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鸡育雏期的饲养管理 

 

野鸡的育雏期是指雏野鸡从出壳到脱温这段时间，一般为 1-30 日龄，有些地区可长达 42 日

龄，育雏期是饲养野鸡过程中 关键的环节。雏野鸡在 1 周龄内死亡率 高，许多品质低劣

的种蛋孵出的雏野鸡多在这一时期死亡。雏野鸡非常胆怯。对外界环境的微小变化特别敏感，

任何刺激都会引起雏野鸡惊慌逃窜，以致死亡。所以育雏鸡要特别保持环境幽静，操作按程

序，不要随意更改或经常换人。如果环境条件较差时(如各种声响、黑暗、强光、各种颜色

等)，应在雏雉出壳 30 小时内输送给雏野鸡，建立对这种刺激的条件反射，以后遇到这种情

况时，就不会引起恐惧而四处逃窜。育雏方式可分两种，一种是立体式育雏(笼式育雏)；另

一种是平面育雏(地面垫草育雏、网上平养育雏)。其中笼式育雏和网上平养育雏清洁卫生，

便于防疫。地面平养垫草育雏容易感染胃肠道疾病和球虫病等。育雏前的房舍、饲养用具等

准备工作均与家鸡相同，但有一些特殊要求。野鸡育雏比家鸡难度大，要求高，刚出壳野鸡

体小娇嫩，必须提供完全符合野鸡生长的良好生活环境和营养。  

  1．严格保温 温度是野鸡育雏的重要条件，必须控制好适宜、恒定的温度。如温度忽高

忽低，变化太大，野鸡容易感冒，患消化道疾病等，影响生长发育，严重时可引起死亡。育

雏温度随着雏野鸡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脱温时间应视育雏季节、天气变化、给温方法、雏野

鸡体况，灵活掌握，可采取 20 日龄以后白天脱温，晚上供温的方式，使育雏效果达到 佳。 

 

  2．湿度 育雏的环境湿度也很重要，适宜的育雏湿度见表 2-7。 育雏湿度过大，雏野

鸡水分蒸发散热困难，食欲不振，容易患白痢、球虫、霍乱等病；湿度过低，雏雉体内水分

蒸发过快，会使刚出壳的雏野鸡腹内卵黄吸收不良，羽毛生长受阻，毛发焦干，出现啄毛、

啄肛现象。 

 

  3．密度 育雏野鸡密度大小直接影响雏野鸡的生长发育。密度大，雏野鸡生长速度减缓，

易发生啄癖。因此，应按时调整雏野鸡的密度。1 周龄每平方米饲养 50 只雏野鸡，2 周龄每

平方米 40 只，从 3 周龄起每平方米面积的饲养密度每周减少 5 只，到 7 周龄时为 15 只。 

 

  4．光照 雏野鸡的光照基本与家鸡光照制度一样，但是野鸡胆小，敏感易惊吓，在控制

光照开关应采用渐暗、渐明式开关调控器，避免引起对雏野鸡的惊吓刺激造成意外损失。 

 

  5．及时断喙 野鸡易发生相互啄斗，到 2 周龄时，就有啄癖发生，应对其进行断喙。在

14-16 日龄时进行第一次断喙，7-8 周龄进行第二次断喙，由于野鸡喙部生长很快，应根据

生产情况，及时安排断喙。断喙前 2 天要作好准备工作，为防止野鸡应激，应在饮水中加入

多维、电解质、维生素 K3，连用 3 天，同时料槽中饲料应加满。 

 

  6．初饮 雏野鸡从出雏器出来后 24-36 小时，应进行第一次饮水，给予雏野鸡 35℃温

开水，为防白痢、大肠杆菌病，在水中加入 0．01％氟哌酸或环丙沙星均有良好的预防效果，

同时还可在水中加入多维电解质或葡萄糖。 

 

  7．开食 在雏野鸡进行初饮后 2-3 小时，将饲料用水调制到干湿适中，均匀撒在开食盘

中或垫纸上，诱使雏野鸡采食。喂料量控制在半小时内采食完，少给勤添，防止饲料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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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后饲料中拌 1％-2％砂砾，以助消化 野鸡育成期的饲养管理 

