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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鸡舍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家畜养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

态鸡舍，包括：食宿区、鸡棚、露天的运动场、翻

板、边梁、滑槽和喷淋头；食宿区，食宿区中间设

有由栅栏隔开的人行道，人行道将食宿区分隔成

第一区和第二区，人行道内设有紧挨着栅栏的饲

槽，食宿区的下方设有底架，栅栏固定在底架上；

鸡棚，鸡棚与食宿区相邻，鸡棚与第一区和第二

区之间均设有通道，通道两端均设有门；露天的

运动场，运动场位于食宿区的两侧，运动场与第

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门，运动场由围栏包围

而成。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生态鸡舍，以解决现

有技术中鸡羊混养过程中的卫生不便于打扫、羊

鸡混养易交叉感染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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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鸡舍，其特征在于，包括：

食宿区，食宿区中间设有由栅栏隔开的人行道，人行道将食宿区分隔成第一区和第二

区，人行道内设有紧挨着栅栏的饲槽，食宿区的下方设有底架，栅栏固定在底架上；

鸡棚，鸡棚与食宿区相邻，鸡棚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通道，通道两端均设有

门；

露天的运动场，运动场位于食宿区的两侧，运动场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门，运

动场由围栏包围而成；

翻板，翻板相互平行设置在底架上，翻板的两侧的侧面均设有第一连接孔和第二连接

孔，第一连接孔和第二连接孔分别位于翻板两侧的端部，底架上均匀设有第一通孔，第一通

孔与第一连接孔之间设有第一连杆，第一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一连接孔和第一通孔铰接；

边梁，边梁分别设置在翻板的两侧，边梁上均匀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和第二连接孔

之间设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二连接孔和第二通孔铰接；

翻转电机，翻转电机至少有两个，均包括转轴，翻转电机位于边梁的两端，底架上设有

用于固定翻转电机的安装架，转轴上设有伸缩杆；

滑槽，滑槽分别位于边梁的两端，滑槽为弧形，滑槽内设有滑块，滑块与伸缩杆铰接；

喷淋头，喷淋头均位于翻板下方，喷淋头均匀分布并固定在底架上，底架的一端设有倾

斜的筛网，底架的另一端与筛网之间设有倾斜的第一导流板，筛网下方设有位于筛网下方

的倾斜的第二导流板，第二导流板位于第一导流板的正下方，筛网的一端与底架固定连接，

筛网的另一端设有集粪池，第二导流板的较低端设有排水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鸡舍，其特征在于：滑块是与滑槽滚动连接的轴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鸡舍，其特征在于：翻转电机的转轴上设有减速齿轮，伸

缩杆连接在减速齿轮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鸡舍，其特征在于：筛网的网孔直径1-3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鸡舍，其特征在于：喷淋头上设有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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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鸡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畜养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态鸡舍。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现在越来越提倡生态养殖。在一些养殖厂中，常常是将多

种动物混养，以提高经济效益，避免因某一品种动物的价格过低时，影响养殖厂的收益，提

高养殖厂的抗风险能力。并且利用动物种类之间习性的差异性，还能提高饲料的利用率，提

高收益。

[0003] 羊对掉落的食物是不会采食的，这部分食物如果直接丢掉，这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鸡是需要通过吞食小石头来帮助消化，表现出鸡是一种极爱在地上刨食的动物，并不会在

意食物是否干净。那么，将羊和鸡混养是不是能够达到节约饲料的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鸡在进食时，如果不加约束，鸡会将饲料刨到地面上，地面上的饲料羊又不能再进食了，更

容易造成浪费。并且鸡的瘟病比较多，尤其是鸡群当中球虫寄生较为严重，在大规模养殖过

程中，羊鸡混养容易出现交叉感染。羊鸡混养仅能进行小规模饲养。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04686377A的专利文献中公开了一种羊舍用漏缝地板结构，

包括地板、用于支撑地板的横梁、与地板固定连接的转轴和通过转轴使地板转动的传动机

构，还包括用于挡住缝隙的缝隙挡板。其使用传动机构使地板翻转，清除羊粪。但是该方案

仅通过抖落的方式清理羊粪，存在抖落不干净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生态鸡舍，以解决现有技术中鸡羊混养过程中的卫生不便于

