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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省肉雞生產已逐漸採用密閉式環境控制，雞舍溫、溼度分佈會直接影響雞

隻的生長，因此瞭解雞舍溫、溼度場分佈狀況是很重要的課題。本文以實驗量測

長為 75公尺，寬為 22公尺與高為 5公尺之密閉式雙層雞舍，詳細探討雞舍不同

截面的溫、溼度分佈，結果顯示水牆降溫效率約為 50~60%，雞舍前、後段溫差

約為 3.5℃左右，而相對濕度則為愈往後段愈低，建議可在雞舍中段以後增加噴

霧設施，提高降溫效果，使雞舍溫度分佈較均勻。若雞舍環控設施採用單點溫、

濕度控制，則感測器裝置在雞舍中心位置較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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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osed type chicken house become popular for chicken production in Taiwan.  The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distributions inside the chicken house will directly affect 

chicken growing.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chicken growing.  A double-floor, closed type chicken 

house (L75 ×W22 ×H5-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distribution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efficiency of “pad-and-fan device” was 

around 50~60%.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ront and back section of the chicken 

house was about 3.5℃.  The relative humidity increased gradually when the cool air flowed 

through the chicken house.  A “fog-and-fan device” was recommended to install at middle 

section of chicken hou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oling system and the 

uniformity of temperature.  To adopt a single-point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control 

system sensor should be installed at the center of the chick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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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肉雞的飼養由雛雞至成雞需時六週，出貨後雞舍消毒、休息約二週，因此一年約可出貨

五~六次，於目前國內肉雞銷路穩定的情況，經濟利益頗為可觀。目前肉雞的飼養管理採用室
內養殖、集中管理之集約式飼養模式，因此雞舍環境條件，如溫、溼度等是否適合肉雞生長，

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在歐美國家，由於冬季低溫，家禽之飼養管理則首重保溫，而本省

地處亞熱帶，氣候條件與歐美迥然不同，尤其在夏天高溫高溼的氣候下，雞舍之高溫高溼，

易使未具汗腺的肉雞感到不適。因此，如何降低及控制雞舍熱環境的條件，以減少熱緊迫對

肉雞所致之生長受阻及易患疾病之種種飼養問題。然而，雞舍降溫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加強雞

舍空氣對流與蒸發降溫二種，前者通常是裝置通風設備以促進雞舍空氣的流動，而後者則以

造霧或水牆等方式以降低雞舍溫度，然而雞舍的環境溫、溼度是否分佈均勻，則直接影響到

肉雞活動生長的舒適帶。而導致溫度、溼度分佈差異的主要原因為雞舍氣流分佈的不均，以

致流場有死角的產生。本研究的目的在分析雞舍溫、溼度場分佈，以做為改善控制策略或雞

舍設計的參考。 

Ketelaars [1] 指出溫度與飼料消耗量成正常的逆相關性，即氣溫高時，雞隻為避免產生
過多體熱，活動減少，靜休時間增加，飼料消費量減少。雞隻所產生的體熱，通常約有 75%，
係經由傳導、對流、與輻射而散發，但其散發速率受氣溫所影響。當氣溫涼爽時，此三種散

熱方式之效果良好；但當氣溫接近或等於體溫時（41~42℃），其效果極微 [2]。黃 [3] 指出
對雞最適當的相對溼度為 60﹪，幼雛期則為 75﹪左右。幼雛要求的溼度高，然後逐漸的降低。
當環境中的相對溼度愈高，水分便不易蒸發，因此雞隻必須增加呼吸速度來增加水分的蒸發

以散發體熱。而且高溼會引起雞舍的寄生蟲及原蟲的繁衍，轉而增加雞隻感染的機會。雷等 [4] 
研究本省傳統開放式蛋雞舍的溫度、相對溼度與氨氣濃度，並與現行相關標準比較，結果顯

示均有過高現象。 

雞舍存在的熱能可區分為二類，其一以傳導、對流、與輻射等方式經由雞舍之屋頂、牆

壁與地板等所傳遞的熱；雞隻所產生的熱；雞舍電燈與馬達所產生的熱；通風作業由空氣所

帶進或帶出的熱等等。另一為經通風作業由空氣所帶進或帶出的潛熱；雞隻所產生的潛熱；

水蒸氣在蒸發時所需的潛熱等。所以在環控作業時需要排除此兩種熱，以避免熱的累積[4]。
由於空氣一般並不呈飽和狀態，因此可容納許多呈蒸氣狀的水分，水分蒸發的過程因吸熱即

