，并在 7～10 天后使用灭活疫苗接种一次。 

 

 

贵妃鸡的发展现状及养殖情景 

近期不少养鸡的朋友问到贵妃鸡的一些情况，下面就整理网络上一些关于贵妃鸡的报道，希

望能给养鸡户们提供一些参考。 

一珍禽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特点 

    1 主要特点 

    贵妃鸡，由野生驯养而来，原产于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是昔日专供皇室观赏

的珍禽和享用的美味。 

    历经 5 年新选育成功的珍禽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由快生羽系和慢生羽系两个纯系组成，商

品代可羽速自别雌雄，仍保留原贵妃鸡的基本特点：头戴凤冠，黑白花羽，体态优美，可爱

诱人，娇小玲珑，阿娜多姿，典雅华贵，善通人性，是一种很具特色和魅力并仍具一定野性

的观赏鸡。 

    尤其是属于不可多得的瘦肉型珍禽，体型娇小，发育匀称，结构紧凑，胸肌发达；皮薄，

皮下脂肪少，肌肉结实，骨骼细而坚硬，毛孔小而致密；有土鸡肉的香味和山鸡肉的结实，

还有飞禽的野味，不失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理想保健食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极为适

合现代人的消费理念和饮食特点。 

    2 外貌特征 

    外貌奇特，三冠五爪、黑白花羽是其 典型特征。全身羽毛基色为黑色，白色飞花不规

则地分布全身；头上有一华丽毛冠，形似圆球状的大朵黑白花片羽毛束，加上鲜红亮丽的三

丛冠，犹如欧洲贵妃的帽子，更像我国古代皇妃的凤冠，因而有贵妃鸡、贵妇鸡、皇家鸡等

美誉；长有胡髯遮盖部分颜面，使人们只见到大而灵活的眼睛、小而短的喙、外露的大鼻孔；

喙短小，呈粉白色；皮肤为粉白色；胫较细，粉白色上带有浅黑色斑点；脚有五爪，公鸡有

踞。 

    3 生物学特性 

    作为珍禽（特禽）的一种，贵妃鸡商用配套系尚存一定的野性，适应性广，具有家鸡的

一切特性；生性活波好动，富神经质，动作敏捷，善于低飞，一受惊吓便可起飞，因此饲养

贵妃鸡如果散养，要求设有高不低于 2 米的围篱运动场；合群性好，不爱打斗，但若原群序

被破坏时，会引起争夺打斗；喜与人接近，遇有人到网边参观，就举步前往，发出悦耳欢叫

声以示欢迎；趋光性强，夜间舍内开灯后，即能成群入舍；抗病力强，育成率高，这与其主

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类型中单倍型 B2 较高有关；体型小，食性广，生长较快，可喂给家鸡

用的配合饲料，而虫子、嫩叶、牧草等更是其喜食的美味；无就巢性，繁衍后代靠人工孵化，

这是很难得的又一特性，符合现代优质禽（包括产蛋性状）育种与生产方向。 

    4 生产性能 

    该配套系为快慢羽两系配套，便于制种，易于推广，父母代种鸡产蛋量高，采食量少，

产蛋期日耗料 65-75 克，年产蛋 160-180 枚，蛋重 38-43 克，蛋壳乳白色，白里透红。商品

代一日龄雏鸡羽速自别雌雄准确率 98%以上，养至 80 日龄即可上市，公母体重分别为 1000

和 700 克左右，100 日龄公母分别为 1200 和 900 克左右，料重比 3-3.5:1，成活率 96%以上。 

 

    二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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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发展畜牧业良种是关键。从国内外引进新品种，在此基础上选育出适销对路的配套系

并加以推广，是迅速而有效地解决良种这一问题的捷径。珍禽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的选育成

