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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立体散养蛋鸡……性能以及……规律，对……等指标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分布具有区域特异性，对具有……影响。研究提示：应根据……，加强……以提高……。
关键词：……蛋鸡；产蛋……；立体……
中图分类号：S831.4
文献标识码：A

……of Laying Hen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ee-range H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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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ee-range henhouse
during the late laying period and to determine the rule of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a
region-specific distributions, and there was an significant effect on ……. The overall results
suggested that……strengthened according to …… to improve …….
Key words: …… laying hens; oviposition ……n; three-dimensional……
蛋鸡福利化养殖……，……………………………………其中产蛋性能就是重要数据之一。
产蛋性能……，从而对鸡群实施科学管理，提高养殖场经济效益。已有许多学者……进
［
］
［
］
行了研究 1~7 ，但关于……研究较少 8,9 。本试验以……为研究对象，研究……，为……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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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分组
试验地点在……蛋鸡场进行。试验鸡舍及配备的蛋鸡福利养殖设备均由……提供，……
鸡舍结构和福利养殖设备分别见图 1 和图 2。共饲养……只……周龄……蛋鸡。试验蛋鸡分
为……组，每组设……重复，每个重复……只。试验期间饲养管理按照……执行。试验基础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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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粮组成

比例（%）

营养水平

含量（%）

玉米

55.80

代谢能（MJ/kg）

12.13

批注 [中国家禽17]: 其他单位需换算

大豆粕

38.00

粗蛋白质

21.0

为 MJ/kg

大豆油

2.40

钙

1.0

磷酸氢钙

1.70

有效磷

0.45

石粉

1.02

赖氨酸

0.115

食盐

0.35

蛋氨酸

0.05

50%氯化胆碱

0.26

锌

蛋氨酸羟基类似物

0.053

DL-蛋氨酸

0.147

L-赖氨酸盐酸盐

0.02

乙氧基喹啉

0.02

微量元素

1

0. 0036

0.20

Trace
mineral premix
2
维生素预混料

0.03

Vitamin premix
合计

100

注：1.微量元素预混料为每千克饲料提供：铜 8 mg（CuSO4·5H2O）
，铁 80 mg （FeSO4）
，锰 100 mg
（MnSO4·H2O）
，硒 0.15 mg （Na2SeO3）
，碘 0.35 mg （KI）
；2.维生素预混料为每千克饲料提供：维生
素 A 9500 IU，VD3 62.5ug，维生素 E 30IU，维生素 K3 2.65 mg，维生素 B1 2 mg，维生素 B6 6 mg，维生
素 B12 0.025 mg，生物素 0.0325 mg，叶酸 1.25 mg，泛酸 12 mg，烟酸 50 mg。

1.2 主要试剂及仪器
主要试剂有：……（批号，购自……公司或……公司产品）、……。
主要仪器有：……检测仪（……型，……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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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试验期间从……进行采集，统计……数量，连续统计 1 周，具体为：每日测……，按
照……公式计算……指标。具体如下：……。

批注 [中国家禽19]: 提及 1.2 中的试

1.4 统计与分析
数据采用……进行整理，采用……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进行多重比较比较显著
性差异。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别

剂和仪器可不用表述生产厂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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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产蛋性能
……产蛋性能见表 2。由表 2 可知，试验期间试验组蛋鸡……个，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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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蛋性能检测结果
组别

蛋重（g）

产蛋量（个） 产蛋率（%）……

对照组
试验组 1
试验组 2
试验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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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指南 1.3 计量单位处理

注：同列数据肩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下同。

2.2 ……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见图 1 和图 2。由图 1 可知，……。由图 2 可知，……。

注：M.DL2000 DNA Marker；1.……；2.……；3.……；4.……；5.……

图 1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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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表达差异
2.3 ……分布规律
文字表述参照 2.1 处理。结果显示，……出现变化（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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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织学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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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参照投稿指南（2020 年版）相关规定处理。

数信息，原始图片可以附件形式上传

4 结 论
参照投稿指南（2020 年版）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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