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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环境影响试验生物试材培养  

第 2 部分：日本鹌鹑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用日本鹌鹑的引入、验收与驯养，饲养管理，繁育管理和记录

资料等技术方法与管理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日本鹌鹑的实验室培养，其他品种的鹌鹑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部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部分。 

GB/T 31270.9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第9部分：鸟类急性毒性试验 

NY/T 3152.1 微生物农药 环境风险评价试验准则 第1部分：鸟类 

NY/T xxxx 化学农药 鸟类繁殖试验准则 

GB/T 14924.1 实验动物配合饲料通用质量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育雏期 brooding period 

1日龄~21日龄幼鹑所处阶段称为育雏期。 

3.2  

育成期 growing period 

21日龄~35日龄中鹑所处阶段称为育成期。 

3.3   

成鹑 adult quail 

35日龄后鹌鹑进入产蛋期，为成鹑。 

4 引入、验收与驯养 

4.1 引入与运输 

4.1.1 从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流行的地区选择相对稳定，且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供应单位。

4.1.2 应向供应单位索取其所在地动物检疫监督机构出示的检疫证明，以及品种、日龄/月龄等信息。要



 

求同一批次的日本鹌鹑来自同一个母本种群，且同一天孵化。 

4.1.3 运输过程中应保持运输箱内通气良好。运输雏鹑时还应根据季节采取相应的保温/防暑措施。雏鹑

到达后，宜先供给 5%~8%葡萄糖水，然后开始喂食。 

4.2 隔离饲养 

日本鹌鹑到达实验室后应进行隔离饲养。隔离饲养间内的笼具、水盒、食盒、地面等应提前进行消

毒处理（例如，使用体积比为 1:1000~1:2000 的新洁尔灭溶液）。隔离期间，对进出隔离饲养间的人员、

物品采取隔离措施，如人员应穿戴工作服、手套，物品应进行消毒处理。 

4.3 验收 

参照附录 A 进行验收，包括品种确认和健康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将日本鹌鹑转入饲养室饲养。 

4.4 驯养 

日本鹌鹑用于试验前，应设置驯养期，在与试验相同的条件下进行驯养。不同类别试验的驯养期所

需天数及死亡率要求见表 1。不同类别试验的试验条件遵照 GB/T 31270.9、NY/T 3152.1、NY/T xxxx 鸟

类繁殖试验准则的规定。 

表 1 驯养期要求 

试验类别 驯养期天数 死亡率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至少 14 d ≤5% 

短期饲喂毒性试验 至少 7 d ≤5% 

繁殖毒性试验 至少 14 d 雌鹑死亡率和雄鹑死亡率均≤3% 

5 饲养管理 

5.1 设施设备 

5.1.1 饲养室 

饲养室应具备较好的采光条件和通风条件（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10 次，饲养密度低时可减少

为 8 次），并保持安静、卫生，每天更换垫料，清扫承粪板，定期消毒。 

5.1.2 饲料贮藏室 

饲料贮藏环境应控温防潮，保持通风，防虫防鼠，并避免阳光直射。 

5.1.3 养殖笼具 

养殖笼具应由不锈钢、镀锌钢等化学惰性材料制成，容积适宜，且便于饲喂、观察与清洁。同时，

配备食盒、水槽，并根据需要，配备集蛋槽、捕罩、孵化设备、育雏箱等。 

5.2 环境条件 



 

日本鹌鹑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所需环境条件参见附录 B.1。饲育密度参见附录 B.2。 

5.3 饲料与饮水 

5.3.1 饲料 

5.3.1.1 选择能够满足日本鹌鹑正常生长发育所需的饲料，商业饲料和配合饲料均可。根据需要，还可

适当补充维生素。 

5.3.1.2 商业饲料应来源明确。配合饲料可采用试差法、对角线法或计算机配料法进行配制。 

5.3.1.3 商业饲料和配合饲料原料应符合 GB/T 14924.1 的要求，不得掺入抗生素、驱虫剂、防腐剂、色

素、促生长剂以及激素等药物及添加剂。 

5.3.1.4 饲料中营养物质的含量要求参见附录 C。 

5.3.1.5 饲料应妥善保存，储存时间不宜超过 8 周。 

5.3.2 饮水 

供给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T 5750 的规定。 

5.4 饲喂 

5.4.1 保持饲料和饮水不间断。 

5.4.2 可视需要，每 15 天投喂 1 次直径约 1 mm 的细砂粒，投喂量为日粮标准的 1%~2%。 

5.4.3 对于产蛋期雌鹑，可适当控制饲喂量，将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控制在约 20%，喂料量控制在日粮

