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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黑鹅（肉鹅）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洲黑鹅（肉鹅）饲养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场舍建设、饲料、饲养管理、卫生防疫、

检疫、标志、包装、运输、生产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三洲黑鹅（肉鹅）的饲养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929 饲料中锌的允许量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1169 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5038 无公害食品 家禽养殖生产管理规范

NY 5266 无公害食品 鹅饲养兽医防疫准则

NY/T 5339 无公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三洲黑鹅 SanZhou black geese

佛山市高明辖区内纯繁、选育、推广而饲养的中小型鹅种, 全身羽毛除腹羽有少量白色、颈背鬃状

羽毛带黑色，其余均为灰黑色，喙、肉瘤、胫、蹼为黑色，因过去多从三洲集散出口，故名“三洲黑鹅”。

3.2

全进全出制 all in and all out system

同一鹅舍（场）的同一段时期内只饲养同一批次、同一日龄的鹅，同时进场、同时出场的管理制度。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NY%20929-2005&v=%u9972%u65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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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雏鹅 gosling

孵化出壳至 30 日龄的鹅。

3.4

草鹅（中鹅） grass-fed geese

从育雏后至进入棚舍育肥前饲养阶段的三洲黑鹅。因喂食牧草等青饲料，当地养殖户俗称“草鹅”

而得名。

3.5

棚鹅（育肥鹅） shed geese

从进入棚舍育肥至出栏饲养阶段的三洲黑鹅。

4 场舍建设

4.1 鹅场建设

4.1.1 鹅场选址、布局、工艺要求及设施按NY/T 5038执行；养殖场的环境应符合NY/T 388的要求；养

殖场应有充足和清洁的饮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的要求；污水、污物处理应符合NY/T 1169的要求。

4.1.2 饲养场、隔离场所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2 鹅舍建设

4.2.1 雏鹅舍、草鹅舍

4.2.1.1 应建在地势高燥、平坦开阔或缓坡地带，最大坡度不超过 30°，场地南向或东南向，向阳背

风。地面土质以透水性好的沙土为宜。鹅舍可用竹料、木料或钢管、塑料管、彩钢板等材料搭建。鹅舍

内地面高于舍外地面 30cm 以上，具有一定的通风条件，冬春季保温良好，夏季设防暑降温的设施。

4.2.1.2 鹅舍前面应设有陆地和水面运动场，其大小可据饲养鹅只的数量来考虑，需饲养至出售时足

以容纳得下该鹅群，并留有余地。鹅场周围应建围栏，高度宜 80cm，水面运动场水深宜 1m～1.5m。

4.2.1.3 育雏室应地面平坦，用混凝土制成，舍内地面宜比舍外高出 30cm～60cm；舍内分成多间小室，

每间小室 15m
2
～20m

2
；搭建约 2m 高的保温棚架。

4.2.2 棚鹅舍

4.2.2.1 水面鹅舍：在鱼塘等水面搭建，棚架离鱼塘基地面 40cm 以上，棚檐离棚架约 2.5m，以棚舍

长 50m～100m、跨度 5m～8m 为宜。棚舍四壁通空，分左右两列养殖栏，每列养殖栏分小栏，以高约 0.5m

的栅栏分隔，每栏宽 2.5m～3m。

4.2.2.2 地面鹅舍：在陆地地面搭建，棚舍建造结构、分栏与水面鹅舍基本相同，棚面离地架空层高

约 2.5m，四面不密闭，通风透气。棚面纵向以中间间隔分为两列养殖栏，靠棚舍两边或中间设 1.5m 宽

走廊（视地面排水沟位置而定），在走廊放置料盆和水盆。棚檐垂直地面处有阻止雨水进入粪污收集区

及实施雨污分离构造设置。舍内地面坡度约 15°，便于粪污干湿分离。棚面走廊垂直地面位置为清粪

通道，宽约 1.5m；通道与集粪区交界处建造纵贯整个棚舍的污水沟，一端连接舍外污水收集池；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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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舍的污水收集池连接到场内污水管道，最后汇集入三级污水处理池。舍内地面收集粪便，定期采用机

械或人工清粪，集中无害化处理。

5 饲料

鹅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NY 929、NY/T 5032、GB 13078的要求。

6 饲养管理

6.1 雏鹅

6.1.1 雏鹅选择

6.1.1.1 应来自有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鹅场，或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的专业孵化场，或由该类场

