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育雏保温成套设备 

 

由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研制的新型育雏保温成套设备，广泛应用于各类养殖场育雏室

的保温。该设备温度可调，大 

 

大降低幼雏（鸡、鸭、鹅）在生长过程中的死亡率。与传统的土灶保温等方法相比，该设备

使育雏室空气新鲜、温度适中，且 

 

运行安全可靠、能耗低、温度易于控制，只需一人操作，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对周围环境

不会产生污染，符合国家的环保要 

 

求。 

           

  新型育雏保温成套设备由主机、供热系统、保温系统、控温系统、热风循环除臭系统等

组成，适用于 25--125 平方米大小 

 

的育雏室。        

       

  工作原理为：冷风通过主机加热，再经供热系统的输送和分配作用，向育雏室内通入新

鲜空气；同时幼雏粪便产生的臭气 

 

（如氨气）通过热风循环除臭系统，过滤掉臭气，再通过主机使尾气热量得到充分利用。整

个系统在控制系统和保温系统的共 

 

同调节作用下，使育雏室始终保持幼雏成长所需的最佳温度和湿度。 

 

 

 

鸡育雏季节应怎样选择 

    随着养鸡业的迅速发展和养鸡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各地专业性强的大型机械化商品鸡

场陆续建成和投产，由于实现了工 

 

厂化养鸡，能力雏鸡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全年任何季节都可以孵化育雏。尤其是密闭鸡舍，

受季节的影响更小但是在一些中 

 

小型商品鸡场和刺，鸡场以及专业户养鸡场，由于受设备条件的限市扒尚不能完全人工控制

养鸡环境条件，因此还必须选择适 

 

合的育雏季节。育雏季节不同，雏鸡所处的环境就不一样，其生长发育和成活率也有差，人

对将来成鸡的生产：性能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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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春季育雏效果最好，初夏与秋冬次之。盛夏为最差。现将各季育雏的优缺点分述

如下。 

    春雏：指 3 一 5 月份孵出的雏鸡，特别是早春三月孵出的雏鸡，利用价值和生产能力最

高。这是因为： 

（1）外界气温适中、空气干燥、自然迎风条件好，能充分利用长日照，有利于雏鸡的健康

及生长发育； 

（2）青饲料种类增多，维生素供应充足，饲料报酬较昏 

（3）开产期早，一般在当年 9--10 月份开产，既可暖和冬季市场蛋品供不应求的矛盾，经

济价值又高，而且与其他季节孵出的 

 

鸡比较，成年鸡第一个生物学产蛋年最长，从当年秋季开产直至下一年秋季换羽停产力止，

产蛋期长达一年左右，产蛋量既鼠 

 

蛋重又大； 

（4）在中寸、型鸡场，秋季是老鸡选择淘汰的季节，春雏恰在秋季开产，正好可以结合起

来，一次完成鸡群的淘汰更新工作 

 

。夏雏，指 6 一 8 月份孵出的雏鸡。由于所处的环境是高温高温，雏鸡食欲不佳，休息不好，

生长发育很慢。而且疾病较多，成 

 

活率低。到了育成阶段，天气渐冷，户外活动较少，因而发育也差，成年后的生产力也低。

我国在夏季酷热的南方地区夏雏尤 

 

难养育，而夏季不大炎热的北方，则夏雏相对容易养成，但是生长发育往往不好。秋雏：指

9 一 11 月份孵出的雏鸡。与夏雏相 

 

比，外界环境条件逐渐好转，对雏鸡发育有利，性成熟较早，但成年时体重和蛋重扣产蛋持

续期痔育雏期若遇阴雨连绵天气育 

 

雏效果还会遭受影响。 

    冬雏：指 12 一 2 月份（次年）孵出的雏鸡。由于给温时间较长，活动多在室内，缺乏

阳光和充足运动，因此生长发育较慢 

 

，培育成本较高。冬雏于夏季开产，如果饲养管理不当，当年秋季又常会换羽停产。在一般，

情况下，我国北方不宜孵化冬雏 

 

，而南方的冬雏相对较多。以上所述着重是从气候条件影响考虑的，在具体选择育雏季节时，

还要结合考虑鸡场的性质、任务 

 

和要求，种蛋供应情况及设备条件等很多因。如果某一季节的气候条件不好，但因产任务的

需要，必须进行育雏时，可以通过 

 

增加设备和改善饲养管理技术等措施，来克服气候条件不良的影响。  

大规模饲养阶段专业化育雏育成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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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合养殖农户的群体 

适合于有 4 年以上蛋鸡养殖经验，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技术、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的养

殖农户，推荐饲养规模为每栋 1 万只 

 

以上。 

二、规模化、专业化育雏育成舍(场)建设的基本规划 

1、场址选择：避开养殖密集区，水质较好，若与蛋鸡舍在同一场区，则应离蛋鸡舍 100 米

以上（图 1） 

2、饲养模式：“育雏育成”一段式饲养模式，饲养周期为 16-17 周。 

3、鸡舍建筑：推荐每栋鸡舍饲养量 1-2 万只，密闭式鸡舍，四列三层阶梯式笼养，水泥地

面，墙面白水泥批白，采用锅炉集中 

 