功，正是优化畜牧业内部结构、发展效益型畜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 

    近几年国内外在贵妃鸡的研究报道很少。尤其在贵妃鸡的商用配套系选育、产肉性能及

肌肉品质上的研究，目前除了中国贵妃鸡繁育研究中心（设在广东海洋大学家禽育种中心）

展开较全面而系统地深入研究以外，在全国涉猎的人不多。 

     1 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选育及相关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和初步成果 

    （1）2003 年从贵妃鸡原始群体中发现表型快羽基因频率占 89.7%,而表型慢羽基因频率

仅占 10.3%，据此，现已选育出纯合慢羽系,其慢羽基因频率由原来的 10.3%选育纯合达到

100%，并建立起快慢羽两系配套的繁育体系。显然，这为贵妃鸡配套系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条件。 

    （2）贵妃鸡原始快慢羽鸡群已经历了 3 个世代的产蛋性能测定、种质特性观察、屠宰

性能及肌肉品质分析、分子遗传标记等研究。 

    （3）为选育并建立快慢羽自别雌雄配套系，现已建立起纯合快羽群和慢羽群——即核

心育种群分别为 3000 和 8000 套。 

    （4）以杜炳旺为首，叶昌辉、刘艳芬、贾汝敏、张锐等同志所带领的研究小组围绕贵

妃鸡商用配套系已开展了 36 个专题研究，如： 

    贵妃鸡自别雌雄系的选育---第一、二、三世代慢羽公鸡的测交试验；羽速基因对贵妃鸡

生长和肉用性能的影响；贵妃鸡种蛋保存时间、蛋重及胚蛋失重对孵化效果的影响；贵妃鸡

与三黄鸡肌肉品质的比较研究；贵妃鸡生长曲线分析与拟合的比较研究；快慢羽品系贵妃鸡

体尺性状及屠宰性能的比较分析；贵妃鸡生长发育的分形特征；80、90、100、110、120 日

龄贵妃鸡屠宰性能测定及其性状间的表型相关分析；商用贵妃鸡产肉性能及肉质特性的比较

分析；贵妃鸡种蛋数量性状对孵化性能的影响；中草药提取物对贵妃鸡生长性能和屠宰性能

的影响；贵妃鸡快慢羽的 RAPD 分析及群体遗传关系的研究；采用随机引物扩增多态性 DNA

（RAPD）分子标记技术分析了贵妃鸡快羽和慢羽两个品系,商品鸡之间的基因组 DNA 的遗

传多样性，并进行了快慢羽及其公母间的聚类分析；贵妃鸡肌纤维密度与其他土鸡品种的比

较研究；贵妃鸡蛋与其他品种鸡蛋的物理化学成分的比较研究；贵妃鸡营养需要研究；贵妃

鸡行为观察与研究；贵妃鸡饲养模式研究；等等。 

    与此同时，请农业部设在湛江的食品质量检验监测中心和湛江市农产品质检中心分别对

贵妃鸡全鸡和贵妃香鸡蛋进行了营养成分化验分析和无公害指标检验监测，这也是国内首次

对贵妃鸡的全面分析与检验。 

    2 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名牌菜肴制作 

    由广东省湛江市烹饪协会和当地的皇冠假日酒店、金辉煌酒店等几个星级酒店经对 80、

90、100、110、120 日龄的贵妃鸡进行的几个月烹调研究，其成品的色、香、味、形基本令

人满意，并创出了几道名牌菜肴。到目前为止，贵妃鸡已进驻湛江市的录丰大酒店、美丽华

饭店、南疆宾馆、金百合酒店、金满天酒家、海港城酒店、海通酒店等多家酒店，并以“贵

妃出浴、贵妃醉酒、贵妃甲鱼汤、贵妃鱼翅汤、贵妃大补汤、海马贵妃汤、补品贵妃汤、砂

锅锔贵妃、荷叶蒸贵妃、煲汁贵妃鸡、香菇贵妃鸡、干蒸龙马贵妃鸡、蒜香贵妃鸡”等菜式

亮相登场，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赞赏。 

 

