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鸡养殖技术大全 

 

火鸡的饲养管理 

1．饮水和开食 

初生火鸡从出壳到进入育雏舍这一段时间，体内水分消耗特别大，一般都在 8％左右。因此

雏火鸡进入育雏舍后，先要饮 2 小时的水，以补充体内水分的损失，同时在水中加入适量抗

菌药物和维生素。在火鸡饮水后开始出现类似啄食动作，此时“开食”恰到好处。在雏火鸡

进舍后，应保证饮水充足，得间断。开食的饲料应新鲜，颗粒大小适中，易于啄食，营：养

丰富，好消化。如玉米糁、小米等饲喂一天。 

2．饲喂量 

从开食后第二天起，开始进入正常的饲喂管理工作。育雏阶段前 0—6 周，应喂给蛋白质含

量较高的雏火鸡颗粒料，随后可逐渐转化为优质全价配合粉料。火鸡在第 l 周应采取自由采

食的饲喂方式，从第二周开始限饲，每天喂 5—6 次。 

3．断喙 

断喙能有效防止啄癣和减少饲料浪费。断喙一般应在 7 一 10 天内进行，最晚不能超过 15

天。断喙时左手握住火鸡双腿，右手拇指置于火鸡头顶部，食指放在咽下稍往后施加压力使

火鸡缩舌，以免烫伤舌头。断喙器孔径大小应根据火鸡生长日龄而定。断喙的程度为上喙断

l／2，下喙断 l／3，公鸡断喙应稍轻些。 

为了防止出血，断喙前 3 天在饮水中加入适量维生素 K，断喙后，应在饮水中加入多维电解

质，以减轻应激，在料槽中增加饲料量，以防采食时损伤未愈合的伤口。对于饲养·量少，

且无断喙器的用户也可用刀片断喙。 

4．卫生防疫 

严格执行卫生防疫消毒制度，定期做好检疫、免疫工作，严禁场外人员或非育雏室工作人员

进入育雏舍，确有必要进入者，经批准且经严格消毒后方可进入。严格处理死雏，并由专人

负责焚烧或深埋(注：免疫程序由繁殖场提供，也可结合当时疫情适当调整后使用)。 

 

火鸡育成期的饲养管理 

火鸡育成期饲养管理 

种火鸡的育成期一般指 9—28 周龄。这一时期，火鸡对外界的适应性增强，生长发育迅速，

全身各脏器已经发育健全，生殖器开始发育，两性区别日趋明显，并且逐渐达到性成熟。 

(一)饲养方式 

火鸡在育成阶段，体型迅速增大，体重迅速增加，网上平养、面乎养和立体笼养都已不再适

用，而需!要采用网舍饲养法或散养法。；；·；!．1．网舍饲养法!就是在网舍内平面饲养育成

期火鸡。网舍结梅一般为在火鸡育成舍(坐北朝南)阳面一侧建立一个与火鸡舍相连的运动

场，运动场长度等同于育成舍长度、大小以每批火鸡饲养量而定，在运动场四周栽上高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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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栏杆，并网上铁丝网或尼龙网即可。网舍饲养法优点是给火鸡以较大的运动空间，提高了

肉用火鸡的肉品质和种用火鸡的繁殖能力，网舍饲养法是培育健康种群的有效方法。!；!；

2．散养法就是在野外建立具有一定面积的网圈，进行火鸡散养的一种方法。；． 

(二)饲养条件 

1．饲养密度 

大中型火鸡如美国尼古拉火鸡每平方米．2—3 只，小型火鸡如法国贝帝纳火鸡每平方米 4

—6 只。设有运动场的鸡舍，饲养密度可适当增加。． 

2．光照 

在育成期可采用 14 小时连续光照，强度为 15—20 勒克斯。开放式鸡舍可采用自然光照。育

成后期即 19 周龄之后，由于公火鸡对光刺激不太敏感，因此可适当缩短光照时间，一般为

12 小时连续光照，强度不变。而母火鸡对光刺激特别敏感，如果过早延长或不断增加光照

时间，会促进母火鸡性早熟、早产，对火鸡以后的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所以在育成后期，对

