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场规划与鸡舍建造技术大全 

 

规模化鸡场建设须知 

  目前鸡蛋的市场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方面是蛋鸡生产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一方面是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鸡蛋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除了有营养、味道好，还要无公害、

无药残、达到绿色食品标准。而要想从事蛋鸡养殖并有长远发展，则一方面要在生产的规模

化、规范化上下功夫，一方面则要使产品有自己的特色，创出自己的品牌。如迎合人们对健

康的关注，生产有保健作用的鸡蛋等。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强化特定营养成分和低胆固醇、

低药残的商品鸡蛋，其售价比普通蛋高出许多，就给鸡蛋生产找出了一条路子。具体到实际

生产上又如何发展呢？编者特请河北农业大学山区研究所黄玉亭研究员进行了策划。 

 

  现阶段蛋鸡场的规模按大、中、小三种类型划分。饲养规模在 10 万只以上的为大型蛋

鸡场，1 万～10 万只的为中型蛋鸡场，1000～1 万只的为小型蛋鸡场。 

 

  一、建场要求 

 

  1、地形地势：蛋鸡场应建在地势高燥向阳的地方，远离沼泽湖洼，避开山坳谷底，通

风良好，南向或偏东南向。地面平坦或稍有坡度，排水便利。地形开阔整齐，利于建筑物布

局和建立防护设施。 

 

  2、水源水质：水源充足，水质良好，能满足生产、生活和消防需要，各项指标参考生

活饮用水要求。注意避免地面污水下渗污染水源。 

 

  3、电源：三相电源，供电稳定，最好有双路供电条件或自备发电机。 

 

  4、交通：交通便利，能保证货物的正常运输，但应远离交通主干线。距交通干道不少

于 1 公里，距一般公路 50 米以上，距居民区 500 米以上。 

 

  5、气候环境：场区所在地有较详细的气象资料，便于设计和组织生产。环境安静，具

备绿化、美化条件。无噪音干扰或干扰轻，无污染。 

 

  6、卫生防疫：场址应远离居民区，有足够的卫生防疫间隔。不能建在禽类屠宰厂、禽

产品加工厂、化工厂等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企业的下风向和污水流经处、货物运输道路必经处

或附近。场址选择应遵守社会公共卫生准则，其污物、污水不得成为周围社会环境的污染源。 

 

  二、场区规划及场内布局 

 

  1、场区规划应综合考虑场内地形、水源、交通、主导风向、流水向等自然条件，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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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管理和防疫。场区设置生活区、行政管理区和生产区，三区严格分开。生活区、生产区

在全场的上风处和地势最高地段，同时兼顾生活区与外界联系的便利。生产区在防疫卫生最

安全地段。病死鸡和污物处理区设在下风处和地势最低的地段。 

 

  2、生产区与另两区之间设置严格的隔离设施，包括隔离栏、车辆消毒房、人员更衣及

消毒房等。生活区与行政管理区之间设 10 米宽的绿色隔离带。 

 

  3、生产区内净道污道分开。两道分别设置在鸡舍的工作间和排风口两侧。 

 

  4、鸡舍东西向排列，鸡舍间距及鸡舍与围墙栏距离不少于 30 米。 

 

  5、死淘鸡焚烧炉设在生产区脏道一侧，贮料罐建在净道一侧。 

 

  6、办公室、库房、洗衣房、蛋库、锅炉房、配电室、水塔等设在行政管理区内，宿舍、

餐厅设在生活区。 

 

  7、鸡场大门设在靠近行政管理区办公室最近围墙处。附建门卫和消毒房、消毒池。 

 

  三、鸡舍建筑设计 

 

  1、鸡舍面积和容量设计。小型鸡舍可设计为宽 7～8 米，长 33～53 米，笼养蛋鸡 2800～

5000 只；大中型鸡舍可设计宽 10～12 米，长 40～65 米，笼养蛋鸡 5000～10000 只。 

 

