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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中公开了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

浴装置，涉及农业技术领域；为了解决野外泥潭

中滋生蚊虫，影响山猪健康问题；具体包括池体，

所述池体的内部两侧固定安装有多个支撑架，且

池体和支撑架的顶部之间固定安装有台板，相邻

的两个支撑架之间固定安装有倒V型结构的连接

架，所述池体的底部设置有导流部，且导流部的

端部固定安装有抽淤泵。本发明中泥土经过抽淤

泵进行循环，在循环的过程中通过绞龙输送机和

排放槽进行输送和分配，使得泥土循环使用，且

避免泥土溅出影响环境，每个泥浴池通过隔离架

进行分隔，避免山猪之间出现打斗现象，利用泥

土对山猪皮肤进行保护，减少皮肤细菌的滋生，

避免蚊虫的叮咬，提升山猪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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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包括池体（1），所述池体（1）的内部两侧固定安装

有多个支撑架（20），且池体（1）和支撑架（20）的顶部之间固定安装有台板（2），相邻的两个

支撑架（20）之间固定安装有倒V型结构的连接架（16），所述池体（1）的底部设置有导流部

（18），且导流部（18）的端部固定安装有抽淤泵（17），其特征在于，所述池体（1）的内部两侧

固定安装有多个与支撑架（20）交错设置的隔离架（11），且隔离架（11）的侧面和支撑架（20）

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弧形结构的泥浴池（19），所述台板（2）的顶部开设有多个矩形槽，且

矩形槽的内部卡接有栅格板（13），相邻的两个所述隔离架（11）之间固定安装有绞龙输送机

（4），且抽淤泵（17）的排出端通过软管与绞龙输送机（4）的进口端连通，绞龙输送机（4）的两

侧均开设有多个与泥浴池（19）连通的排放槽，所述台板（2）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多个与隔离

架（11）稳固连接的支撑板（12），且支撑板（12）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喷淋管（10），所述喷

淋管（10）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多个竖杆（9），且竖杆（9）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顶盖（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泥浴池

（19）的内弧面固定安装有多个刷洗柱（15），且刷洗柱（15）为顶端设置有球状端的柔性杆

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泥浴池

（19）的底部内壁一侧固定安装有多个剖面为三角形结构的台阶条（14），且台阶条（14）的顶

部设置有多个凹形槽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架

（11）的两侧均设置有饮水槽部（3），且隔离架（11）的内部通过电磁阀安装有饮水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管

（10）的外侧固定安装有电磁阀，且电磁阀为红外线感应电磁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绞龙输送

机（4）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灭菌机构（5），灭菌机构包括石英玻璃制成的隔离罩，且隔离罩内

部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灭菌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6）

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7），且顶盖（6）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与太阳能电池板（7）电

性连接的蓄电池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泥浴池

（19）的两端分别与台板（2）和绞龙输送机（4）之间通过铰链和搭扣锁稳固连接，且泥浴池

（19）的两侧分别通过搭扣锁与隔离架（11）稳固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6）

的内部顶端固定安装有警报机构（8），且警报机构（8）包括日光灯和声光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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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猪肉，又名豚肉，是猪科动物家猪的肉。其性味甘咸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脂肪、

碳水化合物、钙、铁、磷等营养成分。猪肉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副食品，具有补虚强身，滋阴润

燥、丰肌泽肤的作用。凡病后体弱、产后血虚、面黄肌瘦者，皆可用之作营养滋补之品。猪肉

作为餐桌上重要的动物性食品之一，因为纤维较为细软，结缔组织较少，肌肉组织中含有较

多的肌间脂肪，因此，经过烹调加工后肉味特别鲜美。

[0003] 山猪为野猪种类，山猪肉更加紧实、经济价值相对于家猪肉更高，目前，许多的养

殖户利用山地环境饲养山猪，由于放养的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天然食物和粮食，而且猪放

养更健康，不易生病，肉质更好，更生态，山猪常常利用淤泥除去身体的寄生虫和蚊虫等，对

于许多放养区域并没有很好的场所提供山猪泥浴，且野外泥潭中滋生蚊虫，影响山猪健康。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

[000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包括池体，所述池体的内部两侧

固定安装有多个支撑架，且池体和支撑架的顶部之间固定安装有台板，相邻的两个支撑架

之间固定安装有倒V型结构的连接架，所述池体的底部设置有导流部，且导流部的端部固定

安装有抽淤泵，所述池体的内部两侧固定安装有多个与支撑架交错设置的隔离架，且隔离

架的侧面和支撑架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弧形结构的泥浴池，所述台板的顶部开设有多个

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卡接有栅格板，相邻的两个所述隔离架之间固定安装有绞龙输送