母鸡每天的光照时间应进行严格控制。； 

3．通风换气 

对于采用网舍饲养的鸡舍，在整个育成期必须加强通风换气，保证舍内空气流通。通风可供

给充足氧气，减少舍内有害气体含量，能有效地稀释病原微生物的浓度，降低呼吸道等疾病

的发生率。 

(三)饲养管理 

1．饲喂火鸡 

进入育成期后，骨骼和内脏器官开始增长，肌肉葺鞠，特别是胸部肌肉生长速度加快，但在

后期火鸡的生长速度逐渐减慢，脂肪蓄积能力增强，逐渐达到性成熟。因此育成期要进行适

时限饲，以防育成期过肥 b 影响日后繁殖性能。为了保证育成种群良好的均匀度，饲料应一

次给足，最好采用粉料，任其自由采食·。每天饲喂 3～4 次，且每周在饲料中加入适量沙砾，

有助消化，提高饲料利用率。有条件的可让火鸡自由采食青车、昆虫等食物，既减少饲料开

支，又加强了火鸡运动，有利于提高肉品质。· 

2．加强运动 

火鸡在育成期 f 体内蓄积脂肪能力增强，骨骼生长加快，加强火鸡运动，有利于骨骼生长，

赫少脂肪沉积，促进性腺发育，提高后备种鸡的种用价值。方法是饲养人员每天将火鸡赶到

运动场上活动一次，任其自由活动，每次 l 一 2 小时 

3．后备种公鸡的选择 

火鸡饲养封 17 周龄左右，便需开始选种，把那些发育快，健康活泼，无伤残和无疾病的火

鸡选出留作种用，其余的以肉用商品鸡出售。留种数量根据种群数量按公母比 l：15 进行留

种。 

4．卫生防疫 

每天清扫鸡舍和运动场；，定期做好火鸡舍消毒和种鸡防疫工作。对于发病鸡只及时隔离用

药，对于群发病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实验室诊断，合理用药。 

(四)肉用商品火鸡的饲养管理 

肉用火鸡相对种用火鸡而言，鸡舍简单，只需育雏舍和育成舍。其饲养周期短，通风要求较

严，营养水平相对较高，光照时间长，饲养管理简便。 

1.饲养密度和通风要求 

肉用商品鸡在整个生长期，生长速度快，饲养密度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最大饲养密度

为 30 千克体重／平方米。开放式火鸡舍采取自然通风，密闭式鸡舍通风要求每千克体重 3．6

立方米川、时。 

2．光照 

养鸡技术大全  北洲养鸡网  www.moeeom.com 



 

肉用火鸡的光照制度不同于种火鸡。其主要目的是促使火鸡多采食，多长肉。光照方式有两

种。’；葺啊，间断性光照：第一天；采历 24 小时光照，第 2～；14 天，采用；23 小时连续

光照，．强度为 60—70 勒克斯，笫 151 天到上市采用 l 小时黑暗，，3 小时黑暗的周期性隔断

光照，强度不超过；20．勒克斯。i；18—20 小时一次性光照：第 l 天采用 24 小肘全天光照，

第 2—4 天，采用 23 小时连续光照，光照强度 60 个 70 勒克斯，第 5 天到上市，采用 18—

20 小时连续光照，强度为 20 勒克斯。 

3．饲养 

肉用火鸡的生长周期短，包括育雏期和育肥嬲。育雏期公、母分群饲养，母鸡育雏姐为 1—

8 周龄，公鸡为 l 一 9 周龄。育肥阶段母火鸡从 9 周龄开始，大中型一般养到 l?一 19 周龄上

市，公母平均体重大型火鸡为 9—11 千克+中型为 6—7 千克。小型母火鸡一般养到 14—16；

周龄上市，公母平均体重为 4；，5—5 千克，其他管理与火鸡的育成期管理一致。 

 

种火鸡的管理 

  1.温度、湿度及通风换气 种火鸡舍的适宜温度是 1024℃，当气温超过 29℃或低于 6℃

时，均要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火鸡适宜饲养在较干燥的环境中，相对湿度 55％60％为宜，

高温高湿或低温高湿都会影响火鸡的生产性能，甚至引发疾病。另外，通风良好，既可排出

污浊空气，又能缓解高温高湿的影响。 

 

  2.光照 公火鸡一般采用 12 小时光照，强度为 10 勒克斯左右。弱光照可以使公火鸡保

持安静，提高精液品质和受精率，还能减少公火鸡之间的争斗，减少伤亡。 

 

  对于母火鸡，应特别注意防止缩短光照时间或减弱光照强度。2940 周龄光照时间为 14

小时，4044 周龄光照时间增加到 16 小时。45 周龄以上可增加到 17 小时，光照强度应达到

100150 勒克斯。 

 

  3.种蛋管理 对于刚开产的火鸡要防止把蛋产在窝外。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把想在窝外产蛋的火鸡送入产蛋箱内。 

 

  （2）在产蛋箱内放几枚蛋，引诱火鸡进入产蛋箱内产蛋。 

 

  （3）及时收集产蛋箱外的蛋。 

 

