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种鸡育雏期的环境控制 

创造一个有利于快速生长和健康发育的生活环境是种鸡发挥良好生产性能的基本要求。因

此，种鸡育雏期的环境控制应做好以下 5 个方面工作： 

 

  1、温度：众所周知，雏鸡的体温调节功能不全，再加上雏鸡全身覆盖的绒羽稀短，不

能形成完整的隔热层阻热量的散发。因此，必须人为提供适宜的温度，来保证雏鸡健康成长。

温度过高，鸡远离热源及拥向漏风处，采食减少，饮水增加，生长缓慢；温度过低，鸡扎堆，

拥向热源，卵黄吸收不良，会引起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维护育雏舍的适宜温度相当重要，

进雏后的 1-3 天，温度应保持在 32-34℃；第 4-7 天，温度应保持在 30-31℃；从第 2 周开始

每周温度下降 2-3℃， 后维持在 18-21℃范围内，测定环境温度时，温度计的高度要以鸡

背水平线处为准，并且位置距热源适中。有经验的饲养员可根据雏鸡的行为表现灵活运用温

度，即所谓的"看鸡施温"，原则是鸡只分布均匀，活动自如。 

 

  2、湿度：适宜的湿度与鸡只正常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湿度大，鸡舍内形成高温高湿，

垫料易霉变，雏鸡羽毛污秽，鸡易得脚垫炎，大肠杆菌、球虫、霉菌等疾病；一般进雏第

1-8 天，相对湿度应调节在 60-65%范围内。在育雏的第 1 周，环境相对干燥，舍内温度较高，

湿度不宜过低，否则雏鸡易脱水死亡；从第 9 天开始，可使相对湿度逐渐降至 55-60%，此

期饮水量大，呼吸量大，导致空气易潮湿。 

 

  3、光照：光照除保证雏鸡能吃到食外，主要是刺激鸡体的生理要求与生育。光照的标

准有 2 个：一是光照时间，二是光照强度。如果光照时间过长，会促进小母鸡性成熟，使小

母鸡过早开产、产蛋小。一般 1-3 日龄，采用全天 24 小时光照，有利于促进雏鸡自由采食，

之后每天减少 1-2 小时，到 15 日龄时每天为 8 小时。对于光照强度，如果光照太强会引起

啄羽、趾、肛等恶癖，鸡群受到损失。第 1 周为了让雏鸡熟悉环境、料槽、水槽，可用较强

的光照，之后都以弱光为好。具体做法：每 1.5 平方米鸡舍，第 1 周用 60-100 瓦灯泡悬挂

在鸡头上方 0.8-1 米，第 2 周换用 25 瓦的灯泡，之后可采用自然光照。 

 

  4、通风换气：鸡舍内有害气体主要有氨气、硫化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其浓度

过高时会引起呼吸道、贫血、缺氧等病症，所以一般要求鸡舍氨气浓度不超过 20 毫克/千克，

硫化氢不超过 10 毫克/千克，二氧化碳不超过 1500/毫克/千克。通风换气能适当地排除舍内

的污浊空气、病原微生物、灰尘和水汽等，改善鸡舍内的空气质量，有利于鸡生长发育。可

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如风扇）通风来完成，但通风时应防止鸡体受寒，以免诱发呼吸道疾

病。 

 

  5、饲养密度。适宜的饲养密度是提高养鸡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密度过大，造成拥挤，

影响鸡的生长发育，料肉比大，鸡发病率高。密度过小，造成空间浪费，饲养成本增大。笼

养时，其饲养量应以保证鸡群不拥挤并有足够活动空间为宜，所以密度控制要灵活掌握，并

做到及时扩群。 

 

 

大棚套小棚巧育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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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雏是养鸡生产中 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养鸡成败的关键。笔者在塑料大棚中采用塑料薄

膜小棚保温法育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简易养鸡大棚内，制一长 8 米、宽 24 米、高 15 米的拱形小棚。小棚由两部分组成，