机，且抽淤泵的排出端通过软管与绞龙输送机的进口端连通，绞龙输送机的两侧均开设有

多个与泥浴池连通的排放槽，所述台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多个与隔离架稳固连接的支撑

板，且支撑板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喷淋管，所述喷淋管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多个竖杆，且竖

杆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顶盖。

[0006] 优选地，所述泥浴池的内弧面固定安装有多个刷洗柱，且刷洗柱为顶端设置有球

状端的柔性杆体。

[0007] 优选地，所述泥浴池的底部内壁一侧固定安装有多个剖面为三角形结构的台阶

条，且台阶条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凹形槽孔。

[0008] 优选地，所述隔离架的两侧均设置有饮水槽部，且隔离架的内部通过电磁阀安装

有饮水管。

[0009] 优选地，所述喷淋管的外侧固定安装有电磁阀，且电磁阀为红外线感应电磁阀。

[0010] 优选地，所述绞龙输送机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灭菌机构，灭菌机构包括石英玻璃制

成的隔离罩，且隔离罩内部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灭菌灯。

[0011] 优选地，所述顶盖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且顶盖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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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的蓄电池组。

[0012] 优选地，所述泥浴池的两端分别与台板和绞龙输送机之间通过铰链和搭扣锁稳固

连接，且泥浴池的两侧分别通过搭扣锁与隔离架稳固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顶盖的内部顶端固定安装有警报机构，且警报机构包括日光灯和声

光报警器。

[0014] 本发明中，泥土放置在泥浴池中，且将水导入到喷淋管中是泥土充分滋润，吸引山

猪进入到泥浴池中进行嬉戏，泥土在山猪翻动时从栅格板孔洞掉落，经过抽淤泵进行循环，

在循环的过程中通过绞龙输送机和排放槽进行输送和分配，使得泥土循环使用，且避免泥

土溅出影响环境，每个泥浴池通过隔离架进行分隔，避免山猪之间出现打斗现象，利用泥土

对山猪皮肤进行保护，减少皮肤细菌的滋生，避免蚊虫的叮咬，提升山猪肉的品质；

在泥浴池底部分布有许多刷洗柱，山猪在泥浴时刷洗柱的端部会按摩猪身，促使山猪

不断的挪移运动，且增加磨蹭的摩擦，更利于将山猪皮肤表面的寄生虫等清除，清除产生的

虫卵等可以在刷洗柱的根部处停留，便于后续清理，在泥浴池的内部设置台阶条，便于山猪

上下走动，且其外侧弧形部便于山猪磨蹭皮肤，配合刷洗柱提升其泥浴对山猪皮肤寄生虫

清除效果；

在泥浆进行循环使用时，利用紫外线灭菌灯对经过的泥浆进行消毒灭菌，灭除泥浆中

含有的细菌和寄生虫虫卵，进一步提高装置对山猪皮肤寄生虫的灭除效果；

在山猪泥浴时，可以开启日光灯模拟阳光环境，在泥浴时对其进行光线照射提高灭菌

效果，在山猪长时间处于泥浴时，可以通过声光报警器发出刺耳声响，配合发出的闪烁光

照，对山猪进行恐吓驱散，避免山猪长时间在泥浆中嬉戏，合理控制山猪泥浴时间。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的泥浴池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的隔离架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的局部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的支撑板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池体、2台板、3饮水槽部、4绞龙输送机、5灭菌机构、6顶盖、7太阳能电池板、

8警报机构、9竖杆、10喷淋管、11隔离架、12支撑板、13栅格板、14台阶条、15刷洗柱、16连接

架、17抽淤泵、18导流部、19泥浴池、20支撑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详细描述本专利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专利，而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18]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专利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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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设置”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相连、设置，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设

置，或一体地连接、设置。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

语在本专利中的具体含义。

[0020] 实施例1

参照图1-5，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包括池体1，池体1的内部两侧固定安装

有多个支撑架20，且池体1和支撑架20的顶部之间固定安装有台板2，相邻的两个支撑架20

之间固定安装有倒V型结构的连接架16，池体1的底部设置有导流部18，且导流部18的端部

固定安装有抽淤泵17，池体1的内部两侧固定安装有多个与支撑架20交错设置的隔离架11，

且隔离架11的侧面和支撑架20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弧形结构的泥浴池19，台板2的顶部

开设有多个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卡接有栅格板13，相邻的两个隔离架11之间固定安装

有绞龙输送机4，且抽淤泵17的排出端通过软管与绞龙输送机4的进口端连通，绞龙输送机4

的两侧均开设有多个与泥浴池19连通的排放槽，台板2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多个与隔离架11

稳固连接的支撑板12，且支撑板12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喷淋管10，喷淋管10的顶部固定