供暖，乳头饮水，自动喂料、通风、 光照、清粪等系统。 

 

 

三、规模化、专业化育雏育成舍具体土建及设备选型(每栋舍 1.6 万只为例) 

（一）标准化育雏育成舍建筑设计 

推荐采用四列三层五个过道，实际笼位 16000 只，鸡舍建筑面积 804.6 平方米。 

鸡舍长 62.18 米（净长 61.44 米），其中前过道 2.0 米，后过道 1.5 米，机头 1.5 米，机尾 1.0

米，单列笼长 55.44 米；28 组笼，单 

 

笼长 1.98 米（包括笼架）；鸡舍宽 12.94 米（净空 12.20 米），其中粪沟长 59.44 米（舍内），

舍外延长 3.5 米，宽 1.8 米；过道 

 

宽 1 米；鸡舍屋檐高 2.7 米，屋脊高 1.2 米（图 2、图 3）。 

 

 

 

（二）标准化鸡舍土建 

1、地基 

冻土层以下，基础深 1.2 米（北方），打钎拍底，混凝土垫层，砼 C15，砖基础砌筑砂浆 M7.5，

基础砌砖由 50 厘米宽经两步放脚 

 

到 37 墙，鸡舍内外高差 0.3 米。 

2、墙体（包括墙面厚度和墙体高度） 

墙体厚度：石家庄以北推荐 37 墙加 5 厘米厚保温层，砖混结构，砌筑砂浆 M5。墙体高度

2.7 米，高出最上层鸡笼 0.8-0.9 米。  

墙体沿墙每高 50cm 设置一道拉结筋 3Φ6。构造柱 400×360，砼为 C25，配筋 6Φ12Φ6@200，

构造柱在混凝土底板处生根。墙体 

 

在 2.45 米处设砼圈梁一道，配筋 5Φ12Φ6@250。门窗口设过梁。圈梁过梁砼柱为 C25。 

3、屋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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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为双坡式 100mm 彩钢板（容重为 14 公斤）屋顶；大坨跨度为 12.57 米，间距 5.5 米；

柁的上弦为 20 号工字钢，中间用 20 厘米 

 

×20 厘米、厚 1 厘米的钢板将工字钢两面对帮焊，下弦为直径 1.8 厘米的钢筋，中间用花篮

螺栓链接；檩条为 100C 型钢，单坡檩 

 

条 7 根（图 4、图 5）。 

 

 

 

 

4、舍内土建：粪沟宽度 1.8 米，走道宽度 1.0 米。粪沟垫层 C15 砼，粪沟前面深 0.27 米，

粪沟 3‰向后放坡，后面粪沟深 0.45 米 

 

，粪沟与地面水泥沙浆面层。鸡舍内部墙面、走道表面、粪沟表面要力求平整，不留各种死

角，以减少细菌的残留为原则。因 

 

舍内经常要消毒冲刷，因此，地面与墙面的面层要坚固、耐用，墙面批白水泥。 

5、密闭式通风系统 

推荐采用通风小窗＋湿帘＋温控系统的纵向负压通风方式。 

1）通风口：在侧墙上安装通风小窗（小窗大小 0.63 米×0.18 米），小窗中心间距 3 米，小

窗安装在墙体圈梁以下，下沿与顶层 

 

鸡笼上部保持平行，距离地面 1.9 米。小窗在鸡舍两侧安装必须要求对称，小窗上沿必须安

装导风板，导风板切忌水平安装， 

 

否则会对两侧鸡群造成严重的应激（图 6、图 7）。 

 

 

2）风机：在后山墙安装风机 7 台（其中 4 台风机尺寸 1.37 米×1.37 米，功率 1.1 千瓦；3

台风机直径 0.7 米，功率 0.75 千瓦），风 

 

机轴心与鸡笼中心持平，离地面高度：大风机 25 厘米，小风机 60 厘米（图 8、图 9）。 

3）水帘降温系统：在鸡舍前端安装水帘，水帘安装在鸡舍前山墙内部（不要镶嵌在框内），

水帘高 2.55 米，宽度与鸡舍前山 

 

墙同宽，分三小块，水帘厚度为 150 毫米。前山墙安装 10 厘米厚彩钢复合板门，用于冬季

保暖（图 10、图 11）。 

 

 

4）温控系统：采用 AC2000 简版温控器。 

6、锅炉供暖系统 

鸡舍采用 100 毫米热镀锌翅片暖气管道供暖，管道要均匀安装在鸡笼下层，每列为一个循环，

两侧墙高 50 厘米处各安装一组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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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暖气管道。供暖水流方向和通风方向一致（图 12、图 13）。 

7、密闭式光照系统 

灯泡应高出顶层鸡笼 45 厘米，位于过道中间和两侧墙上。灯泡距地面 2.4 米，间距 3.0 米，

灯泡交错安装，两侧灯泡安装墙上。 

 

 

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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