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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式蛋鸡舍环境监测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密闭式蛋鸡舍环境监测项目、要求、规范了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蛋鸡场密闭式鸡舍的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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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7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568      畜禽养殖产地环境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见表 1。 

表 1 蛋鸡舍环境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单位 

干球温度 ℃ 

相对湿度 % 

风速 m/s 

光照度 lx 

氨气 mg/m3 

二氧化碳 mg/m3 

颗粒物（PM2.5、PM10、TSP） mg/m3 

水环境 

色、浑浊度、臭和味、PH 值、总硬度（以 CaCO3

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SO4
2−计）、氟化物

（以 F-计），氰化物、砷、汞、铅、铬（VI），

镉，硝酸盐（以 N 计）、六六六、滴滴涕、乐果、

敌敌畏、总大肠菌群 

注：水环境监测指标来源：HJ 568-2010，4.1.2 

5  监测要求 

5.1 传感器性能参数要求 

除水环境监测传感器外，其他传感器应能够实现监测项目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具备长期

持续在线监测能力，性能与参数应满足附录 A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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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布点 

  5.2.1 通用要求  

5.2.1.1 布点应避开通风口、湿帘、风机、饮水器等不具备充分代表性或可能对环境

参数采集产生严重影响的位置，湿帘过帘风速采集点除外； 

5.2.1.2 布点应避免干扰蛋鸡舍内日常生产和鸡群的活动与作息； 

5.2.1.3 除笼内风速监测点外，其余监测点应布置于鸡舍走道； 

5.2.1.4 笼内风速监测点应加装保护装置； 

5.2.1.5 舍外监测点应避免阳光直射和雨雪侵扰。 

5.2.1.6 鸡舍水环境监测的采样布点和监测频率应按照 HJ/T 91 和 HJ/T 164 中 的 规

定进行。 

2.5m

2.5m

干球温度和相对湿度

笼内风速 风速

光照度 二氧化碳颗粒物 氨气

2.5m

2.5m

2.5m

 
图 1 鸡舍干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光照度（左）和氨气、二氧化碳和颗粒物

（右）监测布点图 

  5.2.2 水平方向 

5.2.2.1 干球温度和相对湿度监测点应呈梅花式分布（图 1），其中中间点应位于鸡

舍中心的走道处，两侧布点应位于靠侧墙走道的前段和末端。 

5.2.2.2 氨气、二氧化碳和颗粒物监测点应在鸡舍中心和两侧墙走道末端分别布点。  

5.2.2.3 走道风速监测点应在鸡舍中间走道的前端和后端分别布点。  

5.2.2.4 笼内风速监测点应在鸡舍中间列笼架的前端和末端处布点。 

5.2.2.5 光照度监测点应在鸡舍中心位置处布点。 

5.2.2.6 采用多层饲养的鸡舍，每层除采用单层布点方式外，还应考虑层间对光照度

等参数的影响，可适当增加监测点数量。 

  5.2.3 竖直方向 

5.2.3.1 位于走道的干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二氧化碳、氨气和颗粒物监测点应

距地面 2.5m，但不得超出笼架上边缘。 

5.2.3.2 笼内风速监测点应布置在笼架中间层高度。 

5.2.3.3 光照度监测点应位于底层笼架边缘，鸡只采食位处。 

  5.2.4 舍外 

应在舍外布置 1 个以上监测点，用于干球温度、相对湿度的测量，监测点避免雨、

雪、风的直接影响。应远离鸡舍进风口、出风口等影响区域，监测高度为鸡舍高度的 2/3。 

5.3 数据采集与处理 

  5.3.1 方法 

 应采用物联网系统实现环境精准监测，主要包括数据的实时自动监测、传输和平台存

储。 

  5.3.2 频率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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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率可依据环境监测目的、鸡舍管理方式等因素进行调整，但各参数的小时监测频

率不应少于 6 次，监测周期应包括规模蛋鸡舍的生产全周期。 

5.3.2 数据处理 

5.3.2.1 以小时均值为数据处理的基本单元，以日、周、月、年为时间跨度进行数据汇总。 

5.3.2.2 传感器在进行检查、校准、维护或传感器出现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数据均为

无效数据，应予以剔除。 

5.3.2.3 监测数据中出现的异常值，应按 GB/T 4883 的规定 ，结合监测点周围当时的实

际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5.3.2.4 其他注意事项应按 HJ/T 167 的规定执行。  

5.4 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包括以下：  

——传感器安装前，应在实验室条件下校准和性能审核； 

——每日应对传感器进行巡检，观察和记录传感器的布点位置和运行状态，统计汇总采

集的数据信息，发现布点位置存在偏移、采样时间间隔、测量参数异常或传感器损

坏时应及时调整、维护、更换； 

——每周应对采集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数据异常应及时修正； 

——每季度应对氨气、二氧化碳、颗粒物传感器进行校准和性能审核一次，每半年应对

温度、湿度、风速、光照度传感器进行校准和性能审核一次，无法满足要求的传感

器应及时更换； 

6 监测项目评价 

6.1 温热环境下蛋鸡舒适性评价指标和限值 

蛋鸡舍热环境舒适性计算公式和阈值范围如表 2 所示。 

表 2 蛋鸡舒适性评价指标适用范围与限值 

热应激指标 
不同温热环境的限值 

舒适 轻度热应激 严重热应激 急性热应激 

THI THI＜70 70 ≤ THI＜75 76 ≤ THI＜81 81≤THI 

注：温湿指数模型（THI），考虑因素：干球温度、湿球温度。 

           THI =0.6𝑇𝑑𝑏 + 0.4𝑇𝑤𝑏 ……………………………（1） 

THI——温湿指数； 

Tdb ——干球温度，单位为华氏度（℉）； 

Twb ——湿球温度，单位为华氏度（℉）； 

 

 

6.2 空气质量和光环境评价 

蛋鸡舍空气环境质量参数和光环境阈值范围如表 3 所示。 

表 3 蛋鸡舍空气环境质量和光环境限值 

序号 项目 限制范围 

1 氨气，mg/m3 0～15 

2 二氧化碳，mg/m3 0～5000 

3 颗粒物，mg/m3 PM2.5：0～1，PM10：0～4，TSP：0～8 

4 光照度 下限值：10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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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水环境评价 

蛋鸡舍水环境评价指标阈值应符合 HJ 56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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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传感器性能参数要求 

A.1 传感器性能参数要求 

传感器性能参数要求见表 A.1。 

 

表 A.1 传感器性能参数要求 

类别 技术参数 

干球温度 
量程：-20 oC ~50 oC 

准确度：≤±0.3 oC 

相对湿度 
量程：0%~99.9% 

准确度：≤±2% 

风速 

舍内： 

量程：0 m/s ~10.0m/s 

准确度：≤±0.3m/s 

光照度 

舍内： 

量程：0 lx ~150 lx； 

准确度：≤ ±5% 

氨气 
量程：0 mg/m3~ 50mg/m3  

准确度：≤±1mg/m3； 

二氧化碳 
量程：0 mg/m3~10000 mg/m3 

准确度：≤±5% 

颗粒物 

PM2.5 

量程：0μg/m3~2000 μg/m3 

准确度：≤±10% 

PM10 

量程：0 mg/m3~10 mg/m3 

准确度：≤±15% 

TSP 

量程：0 mg/m3~20 mg/m3 

准确度：≤±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