可產生冷卻的效果，當相對溼度值超過 70﹪時，經由蒸發而冷卻的效果將減至最低 [1]。
Bottcher 等 [5] 利用水牆與風扇在北卡羅納州隧道式畜舍進行降溫研究，外界溫度 32℃以
上，大氣溼度 50~60﹪時，畜舍內溫度可低於外界 4℃左右。Wilson 等 [6] 研究指出，在夏
季於密閉式雞舍以噴霧的方式進行降溫，室內乾球溫度可以比未噴霧時下降 4.4℃。雞隻之死
亡率則較無降溫設備之對照組雞舍為低，且平均重量較高。 

 

二、材料與方法 



 2

試驗雞場位於宜蘭縣大洲村，建築座向為東西向，雞舍長約 75公尺，寬約 22公尺，高
約 5公尺之雙層建築，屋頂為平面式。雞埸上、下樓層面積為 1650平方公尺，各樓層飼養雞
隻約 30,000隻。雞舍裝置的設備計有自動餵飼系統、自動給水系統、加溫設備和降溫裝置等，
雞舍的外觀構造如圖 1所示。降溫裝置包括水牆（L-290 cm × H-180 cm ×D 15 cm）位於雞舍
前段和 10台風扇（1-Hp，直徑 1.3公尺）位於雞舍後段。實驗中計算水牆蒸發冷卻效率之定
義如下： 

Td，Tx：進入與離開水牆側之空氣溫度（℃） 

Tw：外界空氣之溼球溫度（℃） 

公式(1)，僅在乾、溼球溫差大於 0時適用。 

試驗雞舍環控的方式以溫度為主，並以雞舍中心點溫度為參考值，控制器可設定水牆和

風扇啟閉的溫度及風扇運轉的台數。由於夏季時雞舍上層之溫度較高所以本研究選擇上樓層

雞舍溫溼度值共 9點為量測評估目標，試驗所用之溫溼度計為 ESCORT JUNIOR，EJ-HS型，
每 30分鐘記錄一次。感測器距地面高約 0.6公尺，其相關位置如圖 2 所示。 

依據農民飼養經驗及調查結果，白肉雞育成的最適宜環境如表 1所示，因此雞舍的環控
策略必須隨雞的生長週數和季節而有所調整。以夏季為例，小雞第 1週適合飼養之溫度在
33~35℃，所以須特別注意保溫。飼養至 2~3週時較適合之生長溫度為 26~28℃，平時固定開
啟風扇 2~4支，以調節雞舍之空氣品質。當雞舍溫度超過 28℃，則 10支風扇全開；若雞舍
溫度仍居高不下且超過 30℃，則水牆開始運轉。飼養至 4~6週時溫度則維持在 22℃左右，因
此風扇、水牆運轉時間逐漸延長。本研究分析在宜蘭地區 8、9月份飼養肉雞由雛雞長至成雞
過程中，根據上述的控制策略進行探討。 

表 1  白肉雞育成階段最適合之環境溫度（℃） 

     週 

  天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1 35 30 26 23 22 22 

2 35 30 26 23 22 22 

3 35 28 26 23 22 22 

4 33 28 26 23 22 22 

5 33 28 26 23 22 22 

6 33 28 26 23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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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3 28 26 23 22 22 

 

三、結果與討論 

（一）雞舍溫、溼度變化情形 

水牆內外一週的溫、溼度值之比較如圖 3 所示，水牆外大氣溫度介於 26℃~35℃，相對
溼度介於 60﹪~95﹪，在實際情況下空氣的相對溼度值愈低，溼球溫度就愈低，溼物質可進
行蒸發作用；空氣溫度愈高，則空氣中所含的水蒸氣也就愈多。而每日在中午過後，乾球溫

度會達到最高點，此時乾球溫度與溼球溫度之間的差值為最大，此時水牆運轉且 10支風扇全
開，空氣通過水牆後其溫度約降低 4℃，溼度則增加 20﹪左右。雞舍前、中、後段在一週內
的溫度及相對溼度變化情形如圖 4 所示，每日雞舍溫度約介於 26℃~33℃，相對溼度則介於
65﹪~95﹪，雞舍溫度最大變化後段（靠近風扇）約比前段（靠近水牆）高 3.5℃，但相對溼
度約降低 16﹪。 