  收集种蛋要勤，每天 46 次。在母火鸡产蛋 10 天以后，集蛋时将产蛋箱内的母火鸡推出，

既可减少种蛋的破损，又能防止母火鸡抱窝。收集种蛋后，应立即把合格种蛋放在熏蒸箱内

消毒。 

 

  4.防止抱窝 火鸡产蛋后二三个月就开始抱窝。为了减少抱窝，提高火鸡产蛋量，平时

饲养中要勤观察，及时排出将要抱窝的火鸡，隔离饲养在光照较强，或特制的笼网中。也可

注射黄体酮或其他神经性药物醒抱。 

 

  5.种火鸡的挑选 种火鸡在转入产蛋舍前要再选择 1 次。除了在外形上严格挑选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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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检查种公火鸡的性功能。采精进行精液品质鉴定，采精量不能低于 10 毫升，每毫升精

液精子数在 60 亿以上，畸形精子不能超过 30％。 

 

火鸡育雏 

  1 饮水，雏火鸡运到育雏舍后，将其安置在保温室内，稍 加休息后，先给它们饮水，

供雏鸡饮用的水必须清洁，水温与室温相同在 25---30 度左右，1-3 日龄的雏火鸡可喂给万

分之二的高锰酸钾水，以清理胃肠道。 

 

  2 饲喂。雏火鸡出壳后 24 小时开食，一般是第一次喝水后 1 个小时喂料开食，开始 3

天应将粉状料加温水拌后喂给，做到少喂勤添每两个小时添一次新料，不喂陈料，要现喂现

配，每天白天喂 5 次，晚上喂 1 次，夜间清楚槽内剩余饲料，开始 3 天内如喂粉料，要求饲

料中的营养浓度低些否则容易拉稀，第 4 天逐换成干粉状全价饲料，要注意保证雏火鸡的饲

料质量饲料营养必须全面，4 周后在饲料中添加少许的青蒜，青葱或其它青料。 

 

  3 保温。刚出壳的雏火鸡体小娇嫩，体温较低，绒毛的保温性能差，体温调节能力不完

善，抵御寒冷的能力较差，最容易受凉，所以在育雏期间必须提供适宜的育雏温度在接雏的

头两天要保持 38 度以后随日龄的增长，每周降低 2-3 度，直到同室温相同为止。 

 

  4 温度。育雏舍内的相对温度要保持在 55%--65%左右，湿度太大，病菌和寄生虫生长

繁殖尤其是球虫病，曲霉菌很容易发生，危害雏火鸡的健康，舍内过于干燥，会出现尘土飞

扬，引起呼吸道疾病，对雏火鸡生长不利。 

 

火鸡禽霍乱的治疗 

  禽霍乱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多种家禽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成年火鸡最易

感染。根据发病过程，有最急性、急性和慢性之分，潜伏期为 4~9 天。 

 

  症状：病初火鸡多呈最急性经过，难以见到症状即突然死亡。随后出现整群火鸡不能站

立，食欲全无，频繁饮水，脚掌和关节浮肿，精神沉郁，羽毛松乱，翅下垂，腹泻，呼吸困

难，口、鼻流出多量的粘液等急性期症状，经 1~2 天死亡。慢性发病时，头部变为深蓝至紫

色，面部和肉垂浮肿，并有灼热感。病鸡出现黄色至绿色下痢。 

 

  病理解剖：口腔、咽喉积聚粘液，全身粘膜、浆膜出血，心脏、肝、腺胃、肌胃和十二

指肠有针头大的出血，在肌胃和十二指肠的交界处有明显的。出血带。所有病例均可见肝脏

表面及深层布满多量针头大小、呈灰白色的坏死灶（此为禽霍乱的典型症状）。 

 

  防治方法：肌注青霉素 5~8 万单位/羽，氯霉素、土霉素、红霉素 200~300mg/羽。天，

每天 2 次，连续 3 天。或以 0.5%的磺胺二甲基嘧啶或磺胺噻唑拌料，连喂 5 天。 

 

  免疫可选用禽霍乱氢氧化铝甲醛苗或 833 禽霍乱弱毒苗，前者大、小火鸡一律注射 2ml/

羽，后者用生理盐水稀释，皮下注射 0.1~0.2 亿菌/羽，均有较好的免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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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火鸡产蛋效益的方法 

  1. 营养配合全面。产蛋期火鸡饲料粗蛋白含量可达 23%~28%，代谢能为每公斤 12.1

兆焦，确保产蛋 火鸡对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需求。 

 