 

  野鸡脱温后至性成熟前的这一阶段，为野鸡的育成期，这时期正是野鸡长肌肉、长骨骼、

体重的绝对增长速度 快的时期，平均每只鸡日增重达 10-15 克，到 3 月龄时雄野鸡可达到

成年体重的 73％，雌野鸡可达到成年野鸡的 75％。因此，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对日后商品

野鸡的上市规格或种野鸡性能的质量关系密切。所以对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同样也应给予高度

重视。 

 

 

育雏期雏鸡体重不易达标原因及措施 

近年来，由于鱼粉、豆粕、花生粕等优质蛋白质饲料价格高，许多饲料厂家和养殖户在配制

雏鸡饲粮时，使用棉粕、菜粕、血粉、羽毛粉、药渣为饲料原料来代替，减少鱼粉、豆粕用

量（有的甚至不用鱼粉），结果饲粮适口性差，营养物质不易消化吸收，影响雏鸡生长发育。  

 

 

             

      按照传统的营养标准来设计配方，饲料营养浓度低，满足不了雏鸡营养需要，雏鸡生

长慢。由于：①鸡的品种不同，对营养需要不同。过去饲养的是纯种鸡或一般杂交鸡，生长

速度慢，而现在饲养的是高产配套杂交鸡，生长速度快，对营养需要量更高。②现在配制的

饲粮使用了较多的非常规饲料原料，饲粮营养物质利用效率降低（如鱼粉的总必需氨基酸真

消化比率是 87．5％，而棉粕只有 79．6％。③育雏阶段断喙、转群、免疫接种等生产程序

增多，应激反应严重，会消耗较多的营养物质，用于生长的营养物质相对减少。④传统的饲

养标准并未改善鸡体获得较强的免疫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对营养需要，只是以生长和生

产力为基础制定的，所以传统的雏鸡营养标准就显得偏低了。  

 

 

             

      许多小型饲料厂和养殖户饲料加工设备简陋。缺乏必要检测设备和化验仪器，对使用

的饲料原料营养含量不清楚，据经验盲目配制饲粮，生产出的雏鸡饲粮营养成分不全面。不

平衡，不仅影响雏鸡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而且给幼雏鸡消化代谢增加负担，严重影响生

长发育。  

 

 

            1.２饲养管理不善  

 

             

      雏鸡开食过晚、饲喂不好影响雏鸡生长。雏鸡不吃不喝虽能维持多天，但饮水开食过

晚会严重影响雏鸡学会采食和饮水，造成雏鸡脱水。雏鸡出壳后仍有 7～8g 卵黄留在腹腔中

供给雏鸡营养，如能及早开食，供给营养，这样双重的营养供给，非常有利于雏鸡生长发育，

雏鸡长的快。如果开食晚，饲喂不好或喂料量不足，腹中卵黄过早耗尽；营养物质供应不充

足，生长速度减缓。环境温度不适宜。光线不均匀或过弱。饲喂用具不适宜等也会影响雏鸡

采食和饮水而影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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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应激严重，  

 

             

      育雏期进行断喙、转群和多次免疫接种等生产程序，这些都是较强的应激源，使鸡群

出现严重应激反应，影响正常生长。如断喙后 1～2 周雏鸡体重会减轻。有的鸡群发生疾病，

更会影响鸡群生长发育。  

 

 

            2 措施  

            2.1 保证营养供给  

             

      雏鸡消化道容积小，消化机能差，生长速度快，必须供给营养全面充足、易于消化吸

收的优质饲粮，满足营养需要，促进生长。配制育雏期饲粮时，应以育种场家推荐的营养标

准为依据，保持较高的营养浓度。选用鱼粉、豆粕、花生粕等易于消化吸收的优质原料，适

当添加人工合成的氨基酸和酶制剂。养殖户也可选购幼雏专用料或肉用仔鸡前期料，饲喂

2～3 周后换上一般雏鸡料，效果良好。  

 

 