由一日的變化分析水牆內外溫、溼度、水牆蒸發冷卻效率變化情形，如圖 5所示。由公
式(1)計算水牆蒸發冷卻效率，當水牆未開啟時，由於進入與離開水牆空氣溫度接近，此時降
溫效果差，冷卻效率較低，而冷卻效率出現負值表示水牆內溫度較高。當水牆開啟時，水牆

蒸發冷卻效率約介於 50~60﹪。本研究之雞舍夏季中午常有的乾、溼球溫差約在 6~8℃，若水
牆效率為已知（50~60﹪），則離開水牆空氣可比大氣約下降 4℃，溼度則提高 20﹪。換句話
說，通過蒸發冷卻設備之空氣，由於水分的蒸發作用，將使得空氣的乾球溫度降低，而相對

溼度升高。比較雞舍前、中和後段不同位置溫、溼度值之日變化，由於空氣通過水牆後其溫

度最低，當冷空氣流經整個雞舍，空氣會從室內地表面和雞隻中吸收熱量，因而其溫度也逐

漸增加，造成風扇這端的空氣溫度最高，其溫度梯度約為 3.5℃左右，因此可能造成雞舍肉雞
生長品質之不一致。然而後段的相對溼度則較前段低，其原因為雞舍前、後段絕對溼度約相

同，但後段環境溫度較高，因此相對溼度下降。為了減少雞舍前、後段之溫度梯度，可考慮

在中段以後加裝噴霧裝置提高降溫效果（圖 6）。 

（二）雞舍溫、溼度場分析 

雞舍之溫、相對溼度場分佈如圖 7、8所示，因測定點數限制，假設雞舍溫、溼度分佈橫
軸方向兩側對稱。從上午 10 點至傍晚 6 點，雞舍中心位置溫度超過 30℃時，降溫設備即全
部啟動。此時外界氣溫超過 31℃，平均相對溼度 65﹪，風扇運轉時在雞舍形成負壓，所有進
入雞舍的空氣都必須經過水牆。氣流縱向流動會逐步擴散，在縱軸方向可知靠近水牆位置的

溫度較低；相對溼度較高，靠近風扇位置的溫度較高；相對溼度較低。橫軸方向在同一截面

靠近水牆中心位置較兩側靠牆位置溫度較低，靠近風扇中心位置溫度較兩側靠牆位置高，溫

差大多在 1℃內，如圖 9 所示。且同一截面水牆中心位置溼度較兩側略高，風扇中心位置較
兩側略低，溼度差大多在 5﹪以內。當日雞舍 6點時溫度最低約 27.5℃，相對溼度約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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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點時溫度最高約 31.5℃，相對溼度約 82﹪。 

（三）雞舍中心位置溫、溼度迴歸分析 

由於一般密閉式環境控制雞舍大都採單點溫、溼度控制，因此感測器裝設的位置十分重

要。將雞舍前、後段之溫度和溼度與中心位置溫、溼度相減並作迴歸分析得知雞舍前、後段

溫度與中心位置溫度差約在 1± ℃；溼度差約在 5± ﹪，表示中心位置量測的溫、溼度值，足
可代表整個雞舍的環境條件的平均值（圖 10）。 

 

四、結論 

由於宜蘭地區夏季時高溫高溼，水牆降溫之效率約為 50~60%，建議水牆的安裝必須是
一個連續區域，不應有中斷部份，在操作時要維持雞舍的氣密性，確保進入雞舍的空氣都必

須經過水牆。降低風機風速（減少風量）會增加空氣與水牆溼簾接觸的時間，可提高水牆效

率。雞舍前、後段溫度梯度約為 3.5℃左右，而相對濕度則為愈往後段愈低，建議可在雞舍中
段以後增加噴霧設施，提高後段降溫效果，使雞舍溫度分布較均勻，提高噴霧系統降溫效率

的方法有噴嘴噴出之水珠與空氣有足夠時間接觸和足夠噴水量帶走累積的熱量。若雞舍環控

設施只用單點溫、濕度控制時，感測器可裝置在雞舍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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