  2. 调整孵抱性。火鸡就巢性特强，每产 15~20 枚蛋就自然孵抱一次，不分季节，与外

界无关。为提高火鸡 产蛋率，可采用“合二并一”的方式进行自然孵化或采用人工孵化，

让有抱窝行为的母火鸡及时醒抱，以便及时进入产蛋期。这样，可使母火鸡从原来年产蛋

80~120 枚提高到 150~190 枚。 

 

3. 光线刺激。火鸡在生长阶段要限制光照。5~6 月龄每天光照 10 小时，6~9 月龄可达

14 小时，9 月龄后可增加到每天光照 16~18 小时。日照不足，要人工辅助光照，强度为 15~20

勒克斯（即 3~4 瓦/平方米。光线刺激可延长产蛋期，提高产蛋率 10%，并且鸡蛋个体大，

大小均匀，蛋壳坚固。 

 

4.饮水充足和喂食科学。产蛋期火鸡应增加洁净饮水量，做到“常换水，不断水”。火

鸡每天上午 9 点和下午 3 点是整天喂食的关键时间，直接关系到火鸡的产蛋量。 

 

  5. 提早多设产蛋箱。火鸡 6~7 个月龄就达性成熟，开始产蛋。一般在火鸡 5 月龄时就

要按 3~4 只母鸡设置一个产蛋箱，以免火鸡一时找不到合适产蛋场所而推迟产蛋期。 

 

  6. 常驱虫多补充。蛋鸡在 3~4 月龄时用呋喃唑酮 0.04%或鸡虫净片驱一次；5~6 月龄母

鸡开产前要用左旋咪唑或用鸡虫净片驱虫一次，以达整理鸡群目的。从 4 月龄后每隔 2 周喂

米粒大小的砂粒一次，占日粮的 1%~2%。 

 

  7. 其它多种辅助法。在鸡饲料中添加少量锰，可让母鸡产出硬壳蛋，而蛋壳厚度并不

增加，提高鸡产出蛋的有效率；添加蛋氨酸和 0.05%的胆碱，可节省 50%的饲料并提高产蛋

率 5%~8%，也可加入一定量的艾叶、柴胡、黄芩、花椒、甘草等中药添加剂，不但能提高

产蛋率，还有防病的功效。 

 

火鸡雏鸡中期的饲养管理 

  倍蒂纳火鸡属轻型火鸡品种。它生长快、耐粗饲、肉质好、产蛋多且抱性强，比较适合

中、小型养殖场和农户饲养。火鸡雏鸡饲养的管理要点如下： 

 

  火鸡雏鸡中期３～４周龄箱内温度应控制在３０～２５℃，在这阶段，雏鸡饲食量开始

增大，应保证供足饲料和水，但依然要箱养，不可散放寻食，并开始在饲料中添加切碎了的

葱蒜之类，以保证火鸡有钛元素的吸收。如添加切碎了的蔬菜叶，不宜喂得太多，以防拉稀，

仍以不变质的小鸡饲料为主，菜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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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养火鸡指南 

  火鸡体形大，生长快，耐粗饲，肉质好，在国外很受欢迎，近年来我国火鸡养殖业也悄

然兴起。 

 

  初养火鸡要注意以下几点： 

 

  1、到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养殖场引起种源，以保证品种纯度，避免引进带疫病

的种鸡。 

 

  2、先饲养轻型火鸡，如法国贝蒂纳火鸡。该品种能自然交配，产蛋、抱孵性好，每只

种鸡每年可培育雏火鸡 120 只左右。而重型火鸡如“青铜”、“白钻石”、“尼古拉斯”等，要

人工授精、人工孵化，饲养难度较大。 

 

  3、以引进雏鸡和青年鸡为好，以防误引将要淘汰的老鸡，因为火鸡利用年限只有 2 年。 

 

火鸡的人工繁育技术 

  由于尼古拉斯大型火鸡体重悬殊，必须实行人工授精术，方能确保种蛋的高度受精率。 

 

  A、火鸡群的准备 

 

  一是公火鸡的准备：公火鸡通过 16～18 周龄和 29-30 周龄两次选留之后，在繁殖季节

前 1～2 周，进行采精训练。如发现生殖突起不明显、精液颜色不正常、精液颜色不正常、

精液量少于 0.1 毫升的公火鸡，则应作记号，以便下次采精时再作观察，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选留或淘汰。公火鸡在第 1 次、第 2 次采精时性反应良好，精液密度好，颜色呈乳白色，排

精量在 0.2～0.4 毫升，这时应该对该火鸡作精液检查。 

 