安装有多个竖杆9，且竖杆9的顶端之间固定安装有顶盖6，装置安装于在山猪养殖区域，将

泥土放置在泥浴池19中，且将水导入到喷淋管10中是泥土充分滋润，吸引山猪进入到泥浴

池19中进行嬉戏，泥土在山猪翻动时从栅格板13孔洞掉落，经过抽淤泵17进行循环，在循环

的过程中通过绞龙输送机4和排放槽进行输送和分配，使得泥土循环使用，且避免泥土溅出

影响环境，每个泥浴池19通过隔离架11进行分隔，避免山猪之间出现打斗现象，利用泥土对

山猪皮肤进行保护，减少皮肤细菌的滋生，避免蚊虫的叮咬，提升山猪肉的品质。

[0021] 本发明中，泥浴池19的内弧面固定安装有多个刷洗柱15，且刷洗柱15为顶端设置

有球状端的柔性杆体，在泥浴池19底部分布有许多刷洗柱15，山猪在泥浴时刷洗柱15的端

部会按摩猪身，促使山猪不断的挪移运动，且增加磨蹭的摩擦，更利于将山猪皮肤表面的寄

生虫等清除，清除产生的虫卵等可以在刷洗柱15的根部处停留，便于后续清理。

[0022] 泥浴池19的底部内壁一侧固定安装有多个剖面为三角形结构的台阶条14，且台阶

条14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凹形槽孔，台阶条14的外侧边缘处设置有弧形部，在泥浴池19的内

部设置台阶条14，便于山猪上下走动，且其外侧弧形部便于山猪磨蹭皮肤，配合刷洗柱15提

升其泥浴对山猪皮肤寄生虫清除效果。

[0023] 隔离架11的两侧均设置有饮水槽部3，且隔离架11的内部通过电磁阀安装有饮水

管，山猪在泥浴时，可以通过饮水管向饮水槽部3内注水，便于山猪饮水操作，且在饮水过程

中可以对泥浆进行稀释，保持泥浆的湿润，提高装置使用效果。

[0024] 喷淋管10的外侧固定安装有电磁阀，且电磁阀为红外线感应电磁阀，山猪在进出

装置时，通过电磁阀控制喷淋管10喷水，对山猪身体表面进行清洗，将山猪表皮泥土进行回

收再利用。

[0025] 绞龙输送机4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灭菌机构5，灭菌机构包括石英玻璃制成的隔离

罩，且隔离罩内部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灭菌灯，在泥浆进行循环使用时，利用紫外线灭菌灯对

经过的泥浆进行消毒灭菌，灭除泥浆中含有的细菌和寄生虫虫卵，进一步提高装置对山猪

皮肤寄生虫的灭除效果。

[0026] 顶盖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7，且顶盖6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与太阳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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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板7电性连接的蓄电池组，装置在安装后，可以通过顶部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7，转化太阳

能为电力，进而降低装置对于市电的损耗，节能降耗。

[0027] 泥浴池19的两端分别与台板2和绞龙输送机4之间通过铰链和搭扣锁稳固连接，且

泥浴池19的两侧分别通过搭扣锁与隔离架11稳固连接，装置中泥浴池19的一端与台板2进

行铰接，泥浴池19为弧形结构，山猪嬉戏泥浴时带动泥浴池19进行振动，进而带动泥浴池19

侧面进行形变，使得泥浆可以从间隙中渗出，提高泥浆更新速度，保证其对山猪的清洁效

果，且在清理时可以将泥浴池19一侧抬起，将其内部泥浆倾倒而出，提高装置清洁的便捷

性，降低养殖人员的清理劳动量。

[0028]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装置安装于在山猪养殖区域，将泥土放置在泥浴池19中，且将

水导入到喷淋管10中是泥土充分滋润，吸引山猪进入到泥浴池19中进行嬉戏，泥土在山猪

翻动时从栅格板13孔洞掉落，经过抽淤泵17进行循环，在循环的过程中通过绞龙输送机4和

排放槽进行输送和分配，使得泥土循环使用，且避免泥土溅出影响环境，每个泥浴池19通过

隔离架11进行分隔，避免山猪之间出现打斗现象，利用泥土对山猪皮肤进行保护，减少皮肤

细菌的滋生，避免蚊虫的叮咬，提升山猪肉的品质。

[0029] 实施例2

参照图1-5，一种畜牧业生产用山猪泥浴装置，本实施例相对于实施例1中，顶盖6的内

部顶端固定安装有警报机构8，且警报机构8包括日光灯和声光报警器。

[0030]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在山猪泥浴时，可以开启日光灯模拟阳光环境，在泥浴时对其

进行光线照射提高灭菌效果，在山猪长时间处于泥浴时，可以通过声光报警器发出刺耳声

响，配合发出的闪烁光照，对山猪进行恐吓驱散，避免山猪长时间在泥浆中嬉戏，合理控制

山猪泥浴时间。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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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12293286 A

7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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