提供种蛋所生产的经过产地检疫的健康雏鹅。

6.1.1.2 大小均匀，出壳体重约 100g。全身绒毛黄松洁净，羽毛丰满，眼大有神，跑动有力，叫声响

亮，手握有弹性；卵黄吸收良好，肚子不大，腹部柔软，脐无出血或脐钉；没有趾爪弯曲损伤等外形残

畸。

6.1.1.3 遵循全进全出制，同一批雏鹅应来源同一种鹅场。

6.1.2 育雏室及用具准备

6.1.2.1 育雏室

应按以下要求准备：

a) 保温性能好，配备供暖保温设备；

b) 光照充足，活动窗帘，适时打开通风；

c) 保持舍内干燥、清洁，每间小室铺设网层及垫料，采用网上育雏法，避免粪便污染；

d) 雏鹅出场后应立即打扫、清洁、消毒，空置 2 周以上，为育下一批雏鹅做好准备。进雏前 3d，

加强舍内消毒，可用福尔马林或福尔马林加高锰酸钾进行熏蒸消毒；

e) 可用 18%～20%石灰乳涂刷墙壁、3%烧碱等消毒溶液喷洒鹅舍地面和放养场所。

6.1.2.2 用具

包括以下用具：

a) 饲养用具

饲料盆（槽）、饮水器（槽）等用消毒液浸泡或洗涤，再用清水冲洗干净。育雏前 3d 放置适

当位置。

b) 保温用品

垫草或垫布，清洗后在阳光下曝晒 1d～2d。

6.1.3 环境控制要求

6.1.3.1 保温

6.1.3.1.1 育雏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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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稳，随日龄增加逐渐降温，一般第1周保持27℃～29℃，以后每周下降2℃，至维持在21℃～

24℃。应根据雏鹅的表现调节温度，鹅群打堆则需升温；如雏鹅远离热源并张口呼吸、频频饮水则应降

温。

6.1.3.1.2 保温时间

视季节而定，以室内温度是否达到所需温度为准：

——冬季保温时间长，一般10日龄～18日龄后开始脱温，如天气寒冷，还需继续保温；脱温要逐步

进行，使雏鹅逐渐适应外界较低的温度。

——夏季保温时间短，一般3日龄～7日龄后开始脱温，如气温超过 31℃时，只需保温3d。

6.1.3.2 防潮

育雏室相对湿度应保持55%～65%。喂水切勿外湿，发现湿垫草及时更换，加强通风换气。

6.1.3.3 舍内光照

1日龄～7日龄24h光照，8日龄～14日龄18h光照，15日龄～21日龄16h光照，28日龄以后采用自然光

照。光照强度20lx～60lx，灯泡高度离地0.8m～1.2m。

6.1.4 饲养方法

6.1.4.1 总则

先饮水后开食。放牧前，以舍饲（舍内喂养方式）饲养；放牧后，以舍饲和放牧戏水结合的方式饲

养。

6.1.4.2 饮水

按以下要求：

a) 初饮时间：出壳 12h～36h；

b) 水温：冬季、早春 20℃±2℃，其它季节为常温；

c) 饮用水：初饮水为清洁用水，可添加 0.01%～0.02%高锰酸钾和少量葡萄糖、维生素；初饮后，

应保证雏鹅有足够的清洁饮用水。

6.1.4.3 开食

按以下要求：

a) 时间：初饮后即可开食，不应超过出壳 48h；

b) 开食料：雏鹅全价配合饲料。

6.1.4.4 舍饲

喂料器饲料应充足，自由采食；喂料器和饮水器的大小和高度应保证鹅的头颈能伸入器内采食和饮

水，又避免鹅进入器内践踏。舍饲喂料为配合饲料和青绿饲料。

6.1.4.5 放牧与戏水

按以下要求：

a) 7日龄后，可选择天气晴朗、外界气温与育雏温度接近的时段放牧，上午、下午各放牧一次，

露水未干、阴雨天时不放牧，防止日晒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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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放牧前饲喂少量饲料，放牧 3d 适应室外环境后，每天喂料后让鹅下水活动，然后让鹅群蹲地