  二是母火鸡的准备:母火鸡于 28 周龄转入种火鸡舍饲养，光照时间在原来的 8 小时基础

上每周增加 0.5～1 小时，延长至 16 小时为止，饲料中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相应增加到 16

％和 2.25％。由于光照时间的增加，母火鸡有开始下蹲行为表现，个别母火鸡已开产，故此

时要及时做好人工授精准备。 

 

  B、公火鸡的采精 

 

  采精方法以按摩法使用最为普遍，并且安全、简便，也易掌握。 

 

  按摩法采精，需要 3 人合作完成。1 人是主要采精者，另 2 人是助手， 负责公火鸡匠

保定和掌握集精杯收集精液。采精者坐在一条长木凳上（凳子长约 1.2 米、宽 0.35 米、高

0.4 米），两腿跨骑在木凳的两侧。凳面用软布或麻袋之类的柔软物包紧，以防擦伤火鸡胸部

皮肤。采精者和保定者分别抓住公火鸡的腰部和双腿将其胸部放到木凳上，两腿自然下垂。

待公火鸡固定后，采精者用左手托起公火鸡尾根部，右手轻轻按摩尾部，两手合作 3～4 次，

然后右手从背部向尾根部推动按摩数次，这时公火鸡的生殖突起有节奏地用力向外突出。此

时，采精者右手拇指和其他 4 指分开卡住肛门环两侧，形成一个压挤动作，左手放在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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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腹部使其形成反射性勃起，精液就沿着两侧生殖褶中间的纵沟排出，此时应迅速将精液

收集到集精杯中。 

 

  C、母火鸡的输精 

 

  1、母火鸡的输精准备： 

 

  在输精前，将一定量的精液分装在每支输精管中， 内装 0.025～0.03 毫升精液，或直接

用玻璃吸管将精液注入母火鸡阴道内， 也可取得同样效果。 

 

  如果用有刻度的玻璃吸管输精时，需要两人合作。翻肛者用右手倒提母火鸡双脚（胫部），

头向下，尾向上，胸部向里夹在翻肛者的双膝之间，并用左腿对母火鸡左腹部施加一定的压

力，使泄殖腔张开，使左侧上方的输卵管口翻出。 

 

  2、输精深度： 

 

  母火鸡阴道部有一长约 8～10 厘米的“V”字形弯曲， 而且子宫与阴道联合处又月较

强的括约肌。所以，在生产中应采用输卵管浅部输精方法，以 2 厘米深度为宜，即可收到很

好的效果。 

 

  3、输精量与输精次数： 

 

  输精量与输精次数应根据精液品质而定。精子活力高、密度大，输精量可以少些，可稀

释后输精。若用原精液输精，则其用量为 0.025 毫升，但生产中实际输精量一般都超过 0.025

毫升。火鸡精液的精子密度较高， 一般每毫升精液精子数达 70 亿～80 亿，因此每次输入

有效精子数大约为 7000 万～9000 万或 1 亿。 

 

  当火鸡群产蛋率达 5％时，开始第 1 次输精，之后第 4 天进行第 2 次输精，以后每周输

精 1 次。随着火鸡年龄的增长，产蛋量、受精率均随之下降， 因此在母火鸡产蛋后期（产

蛋 18 周以后），应增加输精次数，以保持较高的受精率。 

 

  4、输精时间： 

 

  母火鸡输精时间应在产蛋后进行，即下午 3～4 点。试验证明， 给输卵管内有硬壳蛋的

母火鸡输精，受精率低。 

 

  育雏期的饲养管理 

 

  (1)饮水：雏火鸡接来育雏室后，应立即给予清洁卫生的饮水。1～3 日龄， 可将青霉素、

链霉素加入冷开水中，剂量为青霉素 2000 单位/只.日，每日饮 2 次,这对预防雏火鸡的葡萄

球菌病和白痢病效果都很好。饮水器或水槽数量要充足，分布均匀，高度适中，便于雏火鸡

应用。 

 

  (2)开食：据各地的实践经验，第 1 次喂食的适宜时间为出壳后的 12～24 小时。开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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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应新鲜，颗粒大小适中，易于啄食，营养丰富，易消化，常用的有玉米屑、小米、碎米，

以 1～2 天后改喂配合饲粮。雏火鸡喜食洋葱、蒜苗、莴苣、韭菜等辛辣食物，可将其切细

后取少量拌入饲料内，训练雏火鸡啄食，这类饲料中含有雏火鸡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微量元素

钛。 

 

  上海农学院饲养大型尼古拉斯火鸡，每只雏火鸡 1～8 周龄平均耗料 5.41 公斤，饲料转

化率 2.04:1。但是实际耗料量与雏火鸡出壳季节、饲粮能量水平、食槽结构、喂料方法和火

鸡群健康状态等有关系。 

 

