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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提高种蛋孵化率- 

 

 

种蛋孵化率的高低一直是种鸡场和孵化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它直接关系着种鸡场和孵化场

的经济效益。概括地说,孵化不良 

 

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种鸡饲养管理不当、种蛋保存不好和孵化条件不合适。因此,要提高种蛋

孵化率，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种鸡的饲养管理供给种鸡全价配合饲料，一定要严格按照种鸡的饲养标准进行饲养，

保证种鸡有足够的营养供应。不 

 

但要满足种鸡对能量、蛋白质的需要,还要注意矿物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合理供给,因为

全价的营养供给是提高种蛋孵化率 

 

的物质基础。  

 

二、科学管理，给种鸡生长、发育、产蛋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采用适当的饲养管理方式，

重视鸡病的防治，严格履行防疫程 

 

序，防止疾病的发生。使用正确的配种方法,严格公母鸡的配种比例，保证种公鸡有旺盛的

繁殖力，从根本上提高种蛋的受精 

 

率，从而提高种蛋的孵化效果。  

 

三、严格种蛋的选择、保存运输与消毒种蛋的选择种蛋应来自生产性能高、无经蛋传播的疾

病、受精率高、饲喂营养全面的饲 

 

料、管理良好的种鸡群,受精率达到该鸡种要求,一般褐壳蛋受精率要在 85%~90%以上，白壳

蛋受精率要在 92%~98%以上，蛋壳质 

 

地均匀。过簿、壳面粗糙的“沙皮蛋”和过厚坚硬的“钢皮蛋”等都不能作为种蛋孵化。蛋

重应符合本品种的要求，蛋形为卵 

 

圆形，蛋形指数 好为 0.74。一般开产 初 2 周~3 周的蛋、过大过小的蛋及畸形蛋不宜孵

化。种蛋的壳面要清洁、无裂缝,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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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该鸡种标准要求。粘污了粪便、血液、蛋液的蛋以及裂缝蛋，在孵化过程中可造成胚胎

死亡，导致孵化率降低和雏鸡质量 

 

下降。  

 

四、种蛋的保存和运输即使来自优良种鸡又经过严格挑选的种蛋，如果保存不当，也会导致

孵化率下降，造成无法孵化的后果 

 

。为保证种蛋保存的适宜温度和湿度，种蛋应保存在专用的库房里，其要求是：隔热性能好

（防冻、防热），清洁卫生，空气 

 

新鲜，无异味，防尘沙，杜绝蚊蝇和老鼠，不让阳光直射和穿堂风直接吹到种蛋上。蛋库还

应另设隔间,以便于种蛋的接收、 

 

清点、分级、装箱等。蛋库里的温度 好在 13℃~18℃,保存时间短则采用上限，时间长则采

用下限。蛋库湿度以 75%~80%为宜 

 

，湿度过小蛋内水分易蒸发,湿度过大易发霉。种蛋保存的时间不能过长，一般产后 7 天内

合适,3 天~5 天孵化效果 好。种蛋 

 

保存时间超过一周时,保存期间每天转蛋 1 次~2 次或将蛋的钝端朝下放置,使蛋黄位于中心,

防止胚胎与蛋壳粘连，影响孵化效果 

 

。种蛋运输时,事先注意种蛋钝端向上，包装完善,轻搬轻放，以免震动破损。  

 

五、种蛋的消毒因为很多疾病可通过种蛋直接传播,所以种蛋消毒是提高种蛋品质的有效措

施。刚产出的蛋已被泄殖腔内细菌 

 

所污染,并且细菌分布在蛋壳表面,种蛋污染会影响孵化率并造成疾病的传播。因此,一要及时

捡蛋,每天捡蛋 4 次~6 次；二是及 

 

时对种蛋进行消毒,每个种鸡舍 好设消毒室,种蛋收集后马上消毒保存,否则 30 分钟后细菌

即可通过气孔进入蛋内,这时再进行 

 

表面消毒已无效。  

 

六、消毒的种蛋经储存和运输后也有再被污染的可能,所以在孵化前一定要再次进行消毒。

常用的消毒方法是甲醛熏蒸法:按 

 

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 14 克、福尔马林 28 毫升,温度 20℃~26℃,相对湿度 60%~75%,熏蒸

20 分钟~30 分钟。也可用消毒液清洗消 

 

毒,消毒种蛋时，每立方米用含 16%的过氧乙酸溶液 40 毫升~60 毫升，加高锰酸钾 4 克~6 克，

熏蒸 15 分钟。但须注意它遇热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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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低温下保存。  