上部为用竹片作支撑的塑料棚，下部为高约 25 厘米的木板围栏，围栏紧靠薄膜内壁。棚顶

均匀悬挂 6 盏保温灯。电源分 3 路间隔控制。在棚的一端正中离地 30 厘米悬挂 1 支温度计。

地面撒少量石灰消毒后垫上废旧草席。两端均匀放入料盘、饮水器。在进雏前 3 小时开灯加

温（夏天酌情而定），以后每隔两三个小时定时开启两端薄膜通风。投料加水时只需从两边

伸手放入，人不必进入棚内。鸡粪要及时清除，以保持鸡床的清洁干操。 

 

  这种育雏保温法的 大好处是：解决暖棚昼夜温差过大的问题，鸡不易发生感冒等疾病；

取材方便，投资少，制作简单，且材料清洗后可重复利用；小范围与外界隔绝，减少了污染

和对鸡的惊扰；场地可自由伸展，围栏可根据鸡生长的需要向两边扩展；草席吸湿性能好，

可保持舍内干燥而有效防止鸡患病；四周围栏可使棚内蒸发的水沿薄膜内壁流向板外，以防

雏鸡湿毛。这种保温育雏法也适用于其他禽类，不妨一试。 

 

 

蛋鸡育雏期的关键技术解析 

 

  雏鸡生长发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育成鸡的整齐度和合格率，以至影响成年母鸡的生产性

能。育雏的目标是全群生长均匀，成活率高。育雏技术的关键是消毒防疫、环境温度、空气

质量、均衡营养和光照技术。 

 

  1.做好消毒防疫。（1）消毒。雏鸡舍在进雏前要按照清扫、冲洗、喷烧、喷雾和熏蒸四

步法全面消毒。先将所有育雏用具搬到室外清洗并在阳光下晾晒，利用紫外线杀菌，同时将

舍内清扫干净。然后用 2%的火碱溶液冲洗地面，用火焰喷射器依次喷烧墙壁、隔网、地网

等，再用 2%~3%火碱液或 0.2%~0.5%过氧乙酸等溶液喷雾消毒墙壁、网具和天花板。 后

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 14 克、福尔马林 28 毫升加水 14 毫升进行熏蒸消毒 8~12 小时后打

开门窗通风。（2）整个育雏期要及时搞好环境卫生。每天清洗食盘、食槽和饮水器，及时清

除粪便。饲养人员出入鸡舍要更换工作服和工作鞋，鸡舍门口要设消毒池并及时更换消毒液。

（3）育雏期内按照免疫程序按时做好鸡新城疫、法氏囊病及鸡痘等传染病的接种。 

 

  2.保持环境舒适。雏鸡对环境温度的要求随日龄的增长而降低，每周下降两摄氏度，0~7

日龄 32℃~33℃；8~14 日龄 30℃~32℃；15~21 日龄 28℃~30℃；22~28 日龄 26℃~28℃；

29~35 日龄 24℃~26℃；36~42 日龄 22℃~24℃；42 日龄以后进入育成期，环境温度应保持

在 20℃左右。保持育雏所需温度的方法很多，可用电热保温伞、电热板、火炉甚至火炕等

方法，要因地制宜。冬季育雏因外界温度低，舍内温度应偏高些，尤其要防止低温高湿的环

境。空气新鲜对雏鸡生长很重要，因为雏鸡缺氧会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甚至因窒息而死亡。

冬季要在中午阳光充足时在保持环境温度的前提下打开窗户通风换气。 

 