标准的约 80%。 

5.4.4 投喂湿料时，每次添加新料前应清除食盒中的剩料，并冲洗干净。 

5.5 疾病与治疗 

5.5.1 每天早晨检查鹌鹑的健康状况，检查方法参见附录 A.3。 

5.5.2 对于无治疗价值的病鹑，实施安乐死处理。对于异常症状不明显的鹌鹑，可继续正常饲养或隔离

饲养，并根据需要对该饲养室内的鹌鹑进行疾病防治，防治方法参见附录 A.3。 

5.5.3 当出现大批量病鹑时（如染病率超过 40%或死亡率超过 10%），该饲养室内的鹌鹑不可用于试验，

应实施安乐死处理，并对养殖笼具等进行消毒处理。 

5.5.4 使用药物治疗后，恢复健康的鹌鹑至少 14 天后方能用于急性毒性试验，至少 21 天后方能用于繁

殖试验。 

5.6 安乐死 

5.6.1 安乐死方法包括戊巴比妥钠注射法、乙醚麻醉法、二氧化碳麻醉法等。 

5.6.2 无治疗价值的病鹑或其他淘汰鹑（例如不符合试验要求的鹌鹑、试验后仍然存活的鹌鹑等）实施

安乐死后，按照生物医学实验垃圾处理。 



 

6 繁育管理 

6.1 母本选择 

6.1.1 母本须来源清楚，有较完整的背景资料，包括来源、孵化日期等。 

6.1.2 应挑选发育良好、无疾病的健康雄鹑（70 日龄~8 月龄）和雌鹑（60 日龄~8 月龄，体重>120 g）

作为母本。 

6.2 合笼繁殖 

6.2.1 按 1 雄 1 雌~1 雄 4 雌比例，将雌鹑和雄鹑合笼饲养。先放入雄鹑后放入雌鹑，每笼不超过 10 只。

繁殖期间饲养室环境条件参见表 2。 

6.2.2 每天收集鹌鹑蛋，并按批次贮存。 

6.3 鹌鹑蛋的贮存与运输 

6.3.1 鹌鹑蛋宜在产蛋后 7 日内孵化。贮存条件参见表 2。 

6.3.2 贮存过程中，将鹌鹑蛋小头朝下放置；贮蛋层架之间应保持空气均匀流通。储存时间较长时，每

天应 90o 翻蛋 1 次。鹌鹑蛋入孵前 18 h 内不翻蛋，保持小头朝下。 

6.3.3 鹌鹑蛋应轻拿轻放。运输过程中应采用具有缓冲和减震作用的包装材料和填充物。 

6.4 孵化 

6.4.1 挑选蛋形正常（椭圆形）、蛋壳质量好、表面清洁的进行孵化，淘汰过大或过小的蛋，淘汰表面粗

糙不平、有破裂纹的蛋。 

6.4.2 放入孵化箱前，鹌鹑蛋应在室温下预热 6 h ~12 h。 

6.4.3 孵化期间的环境条件参见表 2。应每 2 h 90o 翻蛋 1 次，直至落盘后（入孵后第 15 d 左右）。  

6.4.4 入孵后第 6 d 开始照蛋，及时拣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照蛋应快速进行，避免鹌鹑蛋冷却。 

6.4.5 落盘后，将孵化箱层架上的蛋移入出雏盘中。通常在入孵后第 17 d~18 d 出雏。 

6.5 育雏 

6.5.1 雏鹑挑选  

待雏鹑出壳、绒毛基本干燥后，将其从孵化设备中取出，转入暂养箱中进行雏鹑挑选。选择质量合

格的雏鹑，要求无畸形、无叮脐、未脱水、绒毛颜色正常、站得稳、灵活矫健。 

6.5.2 育雏环境 

育雏期间，环境条件参见表 2，饲养密度参见表 3。 

6.5.3 饲喂 

6.5.3.1 出壳雏鹑应在 24h 内供给干净温水，并确保每只雏鹑均可喝到水，但又要防止暴饮。 

6.5.4.2 初饮后约 3h~4h，当 60%~90%雏鹑可随意走动和出现啄食行为时，开始饲喂。饲喂时，将饲料



 

