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雏鸡育雏 1～10 天技术要点 

 

 

 

育雏第一天 

  1.鸡未到达鸡舍前，先将鸡舍预温到 35℃～37℃；湿度控制在 65%～70%之间，并将疫

苗、营养性药物、消毒药、水、饲料、垫料和消毒设施准备齐全。 

  2.雏鸡进入鸡舍后，应迅速上笼，安排好饲养密度，一般平养按每平方米 20 只～30 只，

笼养每平方米 50 只～60 只。 

  3.上笼后立即给水，最好是室温的凉开水，饮水中加 5%的葡萄糖和 0.1%电解多维，每

天饮水 4 次。 

  4.雏鸡饮水 4 小时后，可以往料槽或料盘放料，最好选用高蛋白水平的雏鸡开食料或强

化料，粗蛋白水平不能低于 19.5%，每天喂料 4 次；另外特别注意不能断水，否则影响雏鸡

生长。 

  5.应给予全天光照（即 24 小时），光照强度为 10 勒克斯。 

  具体控制方法：由于刚出壳的幼雏视力弱，为了让雏鸡尽早熟悉环境，采食和饮水，要

求给雏鸡提供光照时间长、强度大的舍内环境，鸡舍灯泡的安装，应以靠近鸡群活动区域为

好，高度一般距地面 2.1 米～2.5 米，灯泡间的距离应等于其高度的 1 倍～1.5 倍。此外，为

了获得较均匀的光照度，灯泡应交错设置，灯炮的瓦数以 60 瓦为宜，灯炮距离鸡体的高度

一般在 1.8 米～3.1 米之间，如有灯罩为 2.5 米～3.1 米，无灯罩的为 1.8 米～2.2 米，千万不

要让灯泡离鸡太近，避免发生啄肛、啄羽现象。 

  6.进雏当天晚上，应将鸡舍地面用消毒药喷雾消毒，以达到增加舍内温度，消毒地面和

降低舍内粉尘的目的。同时，为了加大舍内湿度，可在火炉上煮水产生水汽，甚至直接在地

面均匀洒水，以保持必须的舍内湿度。 

  育雏第 2 天～3 天 

  1.光照时间为 22 小时～24 小时，光照强度为 10 勒克斯，湿度以 70%为宜（光照强度

和光照湿度的控制同第一天）。 

  2.采用新支／肾三联弱毒苗滴鼻点眼（2 头份／只）和颈部皮下注射新城疫油苗 0.3 毫

升／只，以避免早期新城疫肾型传支和生殖型传支的发生，但免疫当天绝对不能进行带鸡消

毒。 

  3.饮水中停止使用葡萄糖，以减少雏鸡的糊肛现象。 

  育雏第 4 天～7 天 

  1．从第四天开始每天减少 1 小时光照时间，即 4 日龄 23 小时，5 日龄 22 小时，6 日龄

21 小时，7 日龄 20 小时。 

  2.饮水和喂料每天三次，饮水可选用自来水，免疫前后两天不能使用，可根据雏鸡的健

康状况适当减少水中的多维剂量，饲料的营养成分不能改变。 

  3.舍温可下调 1℃～2℃，即保持 34℃～36℃（光照强度和温度的控制方法同第一天）。 

  4.注意舍内的通风换气，一般通风前适当提高舍温 2℃左右，每天排风 3 次～5 次，特

别是选用燃煤育温的鸡舍，更应加强通风换气，以减少舍内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同

时防止煤气中毒。 

  5.每天坚持清粪，而且从育雏第 4 天开始每天坚持带鸡消毒一次，消毒安排在清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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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第 7 天称重，一般抽取比例为 5%，看是否达到标准，适当调整每天饲料用量。 