  3.保证营养需求。（1）饲喂制度。在育雏阶段宜采取自由采食的制度，要有足够数量的

食槽。食槽中经常保持有饲料，让雏鸡随意采食，以利均匀生长。每只雏鸡平均应有食槽位

置 2.5 厘米，饮水位置 1.5 厘米，并随着雏鸡的长大增加食槽和水槽的长度和高度，否则会

影响鸡群的采食和饮水，导致鸡群生长发育不均衡。育雏期末应随机从鸡舍的不同部位抽测

50~100 只雏鸡的体重，以判断鸡群是否整齐，体重是否达到该鸡种的标准。（2）鸡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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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雏鸡的生长发育要及时疏散鸡群。笼养雏鸡每只应占面积 100~150 平方厘米，平养雏鸡

每只应占面积 400~450 平方厘米。利用疏散的机会把强弱雏分开饲养，加强对弱雏的护理。

可以提高育雏存活率。 

 

  4.合理光照制度。在整个育雏、育成期，光照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鸡群的性成熟。

在育雏期的头 3 天宜采用 23~24 小时光照，以利于出壳后的雏鸡适应环境、认食和饮水。以

后采取渐减光照的制度，如何实施渐减的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减少光

照时间。 

 

 

#蛋鸭育雏期的饲养管理技术 

# 蒋水生  余振贤  (浙江省兰溪市二职校  321100） 

 

 

    近年来，我市养鸭业发展较快，至今已达 500 多户，存圈蛋鸭 110 多万只，日产蛋 20

多吨，养鸭产业化趋势日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一专业户养 1 000 只鸭，在第 1 个月

内就死了 700 多只。针对蛋鸭育雏成活率低的问题，特向广大专业户介绍蛋鸭育雏技术。蛋

鸭的育雏是指从出壳至 28 日龄这一阶段的饲养，该阶段小鸭娇嫩，不易养好，因此必须做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一、养前的准备工作? 

 

    1?鸭舍宜建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的地方，周围建运动场戏水池。养前三天，将鸭舍地

面 

填平打实，堵塞鼠洞，维修好门窗，打扫干净后用 20%的生石灰消毒。? 

    2?准备及维修好育雏的设备与用具，如加热设备、饮水器、料槽、鸭篮等，并用 2%烧

碱消 

毒。? 

    3?育雏室、运动场、水塘之间的进出通道要铲平，填平积水坑。? 

 

    二、选好品种? 

 

    用于圈养的蛋鸭，可选择绍兴麻鸭“红毛绿翼梢”型。该类蛋鸭性情温和，适于圈养，

体型小、耗料省、成熟早、适应性广、抗病力强，年产鸭蛋 260～300 个，蛋重 60 克左右。 

? 

    三、把好进雏关，并鉴别雌雄? 

 

    1?选择健雏：选择出壳准时，脐环愈合良好，体质健壮，活泼好动，眼鼓有神，无血迹

与 

痂快，大小均匀的雏鸭。? 

    2?选择母雏鸭饲养：雌雄鉴别，可采用捏肛法，此法不会损伤小鸭。方法是：用左手托

住 

小鸭，以拇指与食指轻轻夹住鸭颈，再用右手拇指与食指，轻轻按捏肛门处，前后稍搓揉。

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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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芝麻大小的突起即为公鸭，扁平无突起就是母雏鸭。? 

 

    四、科学饲喂? 

 

    (一)注意放水? 

 

    1?“放水”又称“试水”、“点水”。请注意一定要先放水后开食，否则易引起死亡。放 

水时间在第 2 天开食前。? 

    2?放水方法：晴天，温度 14℃以上，可直接在冷水中放水。选择平底鸭篮，将有鸭的

篮子 

慢慢的浸入水中，约半寸深，以水浸没鸭背为宜，持续 5 分钟左右。小鸭遇冷水刺激就活跃 

起来，吃水、活动。如果下雨，可在鸭舍中进行放水，用盆盛浅水，浸遍脚背即可。? 

    3?1～2 天后可让鸭自由下水。点水后应让雏鸭晒干羽毛，再放回鸭舍喂食。1～2 日内

小鸭 

放水时，注意不能浸湿毛，以免受冻而死。? 

