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雏舍的加温方式 

 

育雏舍的给温方式有几种类型? 

 

合理供温是育雏管理的重要环节，要建设良好的鸡舍温度调节设施。 

 

育雏舍给温方式分三种类型： 

 

一是将热源安装在小鸡上方的一定高度，通过辐射使小鸡取暖，如保温伞的加温方式，称之

为上方热源； 

 

二是将热源安装在小鸡的下方或地面以下，热向上扩散，使小鸡腹部和全身获得热量，如地

下烟道育雏等方式，称下方热源； 

 

三是将热源安装在室内，通过风加热室内空气使全室温度上升，如热风炉及燃气热风炉等 

 

 

蛋鸡育雏前应该注意什么？ 

 

蛋鸡育雏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事关育雏工作的成败和雏鸡成活率的高低。因此，在雏鸡

购买之前必须做好育雏室清洗、消 

 

毒和预热，同时准备好育雏用的饲料、运输车辆、疫苗和药品。 

 

一、清洗鸡舍在购买鸡苗前一周，必须彻底打扫场区和鸡舍内外卫生，清除育雏舍周围污物，

用水枪清洗鸡舍顶棚、笼具和地 

 

面，顺序是先上后下、先内后外。 

 

二、喷雾消毒育雏舍冲洗干燥后应首先进行化学消毒，喷雾量可以用每平方米 0.25 升～0.4

升稀释后的季铵盐消毒液。喷雾时 

 

，顺序是先顶棚后地面，先内墙后外墙。 

 

三、熏蒸消毒可以用高锰酸钾与福尔马林按 1∶2 比例配制，每立方米用量是高锰酸钾 10

克和福尔马林 20 毫升，熏蒸时先提高育 

 

雏舍温度到 20℃左右，相对湿度 60%~80%为宜，要关闭门窗。熏蒸后封闭 24 小时，然后

打开门窗及通风口，让舍内气味散去。 

 

四、鸡舍预热气温较低时，购买鸡苗前两天开始加热，使舍内温度达到 35℃左右，观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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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温度是否均匀、平稳。 

 

五、水源准备购买鸡苗前，应完善育雏室内的饮水系统，查看有无滴漏等现象。 

 

六、饲料准备购买鸡苗当天，应准备好雏鸡育雏饲料，雏鸡入舍后应先饮水后开食，饮水要

保持新鲜、清洁，并且不能中断。 

 

七、药物准备购买鸡苗前，应准备好雏鸡育雏的疫苗和预防疾病的药物，以保证雏鸡买入后

及时用药。 

 

八、运输准备购买鸡苗前，应准备好运输雏鸡的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一是注意雏鸡不要拥

挤，二是注意雏鸡运输途中的保温 

 

，三是注意雏鸡运输途中的通风，四是将雏鸡尽快运到育雏目的地。 

 

 

育雏几点错 你犯过哪个 

温度忽高忽低：“有钱买药，没钱买煤”是许多养殖户的一大误区。很多养殖户怕烧煤，从

而温度很难掌握，导致雏鸡得病用 

 

许多药物却收效甚微。温度过高，雏鸡的体热和水分散失受到影响，食欲减退，易患呼吸道

疾病，生长发育缓慢，死亡率升高 

 

；温度过低，雏鸡不能维持体温平衡，相互挤堆，会导致部分雏鸡呼吸困难，卵黄停止吸收

甚至死亡。 

 

    密度过大相互挤压：由于密度过大，饲槽和饮水器数量少，放置的位置不当或环境突变，

有异物刺激等，常导致鸡群互相 

 

挤压。每平方米可饲养 30 只～40 只，随着日龄的增加，每周可递减 5 只左右。还应根据鸡

的品种、大小、 强弱的不同进行分 

 

群饲养，以免互相挤压。 

 

    疾病预防不到位：养殖户很少注意育雏的保温设备、料槽、饮水器等日常用具的消毒，

不能及时对雏鸡进行鸡新城疫的基 

 

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法氏囊、鸡痘疫苗等接种也不及时。雏鸡白痢和球虫病是育雏阶段两大

疾病，养殖户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 

 

时间和方法，等到病鸡出现症状后才采取有关措施，为时已晚。 

 