  开食采用浅平食槽，或将饲料撒在已消过毒的纸上，育雏室内应有一定的光照亮度和温

度，便于采食。 

 

  (3)通风：雏火鸡新陈代谢特别旺盛，呼吸快，因此室内空气必须新鲜。 室内的粪便、

垫料因潮湿腐烂，常会散发出大量有害气体，污染空气，对雏火鸡生长发育极为不利。当室

内二氧化碳浓度达 7％～8％时，会引起雏火鸡窒息。雏火鸡对氨较敏感，室内含氨浓度不

应高于 2×10-5，否则会降低抗病能力，发生呼吸道疾病。硫化氢毒性较大，浓度不应超过

1×10-5。 

 

  育成期的饲养管理 

 

  育成期大致指 9～30 周龄（开产前）这段时期， 其饲养管理将决定火鸡性成熟后的体

质、产蛋状况和种用价值。 

 

  1、育成期火鸡的营养特点：根据育成期火鸡的发育特点， 饲粮中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

要相应减少，尤其是饲粮中粗蛋白质水平应随火鸡的体重增加而减少，但火鸡的采食量随日

龄增加而递增。因此，日粮中应降低代谢能水平，以防体内大量沉积脂肪而过肥。 

 

  2、限制饲养：采取隔日饲喂的方法效果较好。即把 2 天的饲料量合并成 1 天饲喂。由

于饲料量多，每只火鸡都有采食的机会，使火鸡群生长发育较均匀，体重差异小，但停料日

不能断水。在生产实践中，测定火鸡群发育均匀度，是以火鸡群中 80％个体体重达到全群

平均体重±10％为标准。 

 

  3、添加微量元素：火鸡育成期，常见有火鸡踝关节肿大，脚爪生长异常、 瘫脚、拐脚、

肌腱滑脱、羽毛蓬乱、无光泽等症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饲料品种单一，特别是缺乏动物性

蛋白质饲料和微量元素及维生素；或者是饲粮配合不当，营养成分含量不平衡；或者是饲料

管理不善，营养成分受到破坏等。另外有些病毒、细菌也直接侵害关节部位，要注意区别对

待。 

 

  种火鸡的饲养管理 

 

  1)种母火鸡的饲养管理。 

 

  开产前的准备工作：火鸡开产日龄一般为 30 周龄，各品种开产日龄略有差异。母火鸡

开产前应再次选择留种，配备足够的产蛋箱，提前 10 天左右将产蛋箱放置在火鸡舍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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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火鸡在 28～29 周龄可酌情限制饲养，并开始提高饲粮中能量、粗蛋白质、钙和磷、多种

维生素、微量元素添加剂的含量。 

 

  ②产蛋高峰期饲养管理要点：火鸡开产后每周产蛋率成倍增长。如上海农学院火鸡场饲

养尼古拉斯种火鸡开产日龄为 229±0.43 天，产蛋 22 周与 30 周平均产蛋量分别为 74 个和

90 个，于 38 周龄达产蛋高峰。因此自开产至产蛋高峰要饲喂营养完善而品质优良的饲粮，

并保持饲粮中各种营养成分与配合比例的稳定。同时要保持环境安静和并有适宜的小气候，

使种火鸡达到应有的产蛋高峰。必须尽力创造条件，保持火鸡群的健康与高产、稳产，延长

产蛋高峰的持续时间。 

 

  ③日常管理：首先做好后产记录是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记录内容包括产蛋量、蛋

重、体重、存活率、死亡与淘汰数、饲料消耗等。管理人员要经常检查实际生产记录，发现

问题及时修正。其次经常观察鸡群，是为了了解火鸡群的健康与采食情况，隔检病火鸡、停

产火鸡，及时淘汰或醒抱，达到提高全年产蛋量和饲料转化率、预防疾病和降低死亡率的目

的。还要保持良好而稳定的环境条件，保持环境安静，正确使用光照，火鸡舍内温度、通见

应符合要求。一般 4～5 只母火鸡要配置 1 只产蛋箱， 产蛋箱内的垫料应柔软舒适，并经常

更换。最后要严格按照防疫制度要求进行各项目常操作，保持环境卫生，食槽、水槽要定期

清洗和消毒，防止饲喂霉变饲料。 

 

  2)种公火鸡的特殊管理： 

 

  雏火鸡 1～2 日龄时应剪去头顶上的肉锥， 以防成年后影响视力和采食。9～10 日龄时

实行断喙。种火鸡公母比例， 实行人工授精的可按 1:15～1:20 选留。 

 

