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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肉兔养殖笼，包括笼

体、清洁装置以及清洗通道，所述笼体分为上部

和笼底，所述笼体的上部由钢丝网以及若干隔板

围成，笼体的上部固定设置有水槽以及食槽，所

述笼底与笼体的上部固定连接，所述清洗通道包

括若干底座和若干旋转喷头，所述旋转喷头固定

设置在腔体的底面上且与供排水系统连接，旋转

喷头穿出底座上端面，所述供排水系统包括供水

系统、排水系统以及冲淋系统，所述供水系统包

括第一进水管、第二进水管、水源以及增压泵，将

肉兔排泄的粪便等物彻底清理干净，防止积累滋

生细菌，同时养殖环境不再刺鼻，无需大量劳动

输出，降低饲养员工作强度，肉兔饮用后剩下的

脏水，回收后用于冲洗底座上的粪便，实现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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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肉兔养殖笼，其特征在于：包括笼体(1)、清洁装置(2)以及清洗通道(3)，所述笼

体(1)分为上部和笼底(13)，所述笼体(1)的上部由钢丝网以及若干隔板(11)围成，笼体(1)

的上部固定设置有水槽(14)以及食槽，所述笼底(13)与笼体(1)的上部固定连接，所述笼底

(13)内设置有两个通槽(131)，所述两个通槽(131)分别紧挨笼底(13)的两侧端面，所述清

洁装置(2)包括螺杆(21)、滑杆(22)、电机(23)、滑块(24)、刮板(25)，所述笼底(13)的两侧

面，一侧转动设置有螺杆(21)，另一侧固定设置有滑杆(22)，所述螺杆(21)与滑杆(22)相平

行，螺杆(21)一端与电机(23)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电机(23)通过固定块(26)与笼体(1)固

定连接，所述刮板(25)滑动设置在笼底(13)上端面，刮板(25)的一端与设置在螺杆(21)上

的滑块(24)固定连接，隔板(11)上设置有一槽口(12)，所述滑块(24)与螺杆(21)螺纹配合

连接，另一端与滑杆(22)滑动连接，刮板(25)与所述通槽(131)呈平行设置，所述清洗通道

(3)包括底座(31)和旋转喷头(32)，所述底座(31)内设置有一腔体(312)且上端面设置有两

个开口(311)，笼底(13)底端面呈凹字形，笼底(13)对应插设固定在底座(31)上，所述通槽

(131)与腔体(312)连通，底座(31)侧壁面设置有与腔体(312)连通的通孔(313)，所述旋转

喷头(32)固定设置在腔体(312)的底面上且与供排水系统(7)连接，所述供排水系统(7)穿

过所述通孔(313)，旋转喷头(32)穿出底座(31)上端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笼，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排水系统(7)包括供水

系统(6)、排水系统(7)以及冲淋系统(8)，所述供水系统(6)包括第一进水管(61)、第二进水

管(62)、水源(63)以及增压泵(64)，所述第一进水管(61)与水源(63)连接且设置有增压泵

(64)，第二进水管(62)一端与第一进水管(61)连接，另一端固定设置在水槽(14)上且与水

槽(14)连通，排水系统(7)包括第一排水管、第二排水管(71)、水箱(72)以及抽水泵，所述第

一排水管一端与笼体(1)上的水槽(14)连通，另一端与第二排水管(71)连通，第二排水管

(71)与水箱(72)连接，第二排水管(71)上设置有抽水泵，所述冲淋系统(8)包括进水口

(81)、排污管(83)、污水池(84)以及高压清洗管(82)，进水口(81)固定设置在水箱(72)上，

所述进水口(81)与新鲜水连通，所述高压清洗管(82)一端与水箱(72)连接，另一端穿过墙

体(4)固定设置在每层第一个底座(31)的通孔(313)内，排污管(83)一端与每层最后一个底

座(31)连通，另一端与污水池(84)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笼，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311)处固定设置有

密封圈(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笼，其特征在于：所述笼底(13)与笼体(1)的上

部通过卡扣结构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笼，其特征在于：所述笼底(13)上端面为不锈钢

光滑壁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笼，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板(25)截面呈T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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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肉兔养殖笼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动物的房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肉兔养殖笼。

背景技术

[0002] 肉兔，兔类的一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经引种改良、封闭繁育而形成具有独特生

产性能的肉兔，具有适应性强、繁殖性能好、生长发育快、屠宰率高、肉质细嫩、风味鲜美、营

养丰富等独特品质，尤其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深受消费者欢迎。

[0003] 在养殖过程中，肉兔排泄的粪便等物容易积累滋生细菌，养殖环境气味刺鼻，用传

统的方式处理排泄物，一方便除粪不彻底，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员劳动输出，增加饲养员

工作强度；肉兔生长需要干净的环境，同时对食材以及水极其挑剔，兔笼水槽中的水，放置

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弄脏污染，肉兔不会再饮用，让饲养员对每个兔笼内的水槽进

行换水，工作量巨大，肉兔饮用后剩下的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的一种肉兔养殖笼。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肉兔养殖笼，包括笼体、清洁装置以及清洗通道，所述笼体分为上部和笼底，