#如何判断育雏的温度是否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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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雏期间管理人员，必须经常观察育雏的温度是否适宜，这对雏鸡能否正常活动、采食、

饮水和今后生长发育是否良好是 

 

非常重要。 

 

  育雏的温度是否适宜，通常可以根据育雏伞边缘所悬挂的温度计所示的温度，以及育雏

室墙上离地面高约 1 米处所悬挂的 

 

温度计，所示的温度是否符合要求；也可根据鸡种、周龄、气温和雏鸡健康状况不同适当加

以调整。 

 

  雏鸡对育雏的温度适宜与否，常有不同表现，因此，有经验的养鸡人员，一般观察鸡的

活动状态来分析判断，育雏温度是 

 

否适宜。温度适宜：雏鸡的羽毛光滑整齐、精神饱满、活泼好动、分散采食，分布均匀，食

欲旺盛，饮水适度，叫声轻快，食 

 

饱后均匀分布在育雏伞的周围，伸颈舒腿熟睡。温度过低：雏鸡羽毛蓬乱、畏冷聚集在育雏

伞热源附近，不爱活动不思饮食， 

 

发出“唧唧”叫声。温度过高：雏鸡远离热源、两翅开展下垂、精神不佳，食欲差，频频饮

水，张口呼吸。 

 

  根据雏鸡的活动表现，就可知道育雏的温度是否适宜，如果发现温度过高，就要进行降

温，温度过低就要升温。升降温度 

 

可按掌握温度的原则进行调整，一直调到雏鸡活动状态恢复正常，如雏鸡精神饱满、活泼好

动、食欲旺盛、分散活动等温度适 

 

宜的表现为止，从而保证育雏期为雏鸡提供 佳的育雏温度。 

 

 

肉鸡孵化与育雏成活率 

         孵化工作，从广义上讲应该包括三部分:种蛋的来源、保管和处理；孵化过程操作；

出售前雏鸡护理。  

  1、种蛋质量 

 

  （1）种蛋的来源  种蛋来源于人工授精蛋，适合于规模生产。来自健康、年轻鸡群的

品质高且又新鲜的自然配种种蛋， 

 

有利于提高出雏率和成活率。而来自老龄和患病鸡群的厚壳、污染的种蛋，将对出雏率和成

活率产生不利的影响。 

 

  （2）种蛋的保管  佳的温度，适中的湿度，流动的空气，是种蛋保管三要素。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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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环境里，保管时间长，胚胎提前 

 

发育；保管时间短，种蛋新鲜，胚胎活性强。因此，保管好坏和时间长短，都是决定出雏率

和成活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已装 

 

箱或水洗过的种蛋不能长时间保管。因为箱内空气不流通，会使胚胎缺氧窒息死亡。水洗过

的种蛋表面胶质层被破坏，致使细 

 

菌大量进入蛋体，细菌的作用必然加速鸡蛋变质，因而活胚率下降。 

 

  （3）种蛋处理  种蛋处理的目的在于蛋体表面消毒；增加蛋体通透度，使胚胎在孵化

过程中既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 

 

，又能够充分散发生理热；提高蛋温，使鸡胚提前进入发育期。 

 

  具体做法是把种蛋放在浓度为 0.1％、温度为 35-45℃高锰酸钾水溶液中浸泡 2 分钟，

然后取出擦干入孵。经过长途运输的 

 

种蛋必须静置 48 小时后才能入孵。 

 

  2、孵化合格雏鸡 

 

  （1）胚胎的发育  孵化历来分变温和恒温两种方式。施以温度和湿度不超出其规律范

围，顺期自然进行孵化，受精蛋的 

 

出雏率自然高。这样孵出的鸡自然好养。 

 

  （2）翻蛋  翻蛋可以解决胚胎和蛋壳膜粘连问题，并使种蛋受热均匀。通过翻蛋振动，

还能对鸡进行先天性应激演练， 

 

使其对后天环境更具适应性。 

 

  3、售前雏鸡护理 

 

  售前雏鸡护理好坏，是关系到育雏成活率的重大环节之一。在适宜温度、湿度、通风良

好的环境里，让雏鸡在周转箱内静 

 

睡 12 小时左右（称为保膘），然后才能出售或转入育雏室开始饲养。在这段时间里，温度高，

雏鸡张嘴呼吸，必然过多失水， 

 