铺开以确保所有雏鹑均可采食。 

6.5.4.3 开食 5d 后，可换小食盒进行饲喂。每天至少饲喂 4 次，少喂勤添，供雏鹑自由采食。 

6.5.5 育成期管理 

21 日龄后，可将雏鹑从育雏设备中转出，转入笼具内饲养。育成期环境条件参见表 2。35 日龄后

为成鹑，进入产蛋期。 

7 记录资料 

7.1 饲养室、孵化箱等设施设备应配备标准操作规程，规范操作，并有维修保养和操作记录。 

7.2 对于每批次日本鹌鹑，实验室应保存完整的培养记录，相关原始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D。主要记录包

括： 

——引入与验收记录； 

——健康检查记录； 

——驯养观察记录； 

——饲喂记录； 

——饲料购入记录； 

——饲料配制记录； 

——饲养室环境条件记录； 

——饲养室洗刷、消毒记录； 

——繁殖记录； 

——鹌鹑蛋收集记录； 

——孵化与育雏记录； 

——领用与处理记录； 

——领用与处理记录； 

——安乐死处理记录； 

——饲料与饮水检测记录等。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品种确认与健康检查 

A.1 品种确认 

A.1.1 形态学特征 

日本鹌鹑成鹑体型较小，呈纺锤形，酷似雏鸡，体羽紧贴体躯。羽毛多呈栗褐色，夹杂黄黑相间的

条纹，头部黑褐色，其中央有 3 条淡色直纹。喙细长而尖，无冠，背羽赤褐色，均匀散布着黄色直条纹

和暗色横纹，腹羽色泽较浅。胫无距。尾羽短而下垂。 

A.1.2 雌雄辨认 

A.1.2.1 幼鹑 

    幼鹑 2 周~3 周龄时，易于辨别雌雄。雄鹑胸部仅少量棕色斑点，雌鹑为灰黑色斑点；雄鹑泄殖腔

的上边缘有一个呈鳞茎状的泄殖腔，可分泌白色泡状物。 

A.1.2.2 成鹑 

雄鹑的睑、下颌和喉部呈赤褐色，胸羽呈砖红色，体重约 100 g ~ 160 g。雌鹑的睑呈淡褐色，下颌

呈灰白色，胸部淡褐色，并缀有鸡心状大小的黑斑点，体重约 110 g ~ 160 g。 

A.3 健康检查 

A.3.1 群体检查 

日本鹌鹑到达实验室后，从以下 3 方面进行群体健康状态检查： 

——整批鹌鹑的活动状态； 

——饲料和饮水量； 

——群体的鸣叫声是否异常，呼吸时有无喘鸣或异常声响出现。 

群体检查后，挑出有异常变化的典型病鹌鹑，进行个体检查。 

A.3.2 个体检查 

A.3.2.1 主要检查以下方面： 

——精神是否异常，是否出现精神沉郁、反应迟钝、羽毛蓬乱、不愿走动、双眼迟呆、眼角和鼻

孔有粘稠分泌物附着现象； 

——是否出现食欲减退，采食缓慢现象； 

——运动功能是否正常，是否出现容易捉拿、逃避性差、常垂头症状； 

——是否出现羽毛暗淡、无光、松乱异常、脱毛等现象； 

——是否出现粪便异常、肛门红肿突出、泄殖腔周围羽毛沾有粪便等现象； 



 

——是否出现嗉囊异常，如采食后呕吐、倒提时留出酸臭液体、口腔黏膜过干、发臭或者流出黏

液，不时打哈欠等； 

——呼吸是否平稳，是否出现啰音、流鼻液、咳嗽、气喘等现象； 

——是否出现皮肤发绀（呈紫黑色）、皮温（翅膀两侧胸部）烫手或过低等。 

A.3.2.2 个体检查出现异常时，可参照表 A.1 判断是否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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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常见疾病病因、临床症状及治疗方法 

主要疾病 病因 临床症状 治疗方案 

新城疫 

（亚洲鸡瘟） 

由新城疫病毒引

起，可经由呼吸道

和消化道感染 

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缩头呆卧。伴有扭头、歪颈、转圈、瘫痪、张口伸颈

等神经症状，粪便呈绿色或白色稀状。雏鹑出现头向后背，或偏瘫、呼吸声

音异常等症状。有时表现为不明症状的死亡率突然增高 

——抗新城疫高免血清肌肉注射，每只 0.5 ml ~ 1 ml；  

——抗新城疫高免蛋黄，每只 1 ml，第 7 d 用新城疫 IV 系

饮水或滴鼻、点眼 

白痢病 由鸡白痢沙门杆菌

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精神不振，缩头怕冷，翅膀下垂，羽毛干燥而无光泽，食欲大减，呆立不动，