 

   (二)适时开食，开食又称“教口”即第 1 次喂料。注意 24 小时内不要喂食，以利吸收腹

内卵 

黄。次日若雏鸭干毛，打转，有三分之一小鸭伸长头颈，形似觅食状，即可“放水”“开食”。? 

 

    (三)喂食方法，开食时用米饭，须先用淘米水洗散，并拌入 10%切碎的苦荬。教口时应

耐心 

，尽量让小鸭学会吃食。饲喂次数：1～7 天，每天喂 6 次，白天 4 次，晚上 2 次；7～21

天，每天 5 次；21～28 天，可再减少次数。饲喂时应分批分群，每群 250 只为宜。饲喂原

则是由精到粗，由熟到生，由软到硬，由少到多，做到定量、定量、定质、少餐多喂，以免

浪费。? 

 

    (四)尽早“开荤”，即尽早喂动物性饲料。俗话说：“鹅要青，鸭要腥”，在第 3 天即可

按 10%～20%的比例给予动物性饲料，可选螺蛳、小鱼虾、蚯蚓、蚕蛹、河蚌等。动物性饲

料要求新鲜干净，切碎掏烂，也可用含鱼粉的配合饲料饲喂。? 

 

    (五)配制饲料时，要求代谢能 2 800 千卡/千克，粗蛋白 20%，蛋氨酸 0?4%，赖氨酸 1?1%。

维生素 A1 万单位/kg，钙 1%、磷 0?7%。参考配方(%)：1?玉米 50、菜饼 20、碎米 10、麸

皮 10、鱼粉 75、骨粉 1、贝壳粉 1、盐 0.5；2?糙米 40、玉米 18、麸皮 3、棉仁饼 5、菜饼

14、豆饼 10、鱼粉 7、骨粉 25、盐 0.5。? 

 

    (六)补喂青料。从第 3 天起加入 10%～20%青饲料，如苦荬、浮萍、青菜、鸭舌草等。

如果用 

大青叶、蒲公英、紫草、地丁等作青饲料则还可预防疾病。 

? 

    五、加强管理 

? 

    (一)保温防压：温度要求，第 1 天 32℃，2～7 天 31～28℃，8～14 天 28～25℃，15 天

以后保持在 25～20℃。温度必须维持均匀，应观察雏鸭的精神状态结合外界气温变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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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施温”。如果食欲良好，羽毛光滑整齐，均匀散布，走路昂首挺胸，活动自如，说明温度

适宜；如果缩头缩颈，不活泼，羽毛竖立，尖叫叠堆，甚至拉稀，说明温度过低，应及时调

整，要特别注意阴雨天及夜间的保温工作，同时注意空气流畅，干燥无贼风，以防闷死、冻

死。? 

 

    (二)适宜密度与适当光照：1?密度要求 1～7 天 25～30 只/米，7～14 天 20～25 只/米?，

15～28 天 15～20 只/米。 根据以上要求及时分群，加强分群管理。2  光照条件：1～3 天

24 小时，4～7 天 23 小时/天，8 天以后每天减少 1 小时直至自然光照。光照亮度可低些，兼

有防鼠兽侵害的作用。 

? 

    (三)适当的运动与戏水：雏鸭放水后，每天分批分时将雏鸭放入浅水中活动 3～5 分钟，

然后在无风的太阳下运动。下水时如果发现雏鸭发抖，就要立即停止，并烘干羽毛。7 日龄

后在鸭舍内外温差低于 5℃时，需运动 20 分钟，运动场内放些沙粒，让小鸭自由啄食。 

? 

    (四)综合预防疾病：疾病防治应预防为主，做好以下几点：? 

 

    1?严禁无关人员进出，进入时必须用紫外线消毒，运输工具可用百毒杀消毒。? 