  2、建筑材料的选择。对建筑材料总的要求是：导热系数小，蓄热系数大，容重小，具

有较好的防火和抗冻性，吸水吸温性强，透水性小，耐水性强，具有一定的强度、硬度、韧

性和耐磨性。 

 

  3、鸡舍主要结构的设计要求。 

 

  （1）基础：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地基应抗压不下沉（或下沉度小）且均匀一致，

膨胀性小、抗冲刷、无侵蚀作用。墙基应坚固抗震、防潮耐久，并有一定的保温隔热性能。 

 

  （2）墙壁：具有良好的保温和隔热性能，结构简单，便于清扫、清洗和消毒，坚固抗

震，防水耐水耐用。 

 

  （3）门、窗和通气孔：鸡舍的门应有净门和污门之分。鸡舍门一般宽 1.5～2.0 米，高

2.0～2.4 米。有窗鸡舍的窗户应足够大，以保证鸡舍的自然通风。通气口的设计依通气方式

不同，自然通风方式的，应在鸡舍纵向墙壁的顶部均匀地设一排通风口。采用机械通风方式

的，对称地设进气口和排气口。 

 

  （4）屋顶和天棚：要求保温、隔热、防水、坚固、重量小。鸡舍应尽可能设天棚，使

屋顶和天棚间形成顶室。 

 

  （5）地面：应防水、坚实、平整、光洁而不滑、抗压、抗冲击、耐腐蚀，有一定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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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性能、隔潮、不积水、便于清扫冲洗和消毒。应高出场区地面 20～30 厘米以上。 

 

  （6）鸡舍的其他设计要求：鸡舍的设计要防寒与采暖兼顾、防热与降温并重、通风换

气方便、鸡舍采光良好。 

 

养鸡场建设应该避免的不良环境 

    鸡的解剖特点，对于环境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雏鸡舍氨气每立方米不超过 10 毫克，

成鸡不超过 15 毫克；硫化氢雏鸡舍不超过 2 毫克，成鸡不超过 10 毫克；二氧化碳每立方米

不超过 1500 毫克；恶臭稀释倍数不超过 70。鸡舍外的场区和生活区要求上述物质含量还低；

鸡舍内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不超过 4 毫克；总悬浮颗粒物每立方米不超过 8 毫克，微生物数

量应控制在每立方米 25 万个以下，空气中的尘埃是细菌的重要携带者。而现实中许多养殖

户忽视鸡的生理解剖特点，没有为鸡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主要表现在：鸡场的选址

不当、鸡舍的建造不合理，没有科学的通风系统，不重视通风、不敢通风、不会通风。 

 

    鸡场地势低洼、环境狭窄，有的在树林建场或在场内种植大量树木，使得风刮不进去，

有害气体排不出去；鸡舍间距太窄，气流不能很好流动，窗户设置不合理，没有地窗、天窗，

空气形不成对流，没有通风设备或设置不合理；有的生怕鸡冷着、冻着不敢通风（别忘了鸡

身上长有羽毛，它可以通过羽毛的生长调节，适应外界温度变化，没有冻死的鸡，只有通风

不良造成鸡的死亡）；有的因一次通风发病而“十年怕井绳”不再通风。 

 

