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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

方法，包括所述以下原料组成：玉米、豆粕、麦麸、

预混料、鱼粉、柠檬酵素、磷酸氢钙、甘草、食盐和

多维，本发明通过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

调节了鸡体酸碱平衡，酸碱平衡是鸡体维持体液

的酸度在很小范围内波动的调节功能，以保持正

常生理活动和代谢的需要，通过柠檬酵素食物的

热量很低，富含柠檬酸，是钾，钙，铁，维生素C和

生物类黄酮的上等来源。生物类黄酮大大低于果

实，因为其主要是存在于果实的皮和膜中。柠檬

酵素中含有相当的柠檬醛，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

P，青柠檬中含有一种近似胰岛素的成分，通过添

加柠檬酵素、益生菌、营养沙、昆虫蛋白和多种维

生素保证鸡成长过程中所需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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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所述以下原料组成：玉米、豆粕、

麦麸、预混料、鱼粉、柠檬酵素、磷酸氢钙、甘草、食盐和多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育雏料

（0‑‑21日龄）：玉米60%、豆粕10.5%、麦麸8%、预混料12%、鱼粉5%  、柠檬酵素1.5%、磷酸氢钙

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温料

（22‑‑45日龄）：玉米63%  、豆粕10.5%、麦麸8%、预混料10.5%、鱼粉1%、柠檬酵素2%、磷酸氢钙

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育成料

（46‑‑90日龄）：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

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育肥料

(90日龄以上）：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

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栏料

(上市前15天）：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

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砂：

中砂30%、细砂5%、红土20%、柠檬粉10%、贝壳粉20%；（土表50CM以下的土壤）（或蛋壳）熟石灰

5%、木炭粉4%、食盐3%、甘草2%、多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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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禽养殖技术、家禽饲料配方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

养鸡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已从吃的饱向吃

的好吃的健康方向转变；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优质肉产品发展空间巨大。在乡村振兴、产业

振兴大浪潮下生态放养鸡养殖“起点低、热度高”与乡村闲置资源结合度高备受追捧，生态

放养鸡养殖是一个“外行人热烈、内行人冷淡”的行业,看似门槛低，实则高风险、高投入、长

周期、低回报、低成功的行业。对行业有较清晰的认识自我的准确定位、场地的选择和规划、

适宜品种的正确选择，有效的饲养管理、及时的销售变现、场地的有效利用。

[0003] 现有技术中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缺点不足：

1、专利文件CN106577532A公开了一种生态养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选择品种，

选择适宜放养的当地土鸡品种；选择饲养场址，生态养鸡的养殖场地选择草原牧地、天然林

地、农家田地等地饲养，交通方便；雏鸡饲养，雏鸡训练，雏鸡在舍内饲养4周后改为小围栏

散养，经过4～6周的训练后放养了；饲料，鸡群除了自由采食林内的杂草和昆虫等天然饲料

外，还应加强营养补充，疾病防治，从出雏后的第一天就要做好疫病防治，接种疫苗；养殖管

理，为了防止鸡只外跑，可用绳网或篱笆栏做成围栏。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生态养鸡方法通过

自然环境的熏陶和有机食物的养育，让鸡肉恢复应有的天然优良品质，鸡肉鲜美、营养价值

高、无抗生素残留。”，上述装置在使用时， 由于生态放养鸡土鸡市场尚不成熟，饲养水平参

差不齐，养殖技术陈旧老套，食物来源单一不平衡等；饲养方式采取全天放养，比圈养鸡面

临更多的自然风险和疫病风险，生态放养鸡总体来讲养殖成本大、风险高试错成本高、生产

效率低下、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0004] 2、现有技术中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使用时，解决生态放养鸡在养殖

过程中营养不均衡，肠道问题突出，肌体免疫力低下等问题。

[0005] 3、现有技术中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使用时，生态保护与生态平衡关

系的协调、产品品质的统一和稳定、销售成本高、生产信息与市场需求的不对称。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包

括所述以下原料组成：玉米、豆粕、麦麸、预混料、鱼粉、柠檬酵素、磷酸氢钙、甘草、食盐和多

维。

[0008] 优选的，所述育雏料（0‑‑21日龄）：玉米60%、豆粕10.5%、麦麸8%、预混料12%、鱼粉

5%  、柠檬酵素1.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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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育成料（46‑‑90日龄）：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

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0010] 优选的，所述育成料（46‑‑90日龄）：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

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0011] 优选的，所述育肥料(90日龄以上）：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

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0012] 优选的，所述出栏料(上市前15天）：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

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

[0013] 优选的，所述营养砂：中砂30%、细砂5%、红土20%、柠檬粉10%、贝壳粉20%；（土表

50CM以下的土壤）（或蛋壳）熟石灰5%、木炭粉4%、食盐3%、甘草2%、多维1%。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发明通过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调节了鸡体酸碱平衡，酸碱平衡是鸡

体维持体液的酸度在很小范围内波动的调节功能，以保持正常生理活动和代谢的需要。

[0015] 2、本发明通过柠檬酵素食物的热量很低，富含柠檬酸，是钾，钙，铁，维生素C和生

物类黄酮的上等来源。生物类黄酮大大低于果实，因为其主要是存在于果实的皮和膜中。柠

檬酵素中含有相当的柠檬醛，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P，青柠檬中含有一种近似胰岛素的成分、