 

七、创造适宜的孵化条件孵化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孵化的效果，孵化应掌握好外界条件，

即温度、湿度、通风、翻蛋、凉蛋 

 

、照蛋、移盘和卫生等， 适宜的孵化条件，是获得较高孵化率和优良雏鸡的外部条件。  

 

八、温度温度是孵化 重要的条件，是决定孵化成功与否的关键。胚胎发育要有一定的温度，

只有保证胚胎正常发育所需的适 

 

宜温度，才能获得高的孵化率。孵化室的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20℃~25℃。鸡孵化比较适宜的

温度 1 天~6 天 37.8℃，7 天~12 天 37.5 

 

℃，13 天~18 天 37.2℃，20 天~21 天 37℃左右。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影响胚胎的发育，严

重时会造成胚胎死亡。胚胎发育阶段不 

 

同，对外界温度的要求也不同。孵化初期，由于胚胎刚发育，自身产生的体热很少，自身调

节温度的能力差，此期孵化的温度 

 

要稍高些；孵化中期，胚胎发育逐步加快，自身调节温度的能力增强，孵化温度应保持恒定；

孵化后期，胚胎自身产生大量的 

 

体热，要把胚蛋转到出雏机内等待小鸡出壳，这时的温度要稍低些，出雏机温度要比孵化机

内温度低 1℃左右(即 36.5℃~37℃) 

 

。  

 

九、湿度湿度对鸡胚胎发育也有很大作用，也是孵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般要求达到

40%~70%。鸡孵化相对湿度，在孵化初期 

 

(1 天~7 天)，胚胎需形成羊水、尿囊液，湿度要求高些，为 50%~60%；孵化中期(8 天~18

天)，因胚胎的羊水、尿囊液需排出，相 

 

对湿度要求低些，为 50%~55%；孵化后期(19 天~21 天)，小鸡即将出壳，为防止雏鸡绒毛

与蛋壳膜粘连，应给予较高的相对湿度 

 

，一般可提高到 70%~75%。孵化室、出雏室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65%~75%。  

 

十、通风由于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为保持胚胎的正常气体

代谢，必须供给充足的新鲜空气。 

 

因此，通风换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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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翻蛋翻蛋的目的在于改变胚胎方位，防止粘连，促进羊膜运动。人工孵化时，一般每

2 小时翻蛋 1 次，翻蛋的角度以水平 

 

位置前俯后仰 45 度为宜。孵化满 18 天移入出雏机后即可停止翻蛋。  

 

十二、凉蛋凉蛋是指种蛋孵化到一定时间，关闭电热甚至将孵化器门打开，让胚蛋温度下降

的一种操作程序，其目的是驱散孵 

 

化器内余热，让胚胎得到更多的新鲜空气。一般凉蛋和照蛋同时进行，如孵化条件在适宜的

范围内可不必凉蛋。  

 

十三、照蛋照蛋的目的在于观察胚胎发育是否正常，如发现不正常，可及时调整孵化条件，

以便获得良好的孵化效果。一般进 

 

行 3 次，第一次在入孵 5 天~6 天时进行，将无精蛋、死精蛋以及裂纹蛋捡出，登记入表，

计算出受精率并反馈到种鸡场；第二次 

 

在 11 天左右时，主要将中途死胚蛋捡出，以免孵化时变质炸裂；第三次一般在移盘时，一

边落盘一边验蛋，剔出后期死胚蛋。  

 

十四、移盘（落盘）鸡胚孵化到 18 天时，将胚蛋从孵化机移入出雏机。移盘时，如有条件

应适当提高室温，动作要轻、稳、快 

 

，尽量减少碰破胚蛋。 上层出雏盘用丝网罩住，以防出雏时雏鸡窜出。  

 

十五、出雏鸡蛋鸡出雏的高峰在 20 天加 10 小时，在 1/3 雏鸡出壳后每立方米用福尔马林 20

毫升~30 毫升加温水 40 毫升，置于出雏 

 

器底部，使其自然挥发对雏鸡熏蒸消毒。雏鸡全部出壳并且有 95%的雏鸡绒毛已干时立即

出雏。  

 

十六、加强卫生和消毒工作孵化室的工艺流程，必须严格遵循“种蛋、种蛋消毒、种蛋储存、

种蛋处置（分级、码盘等）、孵 

 