    2?对场地每天打扫，用具天天清洗，并定期消毒，夏天间隔 3 天，春秋每隔 7 天消毒一

次。 

    3?小鸭出壳当天，用雏鸭病毒性肝炎弱毒疫苗预防接种，也可用板兰根“三黄”合剂防

治 

，方法为每 500 羽用板兰根 50 克，茵陈 100 克，大黄、黄芩、黄柏各 20 克，金银花 40 克，

煎水 

服，每天 1 剂连用 3 天，对禽霍乱也有预防作用。? 

    专业户通过采取以上技术措施育雏，可培养出健壮雏鸭，及时转入育成期及以后的产蛋

期饲养，使蛋鸭养殖达到多产高效。? 

 

 

怎样做好山鸡育雏期和山鸡的孵化技术 

   

 

 消 即消毒。入孵前消毒孵具和种蛋，用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 15 克、福尔马林 30 毫升，

在 25℃～30℃的温度下熏蒸 20 分钟，可杀死种蛋上的病毒。     

 

     可用笼养、平养和小池养等方式育雏。在育雏前要先将鸡舍和厂区消毒，消毒方法可

采用场地喷雾消毒地面用生石灰和 1%氢氧化钠溶液消毒，消毒前要起出陈土，垫好新土。

消毒后铺上 1 层新沙土。   

 

     舍内熏蒸消毒的方法（15 毫升福尔马林和 7.5 升高锰酸钾）门窗密闭 24 小时，通风

48 小时。食具和饮水器可用 2%高锰酸钾加水 100 倍浸泡消毒，然后用清水冲洗，在阳光下

晒干备用。 

 

室内要准备好取暖设施，注意室内干燥，保温良好，饲料，垫草燃料和药品一应器具要准备

齐全。育雏前两天试温，检查各部位的温度前后左右上下不超过±2 度。室内温度以中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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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温度为准。   

 

      温 即温度。孵化温度要根据胚胎发育情况采取前期高、中间平、后期略低、出雏期

稍高的施温方法。温度分别为：入孵前种蛋预热 6～8 小时，蛋温 36℃～38℃；孵化 1～7

天 38.8℃～39.2℃；孵化 8～14 天 38.5℃～38.8℃；孵化 15～20 天 38℃～38.5℃；孵化 21～

24 天（出壳）38.5℃～39℃。    

★注：本站内容由农业 120 网从互联网搜集而来，您可以点击土鸡查看更多您关注的相关信

息。如果想查看其他的养殖信息、种植信息、可进入农业网首页查看。所有信息不作为投资

依据，仅供参考之用，据此操作者风险自担。 

 

 

()  

 

肉鸡育雏期防呼吸道鸡病 

防慢性呼吸道病 4～8 周龄鸡 易感染慢性呼吸道病。病鸡精神委顿，食欲减退，流黏性至

黄色脓样鼻汁，眼睑肿胀，眼角内有干酪样渗出物，呼吸困难，可听见气管呼噜声，渐渐消

瘦，死亡率在 30%左右。   

 

     预防：尽量避免从感染本病的种鸡场引进雏鸡，加强饲养管理，用链霉素滴鼻，每只

2000 国际单位，或用 0.2%的土霉素拌料，连喂 5 天。治疗：用 0.05%的禽喘灵拌料，连喂

5 天，或用 0.3%金荞麦制剂拌料，连喂 7 天。   

 

     防传染性支气管炎 传染性支气管炎是初春繁育的雏鸡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

病鸡精神萎靡，怕冷，流泪和鼻液，喘气，咳嗽，死亡率在 30%左右。预防：加强饲养管

理，保持良好的卫生条件。7 日龄雏鸡用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H120 弱毒疫苗饮水免疫；60 日

龄用 H52 弱毒疫苗加强免疫。   

治疗：应用倍量 H120 弱毒疫苗饮水，同时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以防继发感染。也可用中