发出连续不断的轻声鸣叫。伴有拉稀、肛门周围有白色黏稠粪便 

——饮水中每天添加 3000 单位链毒素/只，连用 5d~7d。同

时，在饲料中添加 0.l %氯霉素原粉，连喂 5d； 

——饮水中每天添加 5000 单位庆大毒素/只，连用 5d~7d 

曲霉病 感染曲霉所引起

的慢性霉菌病 

呼吸困难，呼吸道出现炎症，肺和气囊出现针尖至米粒大的灰黄色小结节。

精神沉郁，缩头闭眼，张口伸颈。腹部和两翅伴随呼吸动作发生明显扇动，

不时发出“呼噜呼噜”声，可能伴有下痢、泄殖腔周围沾有污粪、眼睑肿胀、食

欲减退、摄食量明显减少、饮水量明显增加等 

——制菌霉素每鹑每天 1.5 万~2.0 万单位拌料喂食，连喂

5d，并在饮水中加入水溶多维（2 g/L）及葡萄糖（0.6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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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日本鹌鹑饲养条件 

适用于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日本鹌鹑的环境条件参见表 B.1，饲养密度参见表 B.2。 

表 B.1 环境条件 

饲育阶段 推荐条件 

成鹑 ——温度：（21±6）℃ 

——相对湿度：50%~75% 

——自然光照或人工光照，每日光照 12-16h；需减缓产蛋时，每日光照时间可减少至 8h 

繁殖期 ——温度：（22±5）℃ 

——相对湿度：50%~75% 

——光照：每日光照 16h～18h 

鹌鹑蛋贮存 ——温度：15℃~16℃ 

——相对湿度：55%~75% 

孵化期 ——温度：37.5℃（确保鹌鹑蛋在孵化箱内受热均匀） 

——相对湿度：50%~70% 

出雏期 ——温度：37.5℃ 

——相对湿度：70%~75% 

育雏期 1） 温湿度条件： 

——1 日龄~3 日龄：温度 38℃，相对湿度 60%~75% 

——4 日龄~7 日龄：温度逐步降至 35℃~37℃，相对湿度 50%~75% 

——第 2 周：温度 30℃~32℃，相对湿度 50%~75% 

——第 3 周：温度 25℃~28℃，相对湿度 50%~75% 

2）光照条件 

——1 日龄~5 日龄：每日光照 24 h 

——6 日龄~15 日龄：每日光照 20 h~22 h 

——16 日龄~21 日龄：每日光照 12 h~16 h 

育成期 ——饲养条件同成鹑，但雏鹑刚从育雏设备中转出培养时，室内温度不应低于 24℃ 

表 B.2 饲养密度 1 

日龄（d） 密度（只/m2） 

1~7 180~200 

8~14 160~180 

15~20 140~160 

21~28 100~140 

35 以上 ≤80 

1：本部分中推荐值仅适用于日常饲育期间，不同毒性试验培养过程中的要求不同，见 GB/T 31270.9、NY/T 3152.1、NY/T 

xxxx 鸟类繁殖试验准则。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饲料中的营养物质含量 

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推荐含量见表 C.1。 

表 C.1 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推荐含量 

营养物质 幼鹑/中鹑 成鹑 

代谢能（兆焦/kg） 12.13 12.13 

粗蛋白质（%） 24 20 

精氨酸（%） 1.25 1.26 

甘氨酸+丝氨酸（%） 1.15 1.17 

组氨酸（%） 0.36 0.42 

异亮氨酸（%） 0.98 0.9 

亮氨酸（%） 1.69 1.42 

赖氨酸（%） 1.3 1 

蛋氨酸（%） 0.5 0.45 

蛋氨酸+胱氨酸（%） 0.75 0.7 

苯丙氨酸（%） 0.96 0.78 

苯丙氨酸+酪氨酸（%） 1.8 1.4 

苏氨酸（%） 1.02 0.74 

色氨酸（%） 0.22 0.19 

缬氨酸（%） 0.95 0.92 

亚油酸（%） 1 1 

钙（%） 0.8 2.5 

氯（%） 0.14 0.14 

非植酸磷（%） 0.3 0.35 

钾（%） 0.4 0.4 

钠（%） 0.15 0.15 

镁（mg/kg） 300 500 

铜（mg/kg） 5 5 

碘（mg/kg） 0.3 0.3 

铁（mg/kg） 120 60 

锰（mg/kg） 60 60 

硒（mg/kg） 0.2 0.2 

锌（mg/kg） 25 50 

维生素 A (国际单位) 1650 3300 

维生素 D (国际单位) 750 900 

维生素 E (国际单位) 12 25 

维生素 K（mg/kg） 1 1 

维生素 B12（mg/kg） 0.003 0.003 

生物素（mg/kg） 0.3 0.15 

胆碱（mg/kg） 2000 1500 



 