有利于满足鸡生长过程中的营养需要。

[0016] 3、本发明通过添加柠檬酵素、益生菌、营养沙、昆虫蛋白和多种维生素保证鸡成长

过程中所需的营养，并在鸡的整个生长期内进行了系统的疾病防治管理，显著提高了鸡群

的免疫力，大大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了生态鸡的养殖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前端”、“后端”、

“两端”、“一端”、“另一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

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

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置有”、“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

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

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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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包括以

下原料组成：玉米、豆粕、麦麸、预混料、鱼粉、柠檬酵素、磷酸氢钙、甘草、食盐和多维，育雏

料（0‑‑21日龄）：玉米60%、豆粕10.5%、麦麸8%、预混料12%、鱼粉5%  、柠檬酵素1.5%、磷酸氢

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育成料（46‑‑90日龄）：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

混料8%、鱼粉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育肥料(90日

龄以上）：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粉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

草1%、食盐0.3%、多维0.2%，出栏料(上市前15天）：玉米63%、豆粕9.5%、麦麸8%、预混料8%、鱼

粉5%、柠檬酵素3.5%、磷酸氢钙1.5%、甘草1%、食盐0.3%、多维0.2%，营养砂：中砂30%、细砂

5%、红土20%、柠檬粉10%、贝壳粉20%；（土表50CM以下的土壤）（或蛋壳）熟石灰5%、木炭粉4%、

食盐3%、甘草2%、多维1%。

[0022] 本发明中，该装置的工作步骤如下：

实施例一：

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雏鸡选择，选择适合放养的土鸡品种红瑶、淮南王、固始鸡、清远麻鸡等选

择羽毛整洁光亮、叫声洪亮清脆、眼亮有神、反应敏捷、腿脚结实、站立稳健、腹部收缩良好

的雏鸡作为养殖品种；

第二步，鸡舍建造，选择地势高燥、避风向阳、环境安静、饮水方便、无污染、无兽害 

的竹园、果园、茶园、桑园的地块作为养殖地块，然后搭建避雨、遮阳、防寒的养殖棚作为作

为养殖鸡舍。棚舍四周起沟50‑70厘米，鸡舍内土壤水平高于鸡舍外土壤15厘米；鸡舍顶部

铺设保温隔热材料，确保鸡舍内部冬暖夏凉；棚顶斜度大于15度。确保雨水顺利排走保持鸡

舍内干燥；每个鸡舍适当留窗保证鸡舍内良好通风；

第三步，进雏前的准备提前一周联系苗源确定到场的具体时间、数量、规格。鸡苗

到场前三天做好场地的全面消毒防疫工作、保温工作。准备好饲养器具、饲粮、柠檬酵素、免

疫保健品等；

第四步雏鸡进棚，放养只为每亩300只；

第五步，柠檬酵素食物投放，柠檬酵素与玉米粉、麦麸、大豆粕、鱼粉、矿物微量元

素、多种维生素根据鸡仔的不同阶段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让鸡仔自由采食；

第五步放养鸡的饲养方式；

采取柠檬酵素饲养放养鸡的方法的方式饲养；是养殖人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将传统养殖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利用林地、草

场、果园、农田、荒山、竹园和河滩等资源长期放养的无公害优质鸡。实行自由放养，让鸡群

觅食昆虫、嫩草、树叶、籽实和腐殖质等自然饲料为主，人工科学补料为辅，严格限制化学药

品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禁用任何激素和人工合成促生长剂，通过良好的饲养环境、科学饲

养管理和卫生保健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鸡群的营养、生理和心理需要，提高鸡群本身的免

疫力，标准化生产，使肉、蛋产品达到无公害食品乃至绿色食品的标准。同时，通过放养，控

制植物虫害、草害，减少农药的使用，利用鸡粪培肥土壤，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高度统一。抓住原始、生态、无污染环节，满足现代饮食业追求纯天然的要求。

[0023] 实施例二：

（1）定时定点饲喂，第一周龄内每天饲喂四次柠檬酵素食物，以后每周减少1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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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每天饲喂两次柠檬酵素食物，饮水取用当地山泉，采用普拉松式自动饮水器供水，保证饮

水清洁、充足，普拉松式自动饮水器定期清洗、消毒；

（2）场地选择竹林或树林，采用可移动鸡舍，定期更换鸡舍的位置，鸡舍内采用发

酵床技术，定期清洗鸡舍并消毒；满足鸡仔自由采食，刨土、奔跑等天性行为的需求；

（3）从1日龄开始，饲料中添加柠檬酵素食物、益生菌、营养沙、昆虫蛋白和多种维

生素，7日龄内进行白痢防治，7日龄时注射新支120；第二周龄、一月龄和二月龄进行感冒及

法氏囊炎防治，第三周龄进行H5、H7、鸡痘和球虫防治，注射H120；半月龄、一月龄、二月龄进

行球虫防治；半月龄、一月龄、三月龄、五月龄进行中药保健；二月龄、四月龄除蛔虫；二月

龄、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进行新城疫防治；定期添加维生素和益生菌，定期补充矿物质元

素；

（4）夏天下地，每天将鸡唤回鸡舍内饲喂柠檬酵素食物，饲喂后放养；

（5）定期播放适合鸡感官的低频音乐舒缓情绪减少应激；

进一步地，鸡舍温度和光照控制：从1日龄开始，控制鸡舍内部温度为33‑35℃，全

天光照，饲养至7日龄后，定期关灯以适应自然光照，直至完全采用自然光照，温度每两日降

1℃，直至室温。

[0024]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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