休息片刻再放牧，每次放牧和戏水时长随日龄增长逐渐增加；

c) 放牧鹅群时要注意调教，使其按要求进行活动。仔细观察鹅群状况，缓赶慢行，禁止大声吆喝

和紧追猛赶。

6.1.5 养殖密度

6.1.5.1 1 日龄～7 日龄：（25～18）羽/m
2
。

6.1.5.2 7 日龄～14 日龄：（18～11）羽/m
2
。

6.1.5.3 14 日龄～20 日龄：（11～6）羽/m
2
。

6.1.5.4 16 日龄以后可群养。根据雏鹅的体重大小、采食情况、活泼程度及时分群饲养。饲养中应不

断调整鹅群，使每群鹅大小、强弱尽量一致，每群 200 羽～300 羽。

6.1.6 定期称重

每周末空腹随机抽取 10%雏鹅称重，了解鹅群的发育情况，以便调整饲料的营养水平和给料量。

6.1.7 育雏效果检查

育雏鹅成活率90%以上，25日龄～30日龄体重达1.5kg为好。

6.2 草鹅（中鹅）

6.2.1 环境控制要求

鹅舍温度采取自然温度，保持舍内地面干燥，保持通风采光良好，夏秋季可以舍外圈养，防止日晒

雨淋。

6.2.2 饲养方法

以舍外场内放牧为主。饲喂配合饲料和青绿饲料，自由采食或定时喂料。每次喂料后放水一次，饮

水采用自由饮水方式，可以适当投服禽用复合维生素。

6.2.3 分群

按每群1000羽分群，3.5羽/m
2
。

6.2.4 草鹅饲养管理效果检查

成活率在90%以上，48日龄～53日龄体重达3kg以上。

6.3 棚鹅（育肥鹅）

6.3.1 草鹅（中鹅）选择

6.3.1.1 应来自饲养环境良好，管理规范，科学免疫，表征健康，活力足及均匀度好，经过产地检疫

的 3kg 以上草鹅群。同一栋鹅舍饲养群体宜来源于同一鹅群。

6.3.1.2 中鹅群进场先在观察舍饲养 7d，观察确认鹅群无传染性疫病方可转入育肥棚。分小栏饲养，

每小栏饲养 45 羽～50 羽，饲养至出栏，坚持全进全出制原则。

6.3.2 饲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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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舍饲养。前7d（夏季）或10d（冬季）饲喂全价配合饲料，8d～25d饲喂全价配合饲料、稻谷和米，

11d（夏季）或25d（冬季）后饲喂米。早上5～6点加第一次料，控制在3h吃完，下午2点第二次加料，

加料量应保证维持至第二天早上5点。

6.3.3 日常管理

6.3.3.1 每栏配置 1 个料槽、1个饮水盆和 1个沙盆，水盆和沙盆加铁网罩，防止鹅只进入污染水和

沙子，饮水采用自动流滴。

6.3.3.2 及时清理鹅舍，定时做好用具和场地的清洁消毒，定时喂料，保持环境安静，避免应激。

6.3.3.3 日常注意观察鹅群动态，发现异常的鹅只及时隔离观察，及时诊疗。

6.3.3.4 遇到恶劣天气，或转栏、转群的时候，可添加 0.5%（或根据说明书用量）维生素 C或复合维

生素和矿物质微量元素。

6.3.4 出栏

经不少于40d育肥，饲养至90日龄～95日龄，棚鹅体重4.0kg左右出栏。

7 卫生防疫

7.1 消毒、鹅舍空置和对外隔离

7.1.1 鹅场的清洁消毒、鹅舍空置和对外隔离按 NY/T 5038 执行。鹅出栏后，栏舍空置 14d，并进行

消毒清洗。关闭并密封鹅舍，防止野鸟和鼠类进入。鹅场所有入口处应加锁并设置“谢绝参观”标志。

7.1.2 鹅场门口设消毒池和消毒通道，进出车辆经过消毒池，所有进场人员应更换场内专用工作服经

消毒通道进人，消毒池可选用 2％氢氧化钠溶液，消毒液应定期更换，保持其有效性。消毒通道可采用

定时喷雾消毒，地面垫铺浸湿消毒液的垫布。进场车辆宜用表面活性剂消毒液进行喷雾。

7.2 工作人员要求

工作人员应掌握本岗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身体健康。工作人员进鹅舍前应更换干净的工作服和工

作鞋。

7.3 兽药

兽药的使用应符合NY/T 5030的要求。严格遵照药物休药期。

7.4 免疫接种与日常保健

7.4.1 应符合 NY/T 5339、NY 5266 的规定，按程序要求进行免疫接种；

7.4.2 在饲料中可定期添加促进肠道健康和预防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中草药或中药制剂、益生菌和抗菌

肽等制剂。

7.5 无害化处理

病死鹅应按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清出的垫料和粪便按NY/T 1168处理；废弃物对外排放应符合GB

18596要求。

8 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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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出售前应按要求进行产地检疫，经法定兽医检疫合格后方可出场，不合格鹅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

理。向境外输出时应按要求办理有关手续，并依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实施检疫。

9 标志、包装、运输

9.1 标志

鹅出栏应有合格证和检疫证。合格证一式三份，一份留场存档，一份装箱，一份交接收人或单位。

合格证内容应包括：合格证编号、产品名称、品种、数量、供应单位、签发日期以及查验合格等内容。

9.2 包装

用经清洗和消毒的洁净运载箱或笼装载。

9.3 运输

按NY/T 5038执行。

10 生产记录

建立养殖档案，做好各项生产记录。所有记录应准确、完整，记录应保存至少3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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