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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禽养殖业因其生产周期短、投资少而成为广大基层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但近年来,
由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质量、绿色、生态的畜禽产品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的饲养方式已经无
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的食品安全和品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采用生态
饲养方式,使鸡群在自然环境中自由活动,以天然饲料为主要原料,生产出更优质、更好、更全面的营养,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本文着重阐述了生态土鸡的养殖技术,将生态畜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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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reeding technology of native chicken in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Hongpeng M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Service Center in Banan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Abstract]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grass-roots people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because of its short production cycle and less investm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green and ecological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traditional feeding method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current market demand. In recent years, the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in
China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adopting the ecological feeding mode, the chickens can
move freely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ake the natural feed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to produce higher
quality, bet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nutrition, which is welcomed by the majority of consum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reeding technology of ecological native chicken, and combine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economic benefits to local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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