    所有这一切使鸡长年生活在缺氧，氨气、硫化氢气体、甲烷、二氧化碳等气体严重超标

的环境下，外界病原微生物不仅很容易侵入机体引起鸡的发病，而且常时间通风不良，组织

缺氧，心、肺功能下降，血液载氧不足，机体处于病理状态下，对于免疫不能产生良好的免

疫应答。我们常把通风后，出现呼吸道疫病，归结为这次通风造成的，其实不然。往往在天

气转暖或天气晴朗之前 2—3 天是无风的日子，此时如我们紧闭鸡舍，内外界空气不流通，

鸡舍有害气体超标，病原微生物极易潜入体内，形成了发病的“潜伏期”，天气变暖时通风

没有循序渐进，也就出现了随后发生呼吸道病的现象，也就是说天气变化前的无风日子才是

鸡的“黑色星期天”。所以通风是鸡饲养管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蛋鸡育雏舍 

育雏舍要求保温性能好。建筑育雏舍时应在房顶加设隔热保温层，如用麦秸、稻草、珍珠岩、

泡沫塑料等隔热材料铺设房顶，再加防水材料即可。育雏舍内要设置供温设施，如采用火道、

火墙、火炉、暖气、热风炉、热水箱、火炕等设施。窗户要小而少，既便于采光，又利于保

温。进风口应设置在房檐下，进风管要有一定的弯度，舍内的进风口处应设置导风板。导风

板使进入鸡舍内的凉风经舍内的顶部预热，再转向雏鸡所在的部位，防止雏鸡受凉感冒。!  

夏季炎热地区，建筑育雏舍时应设置降温设施。目前广泛采用的降温设施是纵向通风水帘，

另一端设置排风扇。夏季炎热时，空气通过水帘进入鸡舍，经排风扇抽出舍外，可以使育雏

舍的温度比外界气温低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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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冲洗消毒，舍内墙壁、顶棚和地面应光滑，不吸水，防水性能良好。为了便于熏蒸

消毒，育雏舍应易于密闭，最好能适用火焰消毒方法消毒。还应注意防鼠。 

 

我国鸡舍朝向应坐北朝南，向东南方向稍斜。 

 

规模养鸡场鸡舍环境及设备配置 

密闭性、保温性好的密闭式纵向通风鸡舍是指当关闭所有的进风口，启动一台 50 英寸的排

风机，鸡舍内的静压差值（即鸡舍内外大气压力差值）必须超过 0.12 英寸水柱。  

 

安全稳定的禽舍环境控制器是指能对排风系统、进风系统、降温系统、卷帘系统等进行自动

化控制的系统。  

 

性能优越的排风系统主要是指 50 寸排风机排风量应在 38000 立方/小时以上。  

 

科学的进风系统：主要是通风小窗，在鸡舍侧墙每隔 3 米 1 个，还有自动控制小窗开关的电

机等。 

 

其它设备包括负压控制仪、温度传感器、电子水表、报警器等配套设施。  

 

1． 环境控制系统的功能  

环境控制系统能够实现对鸡舍温度、通风系统、降温系统的自动化控制和自动喂料系统、饮

水系统的精确计量以及光照系统的智能化控制。  

为鸡舍内环境提供足够多的新鲜空气，排出过多的废气和有毒气体（氨气、二氧化碳）保证

鸡舍的最佳湿度和适宜温度，来满足鸡只生长的需求，最大限度的发挥鸡只的生产潜能。  

 

2. 环境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  

环境控制系统主要利用风速产生的风冷效应和湿帘产生的直接降温作用来达到鸡只体温的

降低和空气的置换。主要控制原理如下：  

排风：根据鸡舍温度设定鸡舍的通风级别，每个通风级别控制相应的风机运行个数。  

进风：控制器关闭小窗，完全启动纵向通风系统，按照鸡舍外界的温度设定鸡舍环境控制其

最大、最小的静压差值。随着外界实际温度的变化，鸡舍实际静压差值发生变化，控制器通

过相连接的幕帘电机来控制湿帘幕帘进风面积的大小，实现鸡舍实际静压差值相等，保证鸡

舍内达到一定的风速。  

湿帘：当鸡舍温度达到 30℃时，环境控制器可启动湿帘水泵，进行湿帘降温，达到降低鸡

舍内空气温度的目的。  

环境控制器在生产中应设定的相关参数有目标温度、静压差值和通风级别。只有根据不同的

季节、不同的外界气候变化，对环境控制器的参数进行合理的调整，才能实现鸡舍环境控制

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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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场建设与设计 

 

良种、营养与科学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科学的经营管理和畜牧工程措施是现代养鸡生产的