化、移盘、出雏、雏鸡处置（分级、鉴别、预防接种等）、雏鸡存放、发送雏鸡”的单向流

程不得逆转的原则。以减少和避免 

 

疾病感染，孵化室地面、墙壁、孵化设备和空气的清洁卫生非常重要，应定期认真冲洗、消

毒。  

    

总之，种蛋孵化率的提高依赖于种鸡场和孵化厂的共同努力，只有在加强管理并且严格每一

步关键性环节的前提下，才能取得 

 

孵化生产的稳产高产， 终为客户提供优质健康的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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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蛋鸡夏季高产技术 

  近几年来随着罗曼、海兰和海赛等优良品种生产性能的不断提高(入舍母鸡 78 周产蛋量

20 公斤以上)其对环境、管理、营养 

 

和疫病防治方面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现正直夏季,如何使鸡群适时开产,并能维持一个好

的产蛋高峰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做起:  

  一、加强通风换气降低舍内温度  

  "通风换气是个宝,任何药物替不了"通风不良乃百病之根源。加强通风不但能提供给鸡

群充足的氧气，还能将有害气体排 

 

出舍外。从而减少呼吸道病的发生机会。当舍内气温降低后,由于鸡的饮水量接近正常从而

避免了鸡通过过量饮水来散热,消化 

 

液被冲淡,影响消化功能和鸡粪过稀不利清除的不良影响。加强通风可靠安装换气扇和吊扇,

有条件者可采取纵向通风效果更好 

 

,当洒水降温时，一定要结合通风措施,否则会造成高温高湿环境对鸡群更为不利。及时清理

舍内鸡粪,杜绝饲料的污染和霉变 

 

也是很重要的。  

  二、?供给足够的营养和饮水  

  饲养指南中标出的采食量是鸡群在正常室温下进行的。当鸡舍温度超过 30℃时,鸡的采

食量要减少 10%以上,比如鸡的全价 

 

料中含粗蛋白 17%,当少吃 10%时,相当于提供给鸡群一种 15.3%粗蛋白的饲料,同时代谢能、

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和钙磷等 

 

营养物质的摄入量都要相应减少,这会使鸡群的开产体重和高峰体重达不到标准而造成开产

晚,蛋重小,高峰不理想,没有产蛋后 

 

劲,脱毛现象严重,免疫功能降低,易爆发各类疫病。  

  炎热的夏季饲料中蛋白质水平固然重要,然而能量更不容忽视，因为能量决定产蛋率。

能量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蛋白 

 

质的浪费,有时还会出现痛风，尿酸盐中毒等症状的发生。饲料中粗蛋白达到 18%比较容易,

单靠玉米使代谢能达到 2800 大卡/公 

 

斤以上确是不现实的。在山东龙口蓬莱等养鸡水平高的地区的做法是把饲料中麸皮去掉,加

入 2%花生油, 好添加 2%的高能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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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油脂,即降低成本，又能实现蛋白质与能量的平衡。夏季产蛋高峰仍不低于 6 个月,好的

鸡群 8 个月以上。?增加饲喂次数,改 

 

变喂料时间。应抓好早晨和傍晚两个采食高峰,夜间 12 点增加 1 次,饮水中经常加入维歧丽宝,

饲料中添加千分之二益酶丽维。喜 

 

欢用各种预混料的养鸡户,可把添加量增加 10%。对增加营养,减轻热应激,提高饲料转化率和

延长高峰期至关重要.夏季鸡群是 

 

靠增加饮水和排尿次数来散发体内热量的,不可避免地造成鸡粪稀薄,这要先靠加强通风降低

舍温和调整饲料配方来调节饮水量 

 

,万万不能人为限水,否则会影响蛋壳品质,蛋重和产蛋量。  

  三、及时防控新母鸡病的发生?   

  新母鸡病是近几年来我国蛋鸡生产中 为突出的条件病之一,给养鸡业带来很大损失。

刚开产的鸡群当产蛋率超过 20%时陆 

 

续爆发，该病一年四季均能发生,冬夏尤为严重。  

  发病原因：  

  1.血氧太低。当夏季室内外温差太小或通风不良时造成血氧含量过低。  

  2.呼吸性碱中毒。当鸡群靠呼吸排热的同时造成大量 CO2 流失，导致体内 PH 值上升，

碱性偏高中毒。  

  3?血液粘稠度增高。鸡舍夜间关灯后鸡群要继续排尿散热，血液水分迅速减少而粘稠，

心力衰竭而死。  

  4?营养不足。主要是饲料配方不合理和采食量减少所致。  

  5?热应激造成体温升高。由于新母鸡羽毛丰厚，晚间活动量减少，热量不易散出，凌晨

1-2 点为死亡高峰。  

  临床症状：该病症状分为急慢性两种：  

  1、急性病鸡往往突然死亡，开产后当鸡群产蛋率达到 20-80%时死亡 多，在表面健康

产蛋较好的鸡群白天拣不出死鸡， 

 