药伸筋草（每只用 0.5 克）煎水饮用 3～5 天。   

#育雏鸡要防炎症 

#    

  防炎症 处于育雏阶段的鸡主要是防脐炎和卵黄囊炎。病雏鸡精神委顿，畏寒，腹部胀

大，皮下胶样浸润。脐部发炎，呈紫红色；卵黄囊发炎、肿大，继发腹膜炎，卵黄囊和腹壁

粘连，死亡率在 50%～10%。平时应严格消毒，保持育雏室清洁卫生。    

 

  治疗时要挑出病雏鸡单独饲养，并给其肌肉注射青、链霉素，每只用 1 万国际单位。其

他鸡用 0.3%的过氧乙酸溶液带鸡消毒，并在饮水中加禽用电解多维进行预防。中药用生姜

（每只鸡用 0.4 克）与白酒（每只鸡用 0.2 毫克）混合后拌料，连用 3 天。    

 

  本信息仅供参考，使用前请核实。 

 

 

 

大棚中肉鸡育雏四准备 

棚内熏蒸消毒将鸡棚封严后用福尔马林、高锰酸钾熏蒸消毒 48 小时，消毒后开启棚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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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孔通风换气。熏蒸方法：新鸡舍每立方米空间用福尔马林 28 毫升、高锰酸钾 14 克、水

14 毫升；旧鸡舍用福尔马林 40 毫升、高锰酸钾 20 克、水 20 毫升。先将高锰酸钾溶入盛水

的瓷盆中，再倒入福尔马林。瓷盆周围要将垫料清理干净。注意不能用塑料盆，否则易引起

火灾。入雏前 少要有 24 小时以上的预热过程，使育雏棚舍内温度保持在 32℃~35℃。 

 

     彻底清理鸡舍对泥土地面可除去表层 2 厘米深的旧土，换上无污染的新土。   

 

     饮水器，料槽先用 2%的火碱液浸泡消毒 12 小时以上，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备用。

待鸡棚地面干燥后，用 2.5%的火碱液对棚内地面喷洒消毒。在干燥地面铺上厚度不小于 5

厘米的干净、干燥的垫料，如铡短的稻草、麦秸（6 厘米~10 厘米）、稻糠、花生壳等（后期

可用干沙做垫料）。均匀排布好所有饮水、喂料器具。    

蛋鸡育雏期的疫病防治方法 

1、卫生防疫措施到位  

育雏一定要实行“全进全出”，育雏前彻底消毒，将育雏舍内粪便、垫料等全部清除干净，

并用 2%火碱水冲刷地面、墙壁等，饮水器、饲槽及其他一些用具，用 2%3%来苏尔消毒。

育雏舍密闭进行福尔马林熏蒸消毒，按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 1415 克、福尔马林 2830

毫升比例混合熏蒸，消毒后密闭 12 天备用。在以后育雏期间也应加强卫生防疫，定期对水

槽、食槽等消毒，病死鸡只及时焚烧或深埋，不要堆放在育雏室附近，粪便及时清扫，堆积

发酵处理。  

为了避免某些传染病连续侵害，每批雏鸡之间可以安排一段时间间隔。一些养殖户为了追求

高效益，往往是一批接一批地育雏，中间从不间歇，这样的鸡场往往是某些传染病也一批接

一批发生，尤其是传染性法氏囊病、腺胃型传染性支气管炎病，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据报道，