五大支柱，而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现

代化的养殖企业在前四个方面建立起完善的技术体系，在激烈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条件稍差

的企业或个体户也能享受到很好的售后技术服务，相关技术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而鸡场

选址和建筑设计等畜牧工程技术容易忽视，造成鸡场（舍）环境难以控制，为环境条件和疾

病控制等埋下安全隐患，且鸡场（舍）固定资产投资大，不容易改建，影响时间长，因此应

充分重视鸡场的选址、规划和鸡舍的设计建设等畜牧工程措施，做到鸡场（舍）建设标准化，

为今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场址的选择 

 

场址选择首先应考虑当地土地利用发展计划和村镇建设发展计划，其次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

求，在水资源保护区、旅游区、自然保护区等绝不能投资建场，以避免建成后的拆迁造成各

种资源浪费。满足规划和环保要求后，才能综合考虑拟建场地的自然条件（包括地势、地形、

土质、水源、气候条件等）、社会条件（包括水、电、交通等）和卫生防疫条件，决定建场

地址。场址应地势高燥、平坦，位于居民区及公共建筑群下风向。不能选择山谷洼地等易受

洪涝威胁地段和环境污染严重区。应尽可能用非耕地，在丘陵山地建场要选择向阳坡，坡度

不超过 20°，土壤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15618-1995）的规定，满足建设工程需要的水文

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水源充足，取用方便，便于保护，电力充足可靠，符合国家标准

（GB52-83）的要求。 

 

卫生防疫条件在鸡场选址过程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兽医卫生防疫条件的好坏是鸡场成败的

关键因素之一。要特别注意附近是否有畜牧兽医站、畜牧场、集贸市场、屠宰场，以及与拟

建场的方位关系，隔离条件的好坏等，应远离上述污染源。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创造

便利的交通条件，但与交通主干线及村庄的距离要大于 1000M，次级公路 100—200M，以

满足卫生防疫的要求。 

 

二、规划与布局 

 

鸡场规划的原则是在满足卫生防疫等条件下，建筑紧凑，在节约土地、满足当前生产需要的

同时，综合考虑将来扩建和改建的可能性。 

 

1 鸡场的分区鸡场可分成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功能区应界限分明，联系方便。管理

区与生产区间要设大门、消毒池和消毒室。管理区设在场区常年主导风向上风处及地势较高

处，主要包括办公设施及与外界接触密切的生产辅助设施，设主大门，并设消毒池。 

 

生产区可以分成几个小区，它们之间的距离在 300m 以上，每个小区内可以有若干栋鸡舍，

综合考虑鸡舍间防疫、排污、防火和主导风向与鸡舍间的夹角等因素，鸡舍间距离为鸡舍高

度的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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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设在场区下风向处及地势较低处，主要包括兽医室、隔离鸡舍等。为防止相互污染，

与外界接触要有专门的道路相通。场区内设净道和污道，污道与后门相连，两者严格分开，

不得交叉、混用。 

 

2 场区绿化场区绿化是鸡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要结合区与区之间、舍与舍之间的距离、

遮荫及防风等需要进行。可根据当地实际种植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树种和花草，但不宜

种植有毒、飞絮的植物。 

 

三、鸡舍的建筑设计 

 

鸡舍的合理设计，可以使温度、湿度等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为鸡群充分发挥遗传潜力，实

现最大经济效益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不论是密闭式鸡舍，还是开放式鸡舍，通风和保温以

及光照设计是关键，是维持鸡舍良好环境条件的重要保证，且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 

 

1.通风设计通风是调节鸡舍环境条件的有效手段，不但可以输入新鲜空气，排出氨气（NH3）、

硫化氢（H2S）等有害气体，还可以调节温度、湿度，所以在鸡舍的建筑设计中必须重视通

风设计。通风量是根据热平衡计算或者依据有害气体浓度控制要求来确定。在合理饲养密度

条件下，蛋鸡每公斤体重的通风量如下表。肉鸡生长速度快，代谢旺盛，通风量要稍大些。 

 