叶酸（mg/kg） 1 1 

烟酸（mg/kg） 40 20 

泛酸（mg/kg） 10 15 

吡哆酸（mg/kg） 3 3 

核黄素（mg/kg） 4 4 

硫胺素（mg/kg） 2 2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记录表格（示例） 

引入与验收记录见表 D.1。 

健康检查记录见表 D.2。 

驯养观察记录见表 D.3。 

饲喂记录见表 D.4。 

饲料购入记录见表 D.5。 

饲料配制记录（示例）见表 D.6。 

饲养室环境条件记录表见表 D.7。 

饲养室洗刷、消毒记录表见表 D.8。 

繁殖记录见表 D.9。 

鹌鹑蛋收集记录见表 D.10。 

孵化与育雏记录见表 D.11。 

领用与处理记录见表 D.12。 

安乐死处理记录见表 D.13。 

 

表 D.1 引入与验收记录  

品系： 动物等级： 

引入日期： 批次： 

提供单位： 许可证＆合格证号： 

计划引入数量： 实际引入数量： 

要求周龄/体重： 实际周龄/体重： 

合格动物数量： 异常动物数量： 

品系确认： 

接收人员： 复核人员： 

引入时体重抽查记录/ 测定仪器编号：  

雄鹑 雌鹑 

编号 体重（g） 编号 体重（g） 编号 体重（g） 编号 体重（g） 

        

        

        

随机抽查平均体重: 随机抽查平均体重: 

操作人员/日期： 

   

  



 

表 D.2 健康检查记录 

品系 数量 等级 周龄 批次 

     

检查

日期 

状态正常数量 状态异常数量 
异常动物症状描述 异常动物处理方法 

检查人员/ 

日期 雄 雌 雄 雌 

        

        

备注（疾病防治情况等）： 

 

表 D.3 驯养观察记录 

批次：     驯养地点： 

日期 观察时间 异常数量（只） 异常症状描述 异常动物处理方法 观察人员/日期 

      

      

备注（死亡数等）： 

 

表 D.4 饲喂记录 

批次： 驯养地点： 

日期 时间 是否添加饲料或水 
是否 

更换垫料 

是否 

清洁承粪板 

操作人员/日

期 

备注 

（死亡数等） 

  饲料□     饮水□     

  饲料□     饮水□     

 

表 D.5 饲料购入记录 

购入

日期 
饲料名称 数量（kg） 批号 保质期 生产厂家 贮存地点 接收人/日期 

        

        

 

表 D.6 饲料配制记录（示例） 

配制日期 饲料类别 饲料总重 称重仪器编号 玉米（kg） 豆饼（kg） …… 
存放 

地点 
配制人/日期 

         

         

 

表 D.7 饲养室环境条件记录表                         

批次： 驯养地点： 

日期 时间 
温度（℃） 

最低 - 最高 

相对湿度（%） 

最低 - 最高 

光照周期：   

h 光/   h 暗 
记录人/日期 

      

      

                                  

  



 

表 D.8 饲养室洗刷、消毒记录表                                                                                            

日 期 时 间 洗刷/消毒 1 物品名称 操作人员/日期 

   笼具□  食盒□  水盒□  地面□  

   笼具□  食盒□  水盒□  地面□  

1 实验室应同时保存消毒液配制记录。 

 

表 D.9 繁殖记录 

日期 母本 

批号 

雌雄 

比例 

组数 合笼 

开始时间 

笼具编号 温度 

（℃） 

光照 

周期 

操作者 

/日期 

         

         

 

表 D.10 鹌鹑蛋收集记录 

日期 母本 

批号 

笼具 

编号 

产蛋量 

（个） 

子代 

批号 

保存地点 操作者/日期 备注 

        

        

 

表 D.11 孵化与育雏记录 

品系 批次 鹌鹑蛋数量（个） 

   

日期/ 

时间 

位置/ 

仪器编号 
温度 湿度 

光照 

周期 

饲料 

种类 

添加 

饮水 

其他 

操作 

操作者/ 

日期 

   
 

  
  

 

   
 

  
  

 

 

表 D.12 领用与处理记录 

批次: 引入数量:  

领用日期 试验研究号 领用数量 笼具编号 操作者/日期 

     

     

     

剩余数量（只）： 

处理方式： 

 

表 D.13 安乐死处理记录 

日期 试验研究号/批次 处理数量(只) 处理方法 处理后存放位置 操作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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