所述笼体的上部由钢丝网以及若干隔板围成，笼体的上部固定设置有水槽以及食槽，所述

笼底与笼体的上部固定连接，所述笼底内设置有两个通槽，所述两个通槽分别紧挨笼底的

两侧端面，所述清洁装置包括螺杆、滑杆、电机、滑块、刮板，所述笼底的两侧面，一侧滑动设

置有螺杆，另一侧固定设置有滑杆，所述螺杆与滑杆相平行，螺杆一端与电机输出轴固定连

接，所述电机通过固定块与笼体固定连接，所述刮板滑动设置在笼底上端面，刮板的一端与

设置在螺杆上的滑块固定连接，隔板上设置有一槽口，所述滑块与螺杆螺纹配合连接，另一

端与滑杆滑动连接，刮板与所述通槽呈平行设置，所述清洗通道包括底座和旋转喷头，所述

底座内设置有一腔体且上端面设置有两个开口，笼底底端面呈凹字形，笼底对应插设固定

在底座上，所述通槽与腔体连通，所述旋转喷头固定设置在腔体的底面上且与供排水系统

连接，底座侧壁面设置有与腔体连通的通孔，所述供排水系统穿过所述通孔，旋转喷头穿出

底座上端面。

[0007] 作为优选，所述供排水系统包括供水系统、排水系统以及冲淋系统，所述供水系统

包括第一进水管、第二进水管、水源以及增压泵，所述第一进水管与水源连接且设置有增压

泵，第二进水管一端与第一进水管连接，另一端固定设置在水槽上且与水槽连通，排水系统

包括第一排水管、第二排水管、水箱以及抽水泵，所述第一排水管一端与笼体上的水槽连

通，另一端与第二排水管连通，第二排水管与水箱连接，第二排水管上设置有抽水泵，所述

冲淋系统包括排污管、污水池以及高压清洗管，所述高压清洗管一端与水箱连接，另一端穿

过墙体固定设置在每排第一个底座的通孔内，每排若干个底座通过排污管相互连接，排污

管末端与污水池连通，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793589 U

3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开口处固定设置有密封圈。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笼底与笼体的上部通过卡扣结构固定连接。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笼底上端面为不锈钢光滑壁面。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刮板截面呈T字形。

[001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0013] (1)本肉兔养殖笼对肉兔排泄的粪便具有较强的清洁能力，防止积累滋生细菌，同

时养殖环境不再刺鼻，无需大量人员劳动输出，降低饲养员工作强度，具体设置有刮板、旋

转喷头等清洁清洗通道。

[0014] (2)本肉兔养殖笼肉兔饮用后剩下的脏水，回收后用于冲洗底座上的粪便，水资源

再次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由供排水系统来实现。

[0015] (3)本肉兔养殖笼防止旋转喷头冲洗时水溅至笼底上端面，无需将肉兔移走就能

清理排泄物，减少工作量，具体设置刮板截面呈T字形，刮板上部能将槽口覆盖。

[0016] (4)本肉兔养殖笼减小刮板滑动时与笼底上表面的摩擦力，具体笼底上端面为不

锈钢光滑壁面。

[0017] (5)本肉兔养殖笼可适用于大规模饲养，充分利用养殖面积，满足现代化综合统一

管理饲养的要求，具体设置有清洗架，若干笼体对应插设固定在底座上。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一种肉兔养殖笼实施例一笼体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一种肉兔养殖笼实施例一笼底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一种肉兔养殖笼实施例一底座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一种肉兔养殖笼实施例一的装配剖视图。

[0022] 图5是一种肉兔养殖笼实施例一的供排水系统示意图。

[0023] 图6是一种肉兔养殖笼实施例二的清洗架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符号说明：

[0025] 1-笼体，11-隔板，12-槽口，13-笼底，131-通槽，14-水槽，2-清洁装置，21-螺杆， 

22-滑杆，23-电机，24-滑块，25-刮板，26-固定块，3-清洗通道，31-底座，311-开口，  312-腔

体，313-通孔，32-旋转喷头，4-墙体，5-密封圈，6-供水系统，61-第一进水管，  62-第二进水

管，63-水源，64-增压泵，7-排水系统，71-第二排水管，72-水箱，8-冲淋系统，81-进水口，

82-高压清洗管，83-排污管，84-污水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

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7] 实施例一：

[0028] 参见图1-图5，本实施例一种肉兔养殖笼，一种肉兔养殖笼，包括笼体1、清洁装置2 

以及清洗通道3，所述笼体1分为上部和笼底13，所述笼体1的上部由钢丝网以及若干隔板11

围成，笼体1的上部固定设置有水槽14以及食槽，所述笼底13与笼体1的上部固定连接，所述

笼底13内设置有两个通槽131，所述两个通槽131分别紧挨笼底13的两侧端面，所述清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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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2包括螺杆21、滑杆22、电机23、滑块24、刮板25，所述笼底13的两侧面，一侧滑动设置有螺