 

通风方式有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两种，进风口和出风口设计要合理，防止出现死角和贼风等

恶劣的小气候。 

 

（1）自然通风依靠自然风（风压作用）和舍内外温差（热压作用）形成的空气自然流动，

使鸡舍内外空气得以交换。通风设计必须与工艺设计、土建设计统一考虑，如建筑朝向、进

风口方位标高、内部设备布置等必须全面安排，在保障通风的同时，有利于采光、及其它各

项卫生措施的落实。自然通风的鸡舍跨度不可太大，以 6～7.5 米为宜，最大不应超过 9 米。 

 

风压的作用大于热压，但无风时，仍要依靠温差作用进行通风，为避免有风时抵消温差作用，

应根据当地主风向，在迎风面（上风向）的下方设置进气口，背风面（下风向）的上部设置

排气口。在房顶设通风管是有利的，在风力和温差各自单独作用或共同作用时均可排气，特

别在夏季舍内外温差较小的情况下。设计时风筒要高出屋顶 60～100cm，其上应有遮雨风帽，

风筒的舍内部分也不应小于 60cm，为了便于调节，其内应安装保温调节板，便于随时启闭。 

 

（2）机械通风依靠机械动力强制进行鸡舍内外空气的交换。机械通风可以分为正压通风和

负压通风两种方式。正压通风是通风机把外界新鲜空气强制送入鸡舍内，使舍内压力高于外

界气压，这样将舍内的污浊的空气排出舍外。负压通风是利用通风机将鸡舍内的污浊空气强

行排出舍外，使鸡舍内的压力略低于大气压成负压环境，舍外空气则自行通过进风口流入鸡

舍。这种通风方式投资少，管理比较简单，进入舍内的风流速度较慢，鸡体感觉比较舒适。

由于横向通风风速小，死角多等缺点，一般采取纵向通风方式。 

 

纵向通风排风机全部集中在鸡舍污道端的山墙上或山墙附近的两侧墙上。进风口则开在净道

端的山墙上或山墙附近的两侧墙上，将其余的门和窗全部关闭，使进入鸡舍的空气均沿鸡舍

纵轴流动，由风机将舍内污浊空气排出舍外，纵向通风设计的关键是使鸡舍内产生均匀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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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速度，并使气流沿鸡舍纵轴流动，因而风机宜设于山墙的下部。 

 

通风量应按鸡舍夏季最大通风值设计，计算风机的排气量，安装风机时最好大小风机结合，

以适应不同季节的需要。排风量相等时，减少横断面空间，可提高舍内风速，因此三角屋架

鸡舍，可每三间用挂帘将三角屋架隔开，以减少过流断面。长度过长的鸡舍，要考虑鸡舍内

的通风均匀问题，可在鸡舍中间两侧墙上加开进风口。根据舍内的空气污染情况、舍外温度

等决定开启风机多少。 

 

2.控温设计升温可采用燃煤热风炉、燃气热风炉、暖气，电热育雏伞或育雏器。火炉供温的

最大优点是方便，升温快；而火炉易倒烟，污染舍内空气。热风炉供温方式的优点是升温快，

但缺点是舍内干燥，相对湿度在 35％左右，很难提高舍内湿度，不利于雏鸡健康。火墙或

火道供温方式舍内无烟污染空气，卫生干净，昼夜供温均衡，温差相对减小，从燃料供应上

讲，烧煤、木材均可，获取燃料方便。不论采取哪种供温方式，保证鸡群生活区域温度适宜、

均匀是关键，地面温度要达到规定要求，并铺上干燥柔软的垫料。 

 

夏季高温导致体重下降，饲料报酬降低，成活率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在鸡舍建设应尽量采

用保温隔热材料，并采取必要的降温措施。当环境温度超过 32℃时，增加通风量并不能提

供舒适凉爽的环境，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蒸发冷却法。常用的是湿帘降温法。湿帘降温的