但第二天早晨可见鸡死在笼中，越是高产鸡群发病率越高，死鸡冠尖发紫，肛门外翻，体重

膘份很好，剖检可见肝脏质脆淤血 

 

，肺淤血，肠黑色，卵黄膜充血。输卵管内有时存一个软壳或硬壳蛋。因病鸡有消化道症状，

腺胃糜烂和卵黄充血破裂等现象 

 

，故往往被误认为大肠肝菌，新城疫和流感病等。  

  2、慢性病鸡肌肉神经麻痹导致瘫痪或偏瘫。病鸡拿出笼外饲养 1-3 天转好，鸡群发病

严重时全群产蛋率下降 10%以上，（ 

 

如与其他病混合感染时产蛋下幅度会更大）蛋壳品质下降，经治疗后，2-3 周能恢复。  

  防治措施：  

  饮水中加入冰鸡灵+泻痢快克，冰鸡灵是防治新母鸡病为 为有效的方法，因为冰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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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增加血氧含水量、中和体内碱 

 

性、刺激鸡群的采食饮水量、降低体温和缓解热应激等功能，是一般的抗热应激药品所不能

比拟的。泻痢快克主要用于修复肠 

 

粘膜，治疗肠道疾病及退烧之用。另外，饮水中要加入维歧丽宝，饲料中添加益酶丽维，夜

间 12 点开灯半小时，加水加料增加 

 

鸡群活动量，及时挑出病鸡。通过以上措施基本上能控制病情不死鸡，效果十分明显。  

  总而言之，提高蛋鸡夏季生产性能，关键在于改变思想观念。  

提高种蛋孵化率的几点关键措施 

    与家畜相比，家禽的繁殖过程更为复杂：家禽胚胎的发育是从体内开始而又在体外

完成的，前一阶段依赖母禽体内环 

 

境条件，后一阶段胚胎完成发育则依赖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条件。家禽的人工孵化即是创造

这样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条件，它 

 

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品质优良的种蛋是取得良好孵化效果的内在和首要前提，

而合适的温度、湿度、通风、翻蛋 

 

和良好的卫生防疫管理则是家禽胚胎正常发育所必备的外在环境条件。因此，要提高种蛋孵

化率，就必须搞好种禽的饲养管理 

 

和繁育工作，加强种蛋管理，保证合适的孵化条件。 

  1 提高种蛋的受精率 

  1.1 饲养优良种禽 

  以鸡为例，现代商品鸡品种多是以现代遗传学、育种学为基础，经过复杂的三系、四系

甚至五系配套繁育而成，并且为长 

 

期的生产实践所证明。一个高产品种的育成来之不易，它所具有的深厚遗传学基础决定了非

原种鸡场的定期（一个产蛋周期） 

 

引进更新鸡群的必要性，也是现代鸡场进行合理分工和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前提。实际生产中

常会出现祖代、父母代甚至商品代 

 

鸡场自行留种的现象，实践证明这样做得不偿失：后代鸡群生产性能急剧下降，遗传分离现

象严重。因此，适时和定期引进更 

 

新种鸡是保证生产高效的基础，也是提高种蛋孵化率和雏鸡健康水平的生物学基础。 

  1.2 加强种鸡饲养管理，提高种蛋合格率 

  1.2.1 加强种鸡育雏育成期管理，保证种鸡开产质量：1～14 周龄为种鸡的育雏育成期，

虽只占种鸡整个饲养周期的 1/5 左 

 

右时间，但却是种鸡产蛋期稳定高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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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适的温度、湿度和通风。进雏前应对育雏舍进行预热；1～2 日龄时舍温为 34～

35℃，相对湿度以 60%为宜，以后逐 

 

渐降温，至一周龄时为 28℃。应尽量避免舍温在一天内上下起伏 6℃或更多，以防止诱发传

染性法氏囊病和呼吸道病。通风的 

 

原则是保证鸡群温暖的前提下适宜进行，以提供充足的氧气，降低舍内氨气等刺激性气体和

水蒸汽浓度；如是秋冬等寒冷季节 

 