杆21，另一侧固定设置有滑杆22，所述螺杆21与滑杆22相平行，螺杆  21一端与电机23输出

轴固定连接，所述电机23通过固定块26与笼体1固定连接，所述刮板25滑动设置在笼底13上

端面，刮板25的一端与设置在螺杆21上的滑块24固定连接，隔板11上设置有一槽口12，所述

滑块24与螺杆21螺纹配合连接，另一端与滑杆22滑动连接，刮板25与所述通槽131呈平行设

置，所述清洗通道3包括底座31和旋转喷头32，所述底座31内设置有一腔体312且上端面设

置有两个开口311，笼底13底端面呈凹字形，笼底13对应插设固定在底座31上，所述通槽131

与腔体312连通，所述旋转喷头32固定设置在腔体312的底面上且与供排水系统7连接，底座

31侧壁面设置有与腔体312连通的通孔313，所述供排水系统7穿过所述通孔313，旋转喷头

32穿出底座31上端面，

[0029] 当需要清理粪便等排泄物时，打开电机23，与电机23固定连接的螺杆21旋转，使得

滑动设置在螺杆21上的滑块24带着刮板25移动，刮板25移动使得堆积在笼底13上端面的排

泄物被挤入通槽131内，当刮板25移至槽口12上方，启用旋转喷头32，喷出的水全面作用在

刮板25以及通槽131上，将刮板25以及通槽131上沾连的排泄物清洗干净，污水排入底座31

的腔体312内，在供排水系统7的作用下将腔体312内的污水排出去，使用隔板11防止旋转喷

头32清洗时水外溅，防止养殖场内变得潮湿，肉兔生长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使用清洁装置2

以及清洗通道3无需大量人员劳动输出，降低饲养员工作强度，对肉兔排泄的粪便等物具有

较强的清洁能力，防止积累滋生细菌，养殖环境不再刺鼻。

[0030] 所述供排水系统7包括供水系统6、排水系统7以及冲淋系统8，所述供水系统6包括

第一进水管61、第二进水管62、水源63以及增压泵64，所述第一进水管61与水源63连接且设

置有增压泵64，第二进水管62一端与第一进水管61连接，另一端固定设置在水槽  14上且与

水槽14连通，排水系统7包括第一排水管、第二排水管71、水箱72以及抽水泵，所述第一排水

管一端与笼体1上的水槽14连通，另一端与第二排水管71连通，第二排水管71与水箱72连

接，第二排水管71上设置有抽水泵，所述冲淋系统8包括进水口81、排污管83、污水池84以及

高压清洗管82，进水口81固定设置在水箱72上，所述进水口81  与新鲜水连通，所述高压清

洗管82一端与水箱72连接，另一端穿过墙体4固定设置在每层第一个底座31的通孔313内，

排污管83一端与每层最后一个底座31连通，另一端与污水池84相连，第一进水管61通过增

压泵64将水源63中新鲜的水供给若干第二进水管62，若干第二进水管62将水供给若干水槽

14，经过一段时间后，水槽14中的水因各种原因被污染，经抽水泵将若干水槽14中剩余的水

回收，回收的水通过若干第一排水管流入第二排水管71，经第二排水管71进入水箱72，水箱

72中的水贮备不够时，通过进水口81向水箱72通入新鲜水，水箱72中的水经过各种消毒处

理被用于冲淋系统8，高压清洗管82将腔体312冲洗干净后，污水经排污管83进入污水池84，

肉兔饮用后剩下的脏水，回收后用于冲洗底座31上的粪便，水资源再次利用，实现可持续发

展。

[0031] 所述笼底13与笼体1的上部通过卡扣结构固定连接，便于安装拆卸笼体1，减少工

作量，同时方便对笼体1整体的清洗。

[0032] 所述开口311处固定设置有密封圈5，防止腔体312内污水满溢渗漏，影响养殖笼外

部环境，保证肉兔健康生长。

[0033] 所述笼底13上端面为不锈钢光滑壁面，减小刮板25滑动时与笼底13上表面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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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0034] 所述刮板25截面呈T字形，当刮板25滑至槽口12，刮板25顶面将槽口12覆盖，防止

旋转喷头32冲洗时水外溅，无需将肉兔移走就能清理排泄物，大大减少工作量。

[0035] 实施例二：

[0036] 本实施例一种肉兔养殖笼构成的养殖系统，其中采用多个实施一所示的肉兔养殖

笼综合搭建构成，其中若干清洗通道3首尾依次连接排布，所述若干笼体1对应插设固定在

底座31上，清洗通道3与墙体4固定连接设置有多层，构成一个清洗架，若干底座31内的腔体

312相互连通，所述腔体312与冲淋系统8相互连通，在高压清洗管82作用下，将腔体312冲洗

干净后，污水经排污管83进入污水池84，例如图6所示，将肉兔养殖笼横向以及多层排布设

置，利于现代化综合养殖管理需求，充分利用养殖面积，可适用于大规模饲养。

[0037]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

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

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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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1793589 U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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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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