原理是由波纹状的多层纤维纸通过水的蒸发，使舍外空气穿过这种波纹状的多层纤维纸空隙

进入鸡舍时使空气冷却，降低舍内温度。有条件的地方如果用深水井的水浸泡湿帘，可以使

鸡舍内的温度下降 6～14℃。 

 

3.光照设计光照是构成禽舍环境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鸡的健康和生产力，光照时间的长短

和强度以及不同的颜色还会影响鸡只的性机能。为使舍内得到适宜的光照，通常采用自然光

照和人工光照相结合。光照与温度一样，整个鸡舍要均匀一致，否则也会造成密度不均匀，

最终影响鸡群的均匀度 

 

（1）自然光照就是让太阳直射光或散射光通过鸡舍的开露部分或窗户进入舍内以达到照明

的目的。自然光照的面积取决于窗户面积，窗户面积越大，进入舍内的光线越多。但采光面

积不仅与冬天的保温和夏天的防辐射热相矛盾，还与夏季通风有密切关系。所以应综合考虑

诸方面因素合理确定采光面积。 

 

（2）人工光照人工照明可以补充自然光照的不足，而且可以按照动物的生物学要求建立人

工照明制度。一般采用电灯作为光源。在舍内安装电灯和电源控制开关，根据不同日龄的光

照要求和不同季节的自然光照时间进行控制，使家禽达到最佳生产性能。肉鸡育雏期前两周

光照 2-3W/m2，以后 0.75 W/m2，蛋鸡育雏期同肉鸡，育成期降为 1-1.3 W/m2，18-20 周龄

延长光照时间，增加光照强度至 4-5 W/m2，以促进产蛋量的提高。 

 

鸡场的选址和鸡舍的建筑设计合理是今后安全生产、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在鸡场

（舍）建筑设计过程中，应高标准设计，否则造成环境条件下降，尤其会对种鸡终生的生产

性能带来负面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从而影响经济效益。设计的畜牧工程设施应根据环境条

件及时投入使用，以创造最佳环境条件，充分发挥遗传潜力，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否则短时

间的环境条件不达标可能对终生的生产性能造成影响，例如在育雏期环境条件恶劣，影响雏

鸡发育，必将影响今后的生产性能的发挥，最终影响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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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规模化鸡场？ 

 

目前鸡蛋的市场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方面是蛋鸡生产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一方面是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鸡蛋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除了有营养、味道好，还要无公害、无

药残、达到绿色食品标准。而要想从事蛋鸡养殖并有长远发展，则一方面要在生产的规模化、

规范化上下功夫，一方面则要使产品有自己的特色，创出自己的品牌。如迎合人们对健康的

关注，生产有保健作用的鸡蛋等。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强化特定营养成分和低胆固醇、低药

残的商品鸡蛋，其售价比普通蛋高出许多，就给鸡蛋生产找出了一条路子。具体到实际生产

上又如何发展呢？编者特请河北农业大学山区研究所黄玉亭研究员进行了策划。  

  现阶段蛋鸡场的规模按大、中、小三种类型划分。饲养规模在 10 万只以上的为大型蛋

鸡场，1 万～10 万只的为中型蛋鸡场，1000～1 万只的为小型蛋鸡场。  

 

  一、建场要求  

 

  1、地形地势：蛋鸡场应建在地势高燥向阳的地方，远离沼泽湖洼，避开山坳谷底，通

风良好，南向或偏东南向。地面平坦或稍有坡度，排水便利。地形开阔整齐，利于建筑物布

局和建立防护设施。  

  2、水源水质：水源充足，水质良好，能满足生产、生活和消防需要，各项指标参考生

活饮用水要求。注意避免地面污水下渗污染水源。  

  3、电源：三相电源，供电稳定，最好有双路供电条件或自备发电机。  

  4、交通：交通便利，能保证货物的正常运输，但应远离交通主干线。距交通干道不少

于 1 公里，距一般公路 50 米以上，距居民区 500 米以上。  

  5、气候环境：场区所在地有较详细的气象资料，便于设计和组织生产。环境安静，具

备绿化、美化条件。无噪音干扰或干扰轻，无污染。  

  6、卫生防疫：场址应远离居民区，有足够的卫生防疫间隔。不能建在禽类屠宰厂、禽

产品加工厂、化工厂等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企业的下风向和污水流经处、货物运输道路必经处