，通风宜选在晴天的中午进行，以免舍温降低过快而产生应激。 

  （2）合适的光照制度。光照对鸡的刺激主要是通过视神经达于下丘脑，下丘脑分泌促

性腺素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前叶， 

 

引起卵泡雌激素和排卵激素的分泌，使卵泡发育和排卵，并产生雌激素，引起母鸡输卵管发

育并具备生殖功能。因此，加强对 

 

种鸡育雏育成期光照制度的管理，使其在合适的时期达到性成熟，对于确保种鸡开产后迅速

达到产蛋高峰和延长产蛋高峰持续 

 

时间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说来，蛋种鸡育雏育成期光照程序为：1～2 日龄 24h，3～7 日龄

13h，从 2～11 周龄每周减少半小时光 

 

照，12～19 周龄为 8h。 

  （3）适时断喙。经过多年实践和研究，我们认为断喙 佳时期是 20 日龄左右，太早不

易控制质量，青年期还要进行二次 

 

修喙，增加了应激；太晚则喙质较硬，断喙时难操作，损伤还大。断喙时间一般每只鸡为

2.5g 左右，太快则止血不完全。断喙 

 

长度以切去上喙的 1/2，下喙的 1/3，使上下喙对齐或下喙略长为宜，这样有利于鸡以后的

采食和饮水。为了减轻断喙带来的出 

 

血和应激，在断喙前后几天内应在饲料中多量添加复合维生素，尤其是 VC 和 VK；断喙后

料盘中的饲料要有一定厚度，以利雏鸡 

 

采食。 

  （4）体重控制。体重是一项重要的综合性指标，要获得好的生产成绩，种鸡一生的体

重管理相当重要，因为体重控制的 

 

好坏与表现的生产性能关系密切。好的育雏育成期体重预示着好的生产性能，而育雏育成期

的任何问题都会体现在体重上。因 

 

此蛋鸡育雏育成期的体重控制对于产蛋期体重和稳产高产作用关键。 

  平均体重是一项基本指标，要求是达标，既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由于饲养条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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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期频繁的免疫应激，许多鸡场 

 

雏鸡的早期体重达不到品种标准，但一般要求在 6～8 周龄时达到要求， 迟不超过 10 周龄。

当 8 周龄体重达不到要求时，可适 

 

当延长育雏料的使用时间。因为育雏期一般不会严重超重，所以应敞开饲喂。育雏期体重达

到要求后，为保证开产时鸡体有一 

 

个良好的体质，整个育雏期应将体重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应根据体重情况掌握适当的饲喂

方式，体重过轻时可增加饲料的数 

 

量或改善饲料的质量，体重过重时可减缓饲料量的增加速度，但不宜减少饲喂量。育成期可

适当限喂，特别是商品代鸡，在饲 

 

料质量稳定的前提下，可采用限制饲养的方法。育成期体重的增长应按生长曲线逐步增长，

千万不能限制前期体重而在后期快 

 

速增长，否则将在开产期甚至整个产蛋期产生严重的问题。 

  体重的一致性是另一项重要指标，一般用体重的平均数上下 10%以内的鸡数占称重总

鸡数的百分比表示（为计算方便也可 

 

用标准差或变异系数）。体重的一致性对于蛋鸡来说有时比平均体重更为重要，因为体重一

致性差时表面上平均体重达到了要 

 

求，但可能有许多鸡过重许多鸡却过轻。体重的一致性一般要求在 80%以上。同平均体重

一样，早期就应注意体重的一致性， 

 

因为一方面早期的一致性对后期的一致性有较大的影响，早期不注意一致性，随着鸡龄的增

长，一致性会越来越差；另一方面 

 

，如果早期不注意一致性，到后期纠正时，会使大部分鸡的生长规律受到影响。体重的一致

性差与饲养拥挤、疾病、断喙不当 

 

或营养摄入不当有关。育雏育成期发现体重一致性低于 80%甚至低于 70%时，应查明原因

及时处理。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问题， 

 

除了针对问题处理外，应迅速采用分群饲养的方法，即大、中、小的鸡分开饲养，采用不同

的饲喂制度，并且在以后的饲养过 

 

程中不断调整鸡群，对于需采取分群饲养的鸡群来说，分群的时间越早越好。 

  称重的要求。称重的时间 好在清晨，若安排在下午则应尽量晚一点，且不宜在无光照

的晚上再开灯称重。对于饲养状况 

 