  育雏第 8 天 

  1.光照时间为 14 小时，舍温可降至 34℃～35℃，湿度为 65％，光照强度适当减弱，可

将 60 瓦灯泡换成 40 瓦灯泡。 

  2.断喙，可防止啄羽、啄趾、啄肛等，减少饲料浪费。断喙的位置：上喙从尖端到鼻孔

1/2 处，下喙剪断 1/3，俗称地包天。 

  断喙注意事项： 

  1.准备迅速、防止流血，可在饮水中加入维生素 k3,剂量为 5mg/百斤料。 

  2.体弱、病鸡不断喙。 

  3.断喙前后 3 天在饮水中加入抗菌素，可防止伤口感染。 

  4.断喙后 5 天内料槽中的饲料应加厚，避免雏鸡啄空料槽，使伤口感染。若此时需要使

用康球虫药，则在饲料消耗未恢复到正常之前，采用饮水投药。 

  5.及时挑出弱雏放在光线强、温度偏高的地方，并注射丁胺卡那庆大霉素单独治疗。 

  育雏第 9 天～10 天 

  1.光照时间每天减少 1 小时，即 9 天为 18 小时，第 10 天为 17 小时（光照强度同第 8

天）。 

  2.给予充足的饮水和营养充分的饲料，适当增加通风量和通风的次数，一般以每隔 2 小

时～3 小时通风换气一次，有条件的鸡舍可采用机械自动控制通风。 

  3.第 10 天～15 天颈部皮下或胸部皮下注射禽流感 h5 +h9 型，0.5 毫升／只。 

  4.舍温控制在 33℃～34℃，湿度以 60%为宜。 

  总之，在育雏前期应以予雏鸡舒适、优美、无病原微生物污染的饲养环境，良好的管理

技能，充足的饮水和饲料，适当做好雏鸡的各项免疫工作，有利于增强鸡群的体质，可以减

少马立克氏病、新城疫、生殖型传支的发病率，以便更好地发挥鸡群的生产性能。 

春季应抓紧火鸡育雏 

 火鸡又称美国地鹤、七面鸡、是一种羽毛华丽、性情温驯、体骼壮大的大形珍禽。该鸡具

有生长快、产肉多、肉质好、营养丰富、味鲜美、宜饲养、耐粗食、抗病力和合群性强等优

点。其肉蛋白质高达３０％以上，是生产动物蛋白的佼佼者，故被誉为“造肉机器”。该鸡

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美国尼古拉种，公鸡体重达３５～４０公斤，但繁殖时必须人工授精，

故一般农户不宜发展；另一种为本文所介绍的吐缓鸡，又称青铜火鸡，公鸡体重１０～１２

公斤，母鸡体重５～６公斤，年产蛋１８０枚，自然交配，自然孵化，很适合一般农户和养

殖场发展，市场广阔。要使火鸡养殖获得成功，提高春季育雏成活率是关键。笔者经过四年

的养殖，认为火鸡育雏应掌握以下几项技术。  

  一、雏鸡初期的饲养管理 

 

  雏鸡在孵坊或自然孵化出壳后，备有烘房者，可在烘房内网上多层育雏。如没有烘房而

育雏数量开始不是很大，可采用４０～６０瓦灯泡分箱照射保温。雏鸡初期１～２周龄需要

的温度应控制在３５～３２℃，将雏鸡放进长约６０厘米，宽约４５厘米硬纸壳箱内，一般

一只硬纸壳箱可育２０只雏鸡。箱顶用布或报纸盖上。报纸或纸板盖的要放好通气孔，箱内

垫上６厘米厚的切成５厘米长的干净稻草或其它较软的干草，备上清洁水和全价小鸡饲料。

饲料除夏秋季可干喂外，春冬季节可用温水拌和饲喂。雏鸡刚进箱保温要加强观察。如发现

雏鸡不断张嘴，说明箱内温度高了，可将灯泡朝上放一点；如雏鸡互相挤成一团、不断叫唤、

则温度低了、应将灯泡朝下放一点；同时还要掌握以下几点。 

 

  ｌ、防止突然停电 早春或冬季突然停电１～２小时，雏鸡就会冻死。为此，平时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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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只３瓦的小吊灯，日夜不关灯，如发现突然停电，可将雏鸡放在另一只下面垫有热水袋、

上面铺有撕碎了的棉花的纸壳箱内保温，盖严实。待来了电，再将雏鸡放在原来的育雏箱内

保温。 

 

  ２、不可放在骄阳下暴晒 不要为了节约电费，夏秋气温较高时将雏鸡放在太阳下暴晒。

否则，很快晒死。夏秋季每天上午可晒１０分钟左右，冬春两季在保证供水的情况下放在阳

光下晒、但也要加强观察，适时调整。 

 

  ３、切忌箱内潮湿 要经常更换箱内的稻草，并调换使用另一只纸箱，原来使用的纸箱

要晒干，保证箱内干燥不潮湿，防止雏鸡得病或氨气以及一氧化碳中毒。 

 

  ４、不让母鸡带雏鸡 小鸡出壳后，应进入保温箱饲养，不让母鸡带小鸡，避免寒风袭

击，以防雏鸡受寒和母鸡减少年产蛋量。 

 

  二、雏鸡中期的饲养管理 

 

  雏鸡中期３～４周龄箱内温度应控制在３０～２５℃，在这阶段，雏鸡饲食量开始增大，

应保证供足饲料和水，但依然要箱养，不可散放寻食，并开始在饲料中添加切碎了的葱蒜之

类，以保证火鸡有钛元素的吸收。如添加切碎了的蔬菜叶，不宜喂得太多，以防拉稀，仍以

不变质的小鸡饲料为主，菜为辅。 

 

  三、雏鸡后期饲养管理 

 