            2.2 科学饲养管理  

            提供适宜的温度和光照。育雏第一周温度要求是：1～2 天 35℃～36℃，3～4

天 34℃～35℃，  

             

      5～7 天 33℃～34℃，以后每周降低 2℃～3℃至常温。育雏第一周光照强度为 20 勒

克斯（Lx），以后为 8～10Lx，光照时间 1～3 天 23 小时，4～7 天 22 小时，以后每周减少

光照 2～3 小时至要求的光照时数，并且光照要均匀。雏鸡适时饮水开食，出壳 24 小时后即

可饮水开食，一般不应超过 48 小时。开自食应用扁平的开食盘或粗糙的黄纸，少添勤喂，

喂料量充足，保证每只鸡每次都能吃饱吃好。  

 

 

            2.3 减缓应激  

            育雏期间在水中或饲料里加入抗应激剂和营养剂，缓解应激，促进生长。育雏

前 3 天，每百千克水中加入维生素 C 4 克（或速溶多维  

             

      100 克）和白糖 3000 克，缓解运输疲劳，增加热量，提高适应力。断喙、转群、免

疫接种的前后 3 天内在饮水中加入速溶多维(100 克／每 100 千克水)。断喙时要在料中加入

维生素 K３，避免出血，断喙后料槽内的料要达到一定厚度，避免槽底刺激鸡啄疼痛而影响

采食。  

 

 

            2.4 做好疾病防治工作  

 

             

      搞好育雏舍的隔离、卫生、消毒工作，保持育雏舍清洁卫生。做好鸡白痢和球虫病的

预防工作，据本地区和本场鸡群实际情况制订科学免疫程序，进行确切免疫接种，避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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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春季育雏需注意几个要素 

  分享： 

  傅杰 （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畜牧兽医站） 

 

  一 消毒 

 

  雏鸡入舍前先将鸡舍彻底清扫冲洗干净，然后用福尔马林和高锰酸钾进行熏蒸消毒，关

严门窗 12～24 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所有用具用 0．2％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消毒。

做完这些工作后，方可接雏入室。 

 

  二 饮水 

 

  雏鸡开食前，首先要给予饮水， 初几天，可在饮水内加入万分之一高锰酸钾，起消毒

饮水和清洗胃肠、促进小鸡胎粪排出的作用。经过长途运输的雏鸡，可在饮水中加入 5％左

右的葡萄糖，以帮助消除疲劳，尽快恢复体力，同时也可加入 0．01％的雏鸡开口灵或沙拉

沙星饮水，以防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等肠道疾病。所用饮水要预先加温，使水温与育雏室温

基本一致。 

 

  三 开食 

 

  雏鸡出壳后 24～36 小时，方可开食。 

 

  开食的饲料要求新鲜，颗粒大小适中，易于雏鸡啄食，且营养丰富、易消化，常用的有

碎玉米、小米、碎米、碎小麦等。开食料可煮至八成熟后再喂，这样有利于雏鸡消化。每日

喂 5～7 次，开食料喂 2～3 天后，逐步改用雏鸡混合料进行正常饲喂，每日喂 4~5 次，要少

喂勤添。可在出壳后第 4 天起在饲料中拌些切碎的青菜叶或嫩草叶，饲喂量约占饲料总量的

10％左右，以后逐步加大喂量，可占饲料总量的 20％~30％。 

 

  四 营养 

 

  雏鸡消化机能尚未发育完全，要喂营养丰富、易消化的全价配合饲料，如希望饲料公司

研制的雏鸡颗粒料，草鸡可买草小料进行饲喂，同时配喂适量青绿多汁饲料。使用单一饲料

或营养不全的饲料，不利于雏鸡的生长发育。 

 

  五 温度 

 

  春季虽然气温回升，但气候仍然寒冷，保持适宜的温度是育雏成败的关键。雏鸡体温调

节机能不健全，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环境温度的高低对雏鸡的生长发育和成活率有

着直接的影响。进雏前育雏舍要先预温，达到育雏的温度要求。一是初春育雏第一周龄内的

雏鸡需要鸡舍温度为 35℃～36℃， 

以后每周递减 2℃～3℃，直至舍温为 21℃～22℃为止，且该温度要保持到育雏结束。二是

根据鸡的反应，这也是养殖户 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温度过低时鸡只尖叫聚堆，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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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分散并有喘息，温度合适鸡只分布均匀活泼好动。也可采取温度计和感官相结合判断温