称之为脱水。脱水的鸡难养活。若温度低，小鸡“打堆”。一旦小鸡受寒，体内的卵黄必然

变硬，意味着小鸡营养库“关门” 

 

，小鸡必然难养活。尤其通风不畅，小鸡出汗，既失水又感冒，那就更难养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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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的小鸡要求是：鸡只活泼好动，两眼有神，毛长有光，肚脐合拢好，握在手中极富

弹性。 

 

 

春季育雏的关键技术 

  

一、准备工作要做好 

   

  1. 鸡舍的清洗和消毒。老鸡全部淘汰或小鸡转出后,应及时搬出鸡舍内的可移动器具,

再进行冲洗和消毒,以免病源扩散。 

 

消毒药可选用烧碱、生石灰、百毒杀等。如果是笼养, 好不要用烧碱等腐蚀性强的消毒药,

以免损坏笼具。喷洒消毒时一定要 

 

从上到下,按房顶、墙壁、笼具、地面的顺序,从鸡舍的一端到另一端依次进行。消毒人员一

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以免烧碱水 

 

损伤皮肤。平养时,对要使用的料桶、水桶或水槽进行浸泡消毒;笼养时,对要使用的水壶、开

食盘、饮水器进行浸泡消毒。器 

 

具浸泡 12 小时即可取出晾干,搬入鸡舍备用。熏蒸消毒时,将各种需要使用的器具整齐地放置

在鸡舍内,关闭所有门窗和通风口, 

 

随后在鸡舍的四角和中央各放置 1 个热源,加上一定量的甲醛和高锰酸钾(一般每立方米空间

用 12 克高锰酸钾、24 毫升甲醛),密 

 

闭鸡舍 24 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并清理熏蒸物。为了达到良好的消毒效果,熏蒸 2 次为宜,间

隔时间一般为 7～10 天。 

   

  2. 鸡舍和设备的维修。进雏前 15 天对鸡舍进行修缮,对笼具、水线、料槽、照明电、通

风设备(风机)、加温设备(保温伞) 

 

等设备进行维修与调试,确保正常使用。 

   

  3. 选定饲养人员。饲养人员必须要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能及时处理生产过程中的一般

性技术问题。饲养人员要定期进 

 

行技术培训。 

   

  4. 准备好育雏物品。平养要备足垫料,笼养要备足垫网,并备足加温设备、开食盘、饮水

器等。此外,饲养人员还要准备好 

 

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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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准备饲料和其他营养补充剂。准备的饲料不宜过多,以免饲料中营养成分氧化损失,

一般准备 3 天的用量即可。在春夏交 

 

替季节更要现配现用,成品饲料宜在 7 天内用完,不应久存。同时,要做好饲料的保管工作,防止

老鼠等污染,以防变质。此外,还 

 

要准备必要的营养补充剂,包括葡萄糖、多维、矿物质以及氨基酸。 

   

  6. 制定免疫程序并购足待用疫苗。免疫程序的制定要视不同种鸡的具体情况而定。在

购买疫苗时,要慎重选择生产厂家和 

 

注意生产日期。 

   

  7. 鸡舍的预热。在进雏前 2 天要对鸡舍进行预温,使鸡舍内温度达到适宜接雏的温度,

一般要求在 33～34℃。此外,还要准 

 

备足量的温开水,以便雏鸡进舍时饮用。早春天气尚冷,温开水的温度一般以 20～25℃为宜。 

   

  二、安全装运雏鸡苗 

   

  雏鸡出壳后 1 小时即可运输。一般在雏鸡绒毛干燥可以站立至出壳后 36 小时前这段时

间运输为佳, 好不要超过 48 小时,以 

 

保证雏鸡按时开食、饮水。出壳后的雏鸡要进行个体选择,选留健雏,剔除弱雏和病雏,并接种

马立克氏病疫苗。运雏要选用专 

 

用的运雏箱,箱中分四小格,每格放 20～25 只雏鸡。将运雏箱装入车中,箱间要留有间隙,并用

木条固定,防止运雏箱滑动。 

   

  到了晚春,运输尽量避开白天高温时间。运输前要对运雏车辆、运雏箱、工具等进行消

毒,并将车厢内温度调到 28℃左右。 

 