  夏秋两季育雏的后期５～６周龄，白天可脱温放入育雏室饲养，以增加雏鸡的活动范围，

但晚上仍然要放进较大的纸壳箱内，以防晚间气温骤降。箱顶盖上防蚊纱布，以防蚊子叮咬

而感染鸡痘病。如白天突然刮风下雨，气温骤降，应立即将雏鸡捉入纸箱内保温性暂养，晚

间要防家鼠、黄鼠狼侵害。饲养２月龄以内的火鸡应以圈养为主，尽量不要散放，以防暴风

骤雨的突然袭击而降低成活率。此后开始放牧，每天放牧也应控制在４小时以内、待成青年

鸡后，可整天散放。同时，农户养火鸡，饲料要因地制宜，本地有什么饲料，从雏鸡后期即

可开始投喂、以防后期择食。但还要注意营养的全价性，少量添入鱼粉或豆粕食盐、氨基酸、

骨粉。 

 

  四、疾病防治 

 

  １、鸡舍卫生：火鸡在进入室内饲养时，应在地面上铺设２寸厚的沙子或锯木屑或切过

的稻草，并定期更换，鸡舍消毒要制度化。 

 

  ２、疫苗防病：７日龄时，用鸡新城疫Ⅰ系滴鼻，每只雏鸡滴２～３滴；３０日龄时，

用鸡新城疫Ⅱ系疫苗滴鼻或胸部肌肉注射；６０日龄时，再用Ⅰ系疫苗注射１次，平时定期

喂一些白酒浸过的大米，以后不会得鸡瘟病。 

 

  ３、驱虫防病：育雏期结束进入场地圈养或散放后，要用灭滴灵和肠虫清拌料投喂，每

月喂３天，每天２次，每次每鸡各２粒，碾碎拌入精料中喂，也可将过期的青霉素、链霉素

进行废物利用，不要丢弃，适量放入水盆中让其饮之，以防火鸡盲肠肝炎病和肠道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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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养鸡手册-育雏条件 

 

育雏条件 

（1）温度：温度对雏鸡的生长发育相当重要。在育雏阶段适应较高温环境。第一周前三天

37℃，后三天 35℃，以后每周降 

温 2℃直到 21℃。雏鸡的分布状态是判断温度是否适宜的标志：温度合适则雏鸡均匀分布、

运动自如、形象舒服。雏鸡扎堆、叽叫、靠近热源，说明温度偏低；雏鸡远离热源、翅膀散

开并张口喘气、呼吸急促，说明温度偏高。 

 

 

（2）温度控制标准 

 

 

 

 

     （2）湿度：雏鸡舍要维持适宜的湿度。1-10 天以 65%-70%的湿度为宜；11 日龄以后

雏鸡呼吸排粪相应增多，容易潮湿，以 50%-55%的湿度为宜，但不能小于 40%, 

  （3）通风：在通风之前把鸡舍温度提高 2-3℃，应在中午外界温度较高时进行，不能

让气流直吹雏鸡，防止贼风出现。 

  （4）光照：光照强度 20-30 勒克司（Lux）（10 Lux 相当平方米 1-2 瓦），第一周 23-24

小时／天，目的是为了让雏鸡尽快熟悉环境，便于饮水，采食。（详细内容参见 8 光照程序） 

  （5）饲养密度 

  进鸡后，装鸡时要注意把握饲养密度。合理的饲养密度，是保证鸡群健康成长的重要因

素，密度过大会限制雏鸡活动、采食、饮水，生长不整齐，密度过小，浪费设备和人力，增

加保温难度。 

 

 

 

饮水 

雏鸡进人鸡舍后，要先饮水后开食，因为出壳以后，还有部分卵黄没有完全被吸收，饮水有

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另外，由于在育雏舍内温度较高，呼吸蒸发量大，也需用饮水来维持

体内的代谢平衡。育雏开始的 1－3 天，饮水中应加 3%的葡萄糖和 0.1%的电解多维。 

开食 

3 日龄以内的雏鸡可以饲喂潮拌料，目的是改善饲料的适口性，增加雏鸡的采食量。具体操

作方法如下：把饲料摊平、加水 25%、双手搓匀。合格的潮拌料标准是手紧握成团，手松

开则自动散落。做好的潮拌料应尽可能在 6 小时内让雏鸡采食完。为了整个育雏阶段取得好

的成绩，育雏期第一周建议使用“峪口雏鸡专用”强化幼雏料、1-6 周建议使用“雏鸡专用”

雏鸡开食料。 

断喙 

一般在 7-10 日龄进行，可防止啄羽、啄趾、啄肛等，而且减少饲料浪费。断喙部位：上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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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尖端到鼻孔 1/2 处，下喙剪断 1/3，俗称“地包天”。 

  断喙注意事项： 

  1）准确、迅速，防止流血。 

  2）体弱、病鸡不断喙。 

  3）避免操作过急。 

  4）断喙前后 2 天，饮水或饲料中应加人维生素 K 和抗菌素。 

  5）断喙后数天内，在料槽中加人较厚的饲料层，避免雏鸡啄空料槽使伤口感染。如果

此时需使用抗球虫药，则在饲料消耗未恢复到正常之前，采用饮水投药。 

育雏末期目标 

○鸡群健康。 

  ○鸡群体重达标、整齐度高。 

  ○成本低。 

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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