许多病原微生物在外界环境中可存活很长一段时间，1 周或 2 到 3 个月，而在消毒工作中，

由于农村育雏户环境的复杂性，消毒不可能杀死所有病原体，养殖户的生活区，甚至是养殖

人员身体上都可能带有上批鸡留下来的病原微生物，如果马上进鸡，病原体就又有了新的易

感动物，所以育雏批次间适当安排一定间隔，让残余病原微生物自然死亡，可以降低传染病

发病率，净化鸡场。  

2、认真选择健康雏鸡  

首先要认真考查种鸡群。进雏前一定要考查种鸡群的健康状态，种鸡营养水平及疫情，如种

鸡场发生过白痢、霉形体等可垂直感染的传染病，则孵出的雏鸡这些病发生率就高。另外还

要认真了解种鸡群免疫程序及抗体水平，因为种鸡群的抗体水平不仅直接影响种鸡自身健

康，而且间接地影响雏鸡的母源抗体水平及雏鸡的抵抗力，如果可能尽量从一个种鸡场进雏，

以保证母源抗体水平一致。  

其次是选择雏鸡。健康雏鸡精神状态好，毛色整齐洁净，符合品种特征，眼睛明亮无分沁物，

活动灵活，叫声宏亮，体态匀称，肛门干净，握在手中感觉充实，挣扎有力，腹部柔软，脐

环愈合好。选择健康、抵抗力强的雏鸡是育雏关键的一步，千万不要贪便宜进弱雏。  

3、提高雏鸡自身抵抗力  

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机体具有易感性和抵抗力下降，所以对于幼小的雏鸡一定要精心管

理，饲喂营养全面的配合饲料。饲料中每种成分都要精心选配，不能达不到营养标准，引发

雏鸡营养缺乏症，饲料要求新鲜，保存得当，防止饲料受潮发霉引起雏鸡霉菌毒素中毒。  

育雏室的温度要适宜，一般出壳后第一周龄雏以 3235℃为宜，以后每周降低 23℃，直至与

室温(20℃)相等时即可不再加温。适宜的温度会减少雏鸡白痢杆菌、大肠杆菌等肠道疾病，

也可以防止雏鸡呼吸系统疾病。在保温的同时，也要注意室内空气新鲜，及时通风换气，及

时排出鸡舍内过多的二氧化碳、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如果以煤炉取暖，更要注意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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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鸡煤气中毒，饲养人员一定要周密看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定期免疫接种和用药  

在整个蛋鸡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防重于治”的原则，特别是一

些病毒引起的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定期免疫接种尤为关键。育雏期间免疫程序一般安排如下：

1 日龄，马立克氏病弱毒苗皮下注射；7 日龄，新城疫克隆 30 或 IV 系苗滴鼻点眼，同时注

射新城疫油乳灭活苗 0.25 毫升；10 日龄，传染性支气管炎、肾传支二联苗饮水；14 日龄，

法氏囊多价苗饮水；21 日龄，鸡痘苗刺种；24 日龄，法氏囊苗饮水；30 日龄，新城疫 IV

系或克隆 30 二免；35 日龄，传染性支气管炎，肾传支二免。以上免疫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

养殖户可结合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增加或减少某项免疫。  

在免疫中尤其严格传染性法氏囊病和新城疫两种病的免疫，千万不能马虎，否则将后患无穷。

近几年来育雏户反映虽然进行了免疫接种，但是这两种病仍不断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免疫

接种时，一定要确定好首免时间，雏鸡免疫并非越早越好，太早易受母源抗体影响，太晚易

导致发病，所以一定根据雏鸡母源抗体水平及当地疫情适时安排免疫；另外还要选择好疫苗

类型，目前许多传染病病原有多种血清型、变异毒株，免疫时一定选择本地区流行的类型进

行，如传染性法氏囊病连续发生过的育雏场， 好采用本鸡场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死鸡的法氏

囊制备的组织灭活苗进行免疫，可以解决存在毒株变异问题，取得较好的免疫效果。  

在鸡病防治过程中预防用药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对 14 日龄以内的雏鸡以防治鸡白

痢为主，饲料中可以添加 0.2%痢特灵，或者氯霉素、恩诺沙星等；15 日龄以后着重预防球

虫病，可以选用氨丙啉、地克珠利、氯羟吡啶等交替使用。如果当地发生某种严重疫情，也

应进行药物预防，对病毒性传染病可选用病毒灵以及一些抗病毒中草药，但同时必须配合抗

生素，以防继发感染。 

 

 

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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