  公火鸡的选择应在育成阶段开始，即人 16～18 周龄开始对生长发育、增重、外貌等性

状进行选择。如尼古拉斯公火鸡外貌上选留的标准是：体重在群体平均值以上，体型匀称，

头宽广，大小适中，颈直、胸宽而深，背宽平，胸骨直，腿健壮而结实，脚趾平直无弯曲，

雄性特征强，行动灵活，反应机敏。待公火鸡达性成熟后（30 周龄左右），再根据精液的质

和量进行综合评定。 

 

成年火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1．建造舍栏 由于火鸡怕潮湿，火鸡舍宜建在高燥向阳处，要求冬天能防寒保暖，夏季通

风阴凉。舍内要设竹棚架，让火鸡栖息。也可用新鲜刨花或禾草垫栏，防止火鸡胸脚受潮发

病。 

  2．饲养管理 雌火鸡 8 周龄，雄火鸡 10 周龄时进入育成期。这个饲养阶段，饲料能量

水平要适当提高，以植物性饲料为主，多喂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谷物饲料，应适当降低

蛋白质水平(一般降至 15％～18％)。成年火鸡可喂饲配合饲料，如无条件供给较高的标准饲

料，也可喂些青菜拌粗糠，但火鸡生长发育较慢，尤其要喂火鸡喜欢吃的葱、大蒜和韭菜等

具有辛辣味的特殊饲料，可以增加食欲、防止疾病。有草地放牧条件的，也可在白天放牧、

晚上补饲。如舍饲圈养的，每天喂 3～4 次，并按饲料量加喂 1％一 2％砂砾，以帮助肌胃消

化食物，也要每天放到舍外活动 1～2 小时。由于火鸡有群居和胆小易受惊吓的习性，应采

取以群鸡放牧为主，放牧和喂食时应保持环境安静，以免发生骚动而影响采食和产蛋。同时

养鸡技术大全  北洲养鸡网  www.moeeom.com 



 

要供给足够的清洁饮水，和充足的光照。火鸡舍要定期消毒，并要求保持舍栏的清洁卫生，

排出的粪便必须随时清除干净。 

 

火鸡痘的诊断及预防 

火鸡痘是由火鸡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1．发病特点 不同年龄、性别和品种的火鸡都可感染。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一般为创伤