良好的鸡群，育雏育成期每两周称重 1 次；对于有问题的鸡群，应增加称重的频次，宜固定

养殖最赚钱  双手努力创造财富 
     http://www.soeeos.com/  



 

在每周龄的 后一天进行。称重的 

 

数量可根据鸡群的大小决定，一般应称取总鸡数的 5%；鸡群较小时称重数应不少于 30 只。

称重的方法 好是随机抽样，但当鸡 

 

群为笼养或小区饲养时，第 1 次随机称取几个笼子或几个小区的全部鸡，以后即固定称这几

个笼子或几个小区；大间饲养的鸡 

 

应按大间为单位分别抽样称重和计算，称重时在鸡舍的一角随机拦住一定数量的鸡，然后逐

个称重，且拦住的鸡无论多少应全 

 

部称完，否则会导致数据的严重偏差。 

  1.2.2 加强种母鸡产蛋期饲养管理，提高种蛋数量和合格率：种鸡产蛋期饲养方式有平

养和笼养两种，但以笼养为好。饮 

 

水方式则以乳头式饮水器为佳，这样能保持饮水的清洁卫生。 

  （1）开产前的管理。开产前后母鸡自身的生理变化极大，包括性成熟和体成熟的变化，

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产蛋高 

 

峰的准时到来和持久的高峰期。一般青年种母鸡在 15 周龄转入产蛋鸡舍，转群时应淘汰发

育不良等残次鸡；转群前后 3d 应在饲 

 

料或饮水中多量添加电解多维，且尽量在夜间进行，并避免同时进行免疫注射等其它应激。

在后备种母鸡进入产蛋期鸡舍后， 

 

应根据鸡群体重、采食、光照计划等调节饲养管理方案，饲料的营养成分也要采用过渡期饲

料配方。 

  开产日龄的选择很重要。多年实践证明，罗曼蛋鸡在 130～140 日龄开产较好，开产后

产蛋率上升速度快，产蛋高峰持续时 

 

间长。 

  （2）产蛋期的饲养管理。要保持高的产蛋率，产蛋期的 佳温度为 15～20℃，理想的

相对湿度是 60%～70%，为此在炎热 

 

的夏季鸡舍内应安装降温系统，如湿帘系统等，可提高炎热季节的产蛋量和降低鸡的死亡率；

冬季低温时则既要保温，又要做 

 

好通风，以提供新鲜空气和排除废气，防止呼吸系统疾病。 

  光照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环境因子。密闭式鸡舍的光照程序为恒定一渐增法：转入产蛋鸡

舍后，根据要求从 18 至 20 周龄开始 

 

增加光照刺激；随着光照时间的增加光照强度也逐渐增强， 后恒定在 20～30 勒克斯为好。

开放式鸡舍应根据当地日照长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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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人工光照， 后光照恒定在每天 16h。 

  饲喂技术。产蛋期一般一天饲喂 1～2 次，自由采食，21 周龄采食量为 100g，以后每周

增加 5g，至 25 周龄后恒定在 120g 左 

 

右；饲料配方则根据产蛋率的差异逐渐更换。喂料时料槽中饲料应分布均匀，且料槽要经常

清扫以防霉变；观察鸡群，及时淘 

 

汰病残鸡和异常鸡；夜间闭灯后注意倾听鸡群发出的声音，尤其是冬季，以防呼吸道疾病的

蔓延。作好生产记录，及时分析产 

 

蛋量异常的原因，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2.3 加强种公鸡饲养管理，提高种蛋受精率：种公鸡体质强健和良好的采精授精技术，

是取得高受精率和高孵化率的重 

 

要前提。 

  （1）种公鸡营养需要。育雏育成期种公鸡的饲料营养水平与同时期的种母鸡近似，只

须通过饲喂量控制：5 周龄前自由采 

 

食，5 周龄后每羽种公鸡投料量应比母鸡多 4～6g，至育成中后期则应根据体重变化决定饲

料饲喂量，19 周龄以后种公鸡投料量 

 

应比种母鸡少 20g 左右。因为繁殖期种公鸡的营养需要量比种母鸡低，实践证明，采用代谢

能 10.9～12.1MJ/kg，粗蛋白 11%～ 

 

12%的饲料对繁殖性能并无不良影响，低蛋白日粮对维持种公鸡的的正常体重反而有利。而

对于采精频繁的种公鸡，则可采用 

 

12%～14%的粗蛋白饲粮，在氨基酸平衡的前提下并不需要添加动物性蛋白饲料。多量添加

维生素，尤其是脂溶性维生素和 VC 等 

 