或附近。场址选择应遵守社会公共卫生准则，其污物、污水不得成为周围社会环境的污染源。  

 

  二、场区规划及场内布局  

 

  1、场区规划应综合考虑场内地形、水源、交通、主导风向、流水向等自然条件，以有

利于管理和防疫。场区设置生活区、行政管理区和生产区，三区严格分开。生活区、生产区

在全场的上风处和地势最高地段，同时兼顾生活区与外界联系的便利。生产区在防疫卫生最

安全地段。病死鸡和污物处理区设在下风处和地势最低的地段。  

  2、生产区与另两区之间设置严格的隔离设施，包括隔离栏、车辆消毒房、人员更衣及

消毒房等。生活区与行政管理区之间设 10 米宽的绿色隔离带。  

 

 

  3、生产区内净道污道分开。两道分别设置在鸡舍的工作间和排风口两侧。  

  4、鸡舍东西向排列，鸡舍间距及鸡舍与围墙栏距离不少于 30 米。  

  5、死淘鸡焚烧炉设在生产区脏道一侧，贮料罐建在净道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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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办公室、库房、洗衣房、蛋库、锅炉房、配电室、水塔等设在行政管理区内，宿舍、

餐厅设在生活区。  

  7、鸡场大门设在靠近行政管理区办公室最近围墙处。附建门卫和消毒房、消毒池。  

 

  三、鸡舍建筑设计  

 

  1、鸡舍面积和容量设计。小型鸡舍可设计为宽 7～8 米，长 33～53 米，笼养蛋鸡 2800～

5000 只；大中型鸡舍可设计宽 10～12 米，长 40～65 米，笼养蛋鸡 5000～10000 只。  

  2、建筑材料的选择。对建筑材料总的要求是：导热系数小，蓄热系数大，容重小，具

有较好的防火和抗冻性，吸水吸温性强，透水性小，耐水性强，具有一定的强度、硬度、韧

性和耐磨性。  

  3、鸡舍主要结构的设计要求。  

  （1）基础：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地基应抗压不下沉（或下沉度小）且均匀一致，

膨胀性小、抗冲刷、无侵蚀作用。墙基应坚固抗震、防潮耐久，并有一定的保温隔热性能。  

  （2）墙壁：具有良好的保温和隔热性能，结构简单，便于清扫、清洗和消毒，坚固抗

震，防水耐水耐用。  

  （3）门、窗和通气孔：鸡舍的门应有净门和污门之分。鸡舍门一般宽 1.5～2.0 米，高

2.0～2.4 米。有窗鸡舍的窗户应足够大，以保证鸡舍的自然通风。通气口的设计依通气方式

不同，自然通风方式的，应在鸡舍纵向墙壁的顶部均匀地设一排通风口。采用机械通风方式

的，对称地设进气口和排气口。  

  （4）屋顶和天棚：要求保温、隔热、防水、坚固、重量小。鸡舍应尽可能设天棚，使

屋顶和天棚间形成顶室。  

  （5）地面：应防水、坚实、平整、光洁而不滑、抗压、抗冲击、耐腐蚀，有一定的保

温性能、隔潮、不积水、便于清扫冲洗和消毒。应高出场区地面 20～30 厘米以上。  

  （6）鸡舍的其他设计要求：鸡舍的设计要防寒与采暖兼顾、防热与降温并重、通风换

气方便、鸡舍采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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