感染，或由库蚊、伊蚊外源性传播。火鸡发病常见于夏季上市的数天或数周，也可在配种期。

拥挤、通风不良、阴暗、潮湿、体表寄生虫、维生素缺乏和饲养管理恶劣可使病情加重。该

病传播较慢。 

2.临床病状 潜伏期为 4~10 天。鸡痘的最初变化是在肉垂、头瘤和头的其他部位出现细小的

带黄色的疹决，这些疹块很软。口角、口腔黏膜、眼睑有时受害，腿有时出现脓疤。口部、

舌、食道以及偶尔波及嗉囊有黄色白喉性溃疡团。病重的小火鸡精神萎靡，食欲消失，体重

减轻。产蛋火鸡产蛋减少或停止。该病分为皮肤型和白喉型。皮肤型常见于冠、肉髯、啄角、

眼睑和身体其他无羽毛部位，起初出现细薄的灰色麸皮状覆盖物，迅速长出结节，以后逐渐

增大如豌豆，表面凹凸不平，有时结节数量很多，互相连接融合，产生大的痘痴，以致使眼

缝完全闭合。白喉型可在口腔、食道或气管黏膜见到溃疡或白喉样黄白色痘疹(假膜)，病变

出现于气管和喉部时，引起呼吸和吞咽困难，甚至窒息死亡。 

3．防治方法 用 1%高锰酸钾溶液洗涤患处，再涂龙胆紫、5%碘酊。口腔内的病灶可用镊子

小心除去假膜后，用高锰酸钾溶液冲洗，再涂碘酊、碘甘油。 

接种鸡痘鹌鹑化弱毒苗疫苗可预防本病发生。接种部位以腿的中部为宜， 2~3 月龄、产蛋

前及产蛋中分别进行 3 次接种。必要时，1 日龄火鸡雏也可接种。要根据火鸡不同的年龄，

先将鸡痘鹌鹑化弱毒苗疫苗适当稀释，稀释的浓度分别为 1~15日龄雏火鸡为 1:200倍，15~60

日龄幼火鸡为 1:100 倍，2~4 月龄的火鸡为 1:50 倍。接种时用清洁的蘸水笔尖蘸取疫苗刺种

于翅膀内侧无血管处，免疫期 5 个月。雏火鸡接种鸡痘鹌鹑化弱毒苗如反应较重，可采用鸽

痘病毒疫苗免疫，保护期为 3~4 个月。 蒲银汤治疗火鸡痘病无论是口服或洗涤，痘疹都能

较快消失。蒲银汤配方为：蒲公英 30 克、金银花 20 克、连翘 15 克、薄荷少许为引，加入

水 800 毫升，煎成 400 毫升汁用作口服、饮水或洗涤。每只鸡每次口服 20 毫升，每日 2 次。

在治疗中，未见蒲银汤对鸡的不良影响，试验鸡均渐有明显的降温、增食、精神好转等表现。

在治疗中，病鸡舍要通风、清洁、干燥，并要消毒，同时改善饲养管理，给予新鲜、柔软、

富含维生素的饲料。 

 

火鸡新城疫的诊治 

　 某火鸡场养有种火鸡 55 只，其中母火鸡 45 只，公火鸡 10 只，公母火鸡分群饲养，该母

火鸡群发现发病，两天死亡 12 只，发病急，病程短，死亡快。此次发病共死亡母火鸡 20

只。发病前该火鸡群健康活泼，按时接种疫苗，并分两批接种过一次新城疫Ⅰ系疫苗。现将

发病经过报告如下。　 

 

1 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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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员首先发现该火鸡群食欲明显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发现有两只母火鸡行动迟缓，精

神沉郁，迅速将其隔离并肌肉注射普杀平(恩诺沙星注射液)，整群鸡立即给予恩诺沙星水溶

液饮水。第二天上午，发现死亡母火鸡 4 只，整群火鸡表现食欲不振，精神沉郁，缩颈，翅

下垂，行动迟缓，反应迟钝，并有黄白色稀粪，给予维生素 C 加抗生素饮水，饲料中拌球

虫宁、禽炎康、禽泰克，其中 3 只较严重的加服敌菌净片剂。抗生素治疗无效。下午又有 2

只死亡，火鸡群中开始出现绿色稀粪。第三天上午又死亡 6 只，发病火鸡增多，火鸡群精神

更差，绿色稀粪增多。　 

 

2 剖检病变  

 

共剖检病死火鸡 12 只。喉头、气管出血 1/12 只，心肌、心冠脂肪、肌胃外脂肪有细小出血

点 8/12 只，胸腔心侧内膜上有出血点 4/12 只，心肌有条纹状出血 1/12 只，腺胃乳头点状出

血 5/12 只，肌胃条纹状出血 2/12 只，肝脏边缘有坏死块 1/12 只，肠腔出血 2/12 只，盲肠

扁桃体均表现正常。 

 

3 诊断及处理 

 

发病火鸡主要表现为败血症死亡，临床及病变均有新城疫症状。抽取了 5 只火鸡血样送浙农

大进行了新城疫抗体的检测。其中 1 只正常公火鸡，2 只看似正常母火鸡，2 只明显发病母

火鸡。检测结果 log2 平均值在 5 以下。而种鸡新城疫抗体一般要求≥6，而该批火鸡新城疫

抗体水平偏低，有感染新城疫病毒可能。　 

 

当日下午，立即对正常的公火鸡 10 只进行了新城疫Ⅰ系苗免疫接种，每只 10 羽份。挑选看

似正常的 19 只母火鸡经消毒后进另一消毒鸡舍饲养，并免疫接种新城疫Ⅰ系苗，每只 10

羽份。对病情严重的 5 只母火鸡放弃治疗，深埋处理，对症状轻微的 9 只母火鸡进消毒隔离

舍隔离，进行每日两次的新城疫抗体血清注射治疗，并对鸡舍每日两次消毒。原病鸡舍及周

围场地彻底消毒。　 

 

免疫接种新城疫苗后的公火鸡及母火鸡均未再发病，血清注射治疗的 9 只病火鸡治愈了 5

只。半个月后，对治愈的 5 只母火鸡及时进行了补免新城疫Ⅰ系苗，每只 10 羽份。　 

 

4 小结及分析 

 

此次火鸡新城疫急性暴发是在接种新城疫Ⅰ系苗 3～4 个月后，由于轻信新城疫Ⅰ系苗免疫

期有半年以上，故引起误诊延误了 2 天时间，不过由于事后处置得当，未造成更大损失。从

抗体检测情况来看，在易感火鸡场，种火鸡的新城疫Ⅰ系苗免疫保护期只有 3 个月。自从此

次发病后，该场调整免疫程序，对种火鸡的新城疫Ⅰ系苗免疫每隔 2.5～3 个月进行 1 次，

两年来未再发生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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