，如果维生素供给量不足会降低公鸡性活动，减少精液量和降低精液活力。一般种公鸡的维

生素需要量在母鸡需要量的基础上 

 

增加 30%。 

  （2）公母分开饲喂，加强选择。公母分开饲养能明显促进受精率和孵化率的提高，主

要表现在控制公鸡体重方面，这样 

 

可以配制公鸡专用日粮和控制公鸡的饲料量。也有学者（豆彩红）认为，公鸡与母鸡分开而

同养一舍能刺激母鸡性成熟，提早 

 

开产，显著提高产蛋数而不影响蛋重，从而能提供更多的优质雏鸡。 

  在孵化率的全部损失中，无精蛋占孵化总损失的 40%左右，是孵化率低下的第一因素。

这主要发生在种鸡开产后 初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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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和产蛋后期内，在这两个时期正确地管理好种公鸡能将无精蛋降低到 低限度。产蛋早

期的受精率低下主要是由公鸡未达 

 

性成熟引起，为确保种公鸡比母鸡提前或准时性成熟，必须做到：在公鸡生长期维持标准体

重；保持整齐度；公鸡应在 19 周龄 

 

转入产蛋鸡舍并执行 15～16h 的产蛋期光照。而产蛋后期受精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公鸡

死淘率高而导致公鸡数量过少；公 

 

鸡的超重造成有效交配率的下降。解决方法一是控制公鸡体重，降低死淘率；二是提高输精

量和输精频率。 

  在人工授精条件下，优秀的种公鸡在使用前应至少进行 3 次选择：第 1 次在 40 日龄，

挑选健康活泼、发育良好、鸡冠鲜红的 

 

小公鸡；第 2 次在 17～19 周龄种公鸡上笼时选择第二性征好、体格健壮结实的公鸡；第 3

次在 22 周龄采精调教时，淘汰采不出精 

 

液或精液品质差和有缺陷的公鸡，种公鸡留存比例按公母 1∶30～50 并增加 5%～10%的后

备量计算。 

  （3）合理利用。小公鸡出壳后即进行剪冠，可防止成年后鸡冠被挂伤而感染。为防止

打斗，种公鸡应单鸡单笼饲养，并 

 

要严格控制好公鸡的体重。日常饲养中，对种公鸡要限制饲喂，一般是早上喂料，到人工采

精前 3h 吃完，这样既能节省饲料和 

 

控制公鸡体重，又可防止采精时粪便污染精液。 

  合理使用种公鸡能提高和保证整个繁殖产蛋期公鸡的活力，一般要求种公鸡连续采精

3d 休息 1d，母鸡以 5d 输精 1 次，每次 

 

0.025～0.030mL 为宜。 

  1.3 应用人工授精技术，提高种公鸡利用率和受精率 

  1.3.1 调训：在公鸡使用前 1～2 周进行，先剪去公鸡泄殖腔周围羽毛，调训时隔日 1 次

共 3～4 次。淘汰没有性反射采不到精 

 

液的公鸡。 

  1.3.2 采精：采精时手势要正确，动作要迅速，并要防止精液被污染。 

  1.3.3 评定精液品质：通过检查和评定精液品质，可以决定种公鸡的选留和科学制定人

工授精计划。评定方法通常是检查 

 

精液量、精液密度和精子活力：合格蛋用种公鸡精液量一般为 0.3mL，精子密度 25～40 亿

个/mL，精子活力达八级以上。 

  1.3.4 输精：输精时手法要正确，配合要默契；精液要新鲜，采出的精液必须在 30min

内授完，尽量缩短精液暴露时间；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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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时间应在下午两点之后，夏季还要更晚些，每次输精量相当于原精液 0.025mL，每只母鸡

输入的有效精子数达 6000 万左右。 

 

首次授精倍量或第 2d 重复输精。输精间隔一般 5d1 次，夏季 4d1 次。 

  1.4 加强消毒与防疫 

  “防重于治”，日常饲养过程中注意搞好环境卫生消毒工作，降低鸡舍内病原数量，创

造良好饲养环境，才能使鸡群健康 

 

生长，提高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进雏前应对鸡舍内外环境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应特别注意

墙角、屋顶等卫生死角的清洗消毒 

 

；育雏育成中要形成定期消毒和紧急消毒相结合的制度。疫苗免疫接种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行，并且只能应用于健康的鸡群 

 

。因场制宜地制定免疫程序并严格执行是预防和控制家禽主要传染病的关键措施；平时要定

期对鸡群主要疫病的抗体滴度进行 

 