在运输过程中尽量使雏鸡处于黑暗状态,这样可以减少途中雏鸡活动量,降低因相互挤压等造

成的损伤。车辆运行要平稳,尽量 

 

避免颠簸、急刹车、急转弯。间隔 30 分钟左右开灯观察 1 次雏鸡的表现,出现问题要及时处

理。 

   

  三、选用适宜的育雏方式 

   

  舍内育雏可分为平面饲养和立体饲养两种方式,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1. 平面饲养。按地面形式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①垫料地面。将地面清扫干净和消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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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上切短的稻草、刨花、锯末、 

 

蔗渣等垫料。垫料要求清洁、干燥、不发霉、不结块,垫料厚 3～4 厘米。垫料地面潮湿或结

块时,要及时更换。采用垫料地面育 

 

雏,是目前较常用的育雏方式,其优点是设备简单、投资少,缺点是要经常更换垫料,开支大、费

工,雏鸡易感染球虫病等。②网 

 

上或栅上饲养。将雏鸡饲养在距地面 60 厘米以上的金属网、木条或竹笪上,称为网上或栅上

饲养。采用这种方式饲养的鸡因不 

 

与粪便接触,减少了感染疾病的机会,节省了垫料和劳力,有利于机械化清粪,但需要一定的投

资。 

   

  2. 立体饲养(笼养)。集约化工厂化蛋鸡或肉鸡生产,均广泛采用笼养的饲养方式。其优

点是可提高地面的利用率,有利于 

 

机械化或自动化生产,节省垫料开支,饲料转化率高,鸡生长整齐,成活率高;缺点是设备投资大,

工艺要求较高,需要全价的营养 

 

以及较高的管理技术、周密的免疫程序。 

   

  四、适时开水、开食 

   

  1. 开水。雏鸡出壳后体内水分散失很快,必须尽早给水,同时饮水还可以清理胃肠,排出胎

粪,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卵黄吸收 

 

。雏鸡运到育雏舍,稍作休息后进行清点,将体质弱的挑出另群饲养,以便加强饲养,使每只雏鸡

均能开食和饮水,促其生长。雏 

 

鸡的饮水原则是:时间适宜、水位充足、适时调教、水质清洁、自由饮用。育雏第一周要饮

温开水,水温与室温接近,保持 20℃ 

 

左右。第一天的饮水应加入 5%葡萄糖或蔗糖,如果雏鸡脱水严重,可连饮 3 天糖水。另外,为

了减少应激,在第一周的饮水中加入 

 

多维、电解质,1 周后饮清洁的凉水即可。育雏舍饮水器要充足,摆放要均匀,每只鸡至少占有

2.5 厘米水位,饮水器高度要适当, 

 

水盘与鸡背等高为宜。随着鸡的生长调整水盘的高度,可用木块、砖头垫起,亦可将其吊高,

防止鸡脚进水盘弄脏水或弄湿垫料 

 

及绒毛,甚至淹死。刚到育雏舍不会饮水的雏鸡,应人工进行调教,即手握住鸡头部,将鸡嘴插入

水盘强迫饮 l～2 次,这样雏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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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便会饮水了。若使用乳头饮水器, 初可增加一些吊杯,诱鸡饮水。肉鸡的饮水要保持清洁

卫生,符合畜禽饮用水标准。要保 

 

持经常有水,绝不能间断饮水,以防雏鸡抢水而落入水中淹死。饮水量随饲料量和舍温而变化,

通常是采食量的 2～3 倍,舍温越高 

 

饮水量越大。 

   

  2. 适时开食。开食时要注意时间,不能过早或过晚,通常多在雏鸡出生后 12～24 小时或

当有 1/3～1/2 有啄食行为时开食为 

 

宜, 迟不超过 36 小时。开食饲料要求营养丰富,适口性好,容易消化吸收,可以选择碎米、碎

玉米等。大型鸡场或工厂化养鸡场 

 

,开食料一般采用粉料或破碎料。开食时要求雏鸡能找到食槽和饮水器,会吃料饮水,但不能让

其吃得过饱,尤其是经过长时间运 

 

输的雏鸡,如任其暴食暴饮,会造成消化不良,严重时可致大批死亡。 

 

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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