度是否适合。在此要特别提及的，如用煤球炉加温，必须用鸡舍加温专用煤球炉，也就是必

须要在煤球炉堂上方安装烟囱，烟囱的上方要设有出烟罩，而且出烟罩口必须朝顺风走向，

否则一旦逆风灌入，势必引起雏鸡一氧化碳中毒。 

 

  六 湿度 

 

  适宜的湿度可以保持雏鸡体内水分蒸发恒定，提高雏鸡的成活率。通常情况下，10 日

龄前，因育雏温度较高，空气的相对湿度往往太低，必须注意补充室内水分，使育雏室内的

相对湿度达到 60％～65％。10 日龄以后，随着日龄增长，体重增加，小鸡的采食量、饮水

量、呼吸量、排粪量等都逐日增加，加上育雏温度又逐周下降，很容易造成室内潮湿和料槽

垫料的霉菌中毒，小鸡对这种潮湿环境也不适应，因此，育雏室要加强通风，勤换垫料，加

添饮水时要防止水洒在地面或垫料上，尽可能将育雏室相对湿度控制在 55％～60％。 

 

  七 密度 

 

  合理的密度可使雏鸡均匀摄食，保持鸡群整齐发育和健康生长。密度的大小应根据雏鸡

日龄的大小、品种、饲养方式、季节和鸡舍结构等不同进行适当调整。平养雏鸡的合理密度

为：0～4 周龄 20～25 只／平方米；5～7 周龄 10～20 只／平方米。网上育雏的合理密度为：

0～4 周龄 24～28 只／平方米；5～7 周龄 15～20 只／平方米。 

 

  八 光照 

   

  合理的光照时间是：1～3 日龄 24 小时光照，4～14 日龄的光照时间为 16～19 小时，15

日龄以后采用自然光照。光照强度，按每 15 平力米的鸡舍，第一周时用一只 40 瓦灯泡悬挂

在 2 米高的位置，第二周开始换用 25 瓦灯泡即可。 

 

  九 通风 

 

  在育雏阶段，由于鸡舍温度较高，雏鸡密度较大，鸡粪和饲料极易腐败发酵，产生大量

的氨气、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气体。鸡舍内氨气浓度到一定量时人就感到不适，加上冬春不

少养鸡户为节约成本，大多用煤球炉加温，极易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有害气

体，因此要加强育雏室的通风，以保持育雏舍内空气新鲜。为解决通风与保温的矛盾，通风

之前先提高育雏室温度 1℃一 2℃，待通风完毕后基本降到原来的舍温，通风的时间 好选

择在晴天中午前后，通风换气应缓慢进行，门窗开启度应从小到大， 后呈半开状态，切不

可突然将门窗大开，让冷风直吹，使舍温突然下降。 

 

  十 防疫 

 

  根据当地实际，选择合理的免疫程序接种疫苗，特别在接种疫苗时须注意以下问题。疫

苗品种应与鸡群日龄相符；各种疫苗的接种方法(主要有滴眼、滴鼻、注射、剌种等)都有其

严格规定，应按照说明去做；疫苗的稀释一般用专用稀释液或蒸馏水加脱脂奶粉，释释好的

疫苗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完；每只鸡都应接种好疫苗；注意疫苗的存放；进行滴眼、滴鼻免

疫接种前后各 24 小时不要进行喷雾和饮水消毒，除正确使用和选用好疫苗外，同时必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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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规厂家生产的 SPF 疫苗。除此之外，还必须定期对鸡舍彻底消毒，保持鸡舍干燥、清

洁、卫生；育雏期可在饲料和饮水中适当添加预防药物；发现病鸡要及时隔离治疗，死鸡要

远离鸡舍焚烧或深埋。 

 

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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