监测，以便适时指导防疫程序。疫苗接种要掌握正确的接种方法和接种时间，要保证疫苗质

量和足够的接种量，并在开封后 2h 

 

内用完。剩余的疫苗和包装瓶要用燃烧或蒸煮的方法进行消毒处理，切不可乱丢以免遗毒。 

  2 加强种蛋管理 

  2.1 及时集蛋 

  产蛋后集蛋越早则种蛋污染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应每天集蛋 4 次以上。污染严重的种蛋

不能孵化；窝外蛋也不应孵化，确 

 

实由于优质种蛋不足而必须孵化窝外蛋时，应在适当温度下严格清洗消毒，并与干净种蛋分

开及时入孵。集蛋后种蛋应及时送 

 

种蛋库保存。 

  2.2 种蛋消毒 

  种蛋收集后应立即进行熏蒸消毒，一般每立方米用 30mL 福尔马林加 15g 高锰酸钾，在

室温 20～25℃、相对湿度 60%～75%条 

 

件下密闭熏蒸 20～30min。 

  2.3 种蛋的分级和贮存 

  合格的种蛋应在 50～70g，剔除太大或太小的种蛋。贮存种蛋时应用专用贮蛋箱或蛋架

车。种蛋的放置应该小头向下，但 

 

当贮存时间较长时应将蛋的小头向上且每天以 90°翻蛋 1 次。理想的贮蛋室温度 15～20℃，

相对湿度为 70～80%。蛋用型种蛋应 

 

尽量在产出后 3～5d 内入孵，超过 6d 则孵化率以每天 4%的比例下降。 

  2.4 种蛋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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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孵化率，种蛋从种鸡场到孵化厂的操作和运输必须十分小心，避免剧烈震荡而造

成蛋壳的破损，运输过程中还应防 

 

止高温日晒、雨淋及冻伤。 

  3 创造合适的孵化条件，提高出雏率 

  3.1 孵化流程 

  只能依据以下流程而不能逆转：种蛋收集→种蛋消毒→种蛋选择→种蛋贮存→种蛋预热

→入孵→入孵消毒→孵化→落盘→ 

 

出雏→出雏消毒→雌雄鉴别→注射疫苗→发雏出场。同时还要注意孵化环境的卫生和消毒。 

  3.2 种蛋的预热和入孵 

  种蛋送到孵化厂后，应先进入预热间在 24℃条件下预热 6～12h。将种蛋分级并放置到

蛋架车上后推进孵化机。 

  3.3 熏蒸消毒 

  种蛋入孵后在孵化机内要进行 2 次熏蒸消毒，消毒要求：孵化机开机，每立方米用 30mL

福尔马林加 15g 高锰酸钾，在温度 20 

 

～25℃、相对湿度 60%～75%条件下密闭熏蒸 20～30min，熏蒸结束后立即打开排风扇排出

甲醛蒸汽。 

  3.4 孵化 

  孵化机应在入孵前 1d 开机检查和调试。孵化方式有分批入孵和整批入孵等，建议采用

整批入孵为佳，因为整批入孵可根据 

 

胚龄规律而施温，既节电又便于彻底清洗和消毒，减少了交叉污染的机会。 

  在整个孵化期内一般要照蛋 2～3 次。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发育情况，以便及时调

整孵化方案；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 

 

蛋，计算受精率并指导种鸡饲养工作。照蛋应尽快进行，照完后并盘使蛋盘装满，以保证在

孵化机内受热均匀。 

  3.5 落盘 

  一般在入孵后第 19d 落盘，同样要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并码满蛋盘。 

  3.6 出雏 

  蛋鸡出雏的高峰在 20d 加 10h，肉鸡则是 20d 加 16h。在 70%雏鸡出壳后用半量（每立

方米 15mL 福尔马林加 7.5g 高锰酸钾）法 

 

对雏鸡熏蒸消毒 3min。雏鸡全部出壳并且有 95%的雏鸡绒毛已干时立即出雏。 

  总之，种蛋孵化率的提高依赖于种鸡场和孵化厂的共同努力，只有在加强管理并且掌握

每一步关键技术的前提下，才能取 

 

得孵化生产的稳产高产，才能生产大量健康优质的雏鸡。 

 

养鸡 

 

养殖最赚钱  双手努力创造财富 
     http://www.soeeos.com/  

http://www.soeeos.com/

	-
	怎么才能提高种蛋孵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