  3 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推广 

        自 2005 年至 2007 年 5 月，中国贵妃鸡繁育研究中心（设在广东海洋大学家禽育种

中心）选育的珍禽贵妃鸡商用配套系已推广到北京、上海、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

江苏、山东、山西、云南、四川、新疆、浙江、福建、河南等 16 个省市自治区，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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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遍布大半个中国，北到乌鲁木齐、北京，东到上海、济南、温州，西到成都、重庆、昆

明，南到福州、南宁，中到郑州、长沙。 

 

    三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优势和发展前景 

    随着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畜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这对

我们实施珍禽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无疑是一个发展良机。 

    1 营养全，味香鲜 

    作为特禽新贵，富含 17 种氨基酸，10 余种微量元素，特别是抗癌之王和防晒美容的硒

元素含量、抗疲劳补肾的锌元素含量超过普通家鸡许多倍；其肉食之：皮薄、脂少、骨细、

肉实、嫩滑不腻嘴，其汤喝之：靓鲜、清香、润甜、浓美、可口回味长；经常食用有美容、

抗衰老、抗癌等独特功效，是老、弱、幼、病人、孕妇、产妇 理想的补品。因而有“滋补

胜甲鱼、养伤赛白鸽、美容如珍珠”之美誉，号称“禽中极品”。 

    2 体型小，脂肪少 

    上市体重公母分别在 1000-1250 克和 700-900 克，恰好符合当今社会一个个小家庭可一

顿消费一只全鸡的生活特点和消费理念；而且皮很薄、皮下脂肪少，比普通家鸡或土鸡的脂

肪含量低 15-20%，是一种瘦肉型的低脂肪高蛋白美味，这无疑是既要享用珍品佳肴又志于

减肥和保持身材人士的理想选择。 

    3 周转快，效益高 

    贵妃鸡商品代出壳至 90（90-120）日龄即可上市，料重比 3-3.5:1，每只成本计 16-18

元，售价每只达 35 元左右，纯利润每只 10-20 元。 

    4 商品代，可自别 

    贵妃鸡商用配套系的商品代一日龄雏鸡可按羽速自别雌雄，这是本配套系的显著特点，

不仅雌雄鉴别准确率高达 98%以上，尤其因其不伤雏体而可使成活率提高 4-5 个百分点，更

可节约饲养成本 10%左右。 

    5 抗性强，适应广 

    正由于贵妃鸡尚存一定的野性，好动性极强，不论养在笼内，还是放养在地上，都表现

出“运动健儿”的特点，故此其抗病力很强，适应性更广，除了常规的免疫接种外，各种日

龄的鸡几乎与抗菌素类药物无缘，而且成活率都在 96%以上。 

    6 产蛋多，耗料少 

    种鸡 150 日龄开产，年产蛋 160-180 枚，蛋重 38-43 克，蛋壳乳白色，白里透红，产蛋

期日采食量在 60-75 克内，可谓很难得的节粮型珍禽。 

    7 特点奇、防假冒 

    贵妃鸡本身具有与众不同的“三冠、五爪”的奇特外观，因而构成了任何禽类都无法仿

冒和造假的防伪标记。这在市场竞争激烈、伪劣假冒防不胜防的当今社会，更显示出其独特

优势，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 

    8 市场好，潜力大 

  据行家预测，仅广东、香港、澳门、北京、上海等地年需求量超过 6000 万只，而目前上

市量不足 50 万只，远远处于供不应求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日益注重享用

美味、养生、防病、治病的保健食品，随着贵妃鸡以名牌菜肴在较高档次的酒店餐桌亮相登

场，随着贵妃鸡从皇家宫廷的特供菜肴转而进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庭，一个中等城市每天平

均可消费贵妃鸡 2000-3000 只，每年则需 70-100 万只，若销往外地并出口港澳和其他国家，

其年需求量则远在 2 亿只以上。因此预计珍禽贵妃鸡商用配套系将会迅速发展成为 热门的

珍禽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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