打扫、羊鸡混养易交叉感染的技术问题。

[0006] 本方案中的生态鸡舍，包括：

[0007] 食宿区，食宿区中间设有由栅栏隔开的人行道，人行道将食宿区分隔成第一区和

第二区，人行道内设有紧挨着栅栏的饲槽，食宿区的下方设有底架，栅栏固定在底架上；

[0008] 鸡棚，鸡棚与食宿区相邻，鸡棚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通道，通道两端均设

有门；

[0009] 露天的运动场，运动场位于食宿区的两侧，运动场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

门，运动场由围栏包围而成；

[0010] 翻板，翻板相互平行设置在底架上，翻板的两侧的侧面均设有第一连接孔和第二

连接孔，第一连接孔和第二连接孔分别位于翻板两侧的端部，底架上均匀设有第一通孔，第

一通孔与第一连接孔之间设有第一连杆，第一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一连接孔和第一通孔铰

接；

[0011] 边梁，边梁分别设置在翻板的两侧，边梁上均匀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和第二连

接孔之间设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二连接孔和第二通孔铰接；

[0012] 翻转电机，翻转电机至少有两个，均包括转轴，翻转电机位于边梁的两端，底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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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用于固定翻转电机的安装架，转轴上设有伸缩杆；

[0013] 滑槽，滑槽分别位于边梁的两端，滑槽为弧形，滑槽内设有滑块，滑块与伸缩杆铰

接；

[0014] 喷淋头，喷淋头均位于翻板下方，喷淋头均匀分布并固定在底架上。

[0015] 本发明的原理及优点如下：首先将羊饲养在食宿区，根据具体的需要，如羊的性

别，羊的年龄分开饲养在第一区和第二区。饲养员在人行道内将饲料或者草料放置在饲槽

内，对羊进行喂食。鸡此时养殖在鸡棚内。

[0016] 当羊进食完毕后，打开运动场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的门，将羊从食宿区驱赶到

运动场活动。然后打开鸡棚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的门，将鸡从鸡棚驱赶到食宿区，鸡分别

在第一区和第二区内活动，被羊洒落在食宿区的饲料鸡会在活动过程中进食。

[0017] 在鸡进食完毕后，再将鸡驱赶回鸡棚。鸡在食宿区活动时，肯定会留下鸡粪。然后

启动翻转电机，翻转电机带动伸缩杆转动，在滑槽的限制作用下，翻转电机会带动翻板翻

转。在翻板上的鸡粪会在翻转过程中被抖落，然后启动喷淋头，喷淋头从翻板的下方对翻板

进行清洗。残留在翻板上的鸡粪会被冲洗干净。待冲洗完毕后，可在羊活动完毕后再驱赶回

食宿区。

[0018] 本发明，通过在时间上对羊和鸡进行隔离，达到既能将羊鸡混养，羊鸡又不会直接

接触，避免了羊鸡的交叉传染的出现。同样的病毒或寄生虫，在鸡身上不会发病，在羊身上

就可能致命。因此鸡在食宿区活动之后，对食宿区进行清洗，既能让鸡活动，又能让鸡吃掉

羊舍中被羊洒落的饲料，还不会出现交叉传染。并且通过翻转电机提供动力，在滑槽的作用

下，让滑块滑动，带动边梁沿滑槽的轨迹运动，最终实现翻板的翻转。翻板在冲洗后，由于是

翻板的下方被冲洗，翻板上的水分会快速从翻板上滴落，翻板之间的缝隙还具有通风效果，

翻板能够较为快速的被晾干，并且此时翻板的上表面原本是干燥的，在羊从运动场回来时，

不会导致羊居住在一个潮湿的环境。

[0019] 进一步，底架的一端设有倾斜的筛网，底架的另一端与筛网之间设有倾斜的第一

导流板，筛网下方设有位于筛网下方的倾斜的第二导流板，第二导流板位于第一导流板的

正下方，筛网的一端与底架固定连接，筛网的另一端设有集粪池，第二导流板的较低端设有

排水道。实现对羊粪和羊尿的分离，将羊粪收集起来，在发酵之后能够作为农家肥使用。

[0020] 进一步，滑块是与滑槽滚动连接的轴承。轴承能够减小摩擦，使得翻转电机运转更

为顺畅。

[0021] 进一步，翻转电机的转轴上设有减速齿轮，伸缩杆连接在减速齿轮上。减速齿轮能

够让翻板在翻转时更为平稳。

[0022] 进一步，筛网的网孔直径1-3cm。筛网的网孔直径过大，会将羊粪漏掉；直径过小，

又容易被堵塞，筛网的网孔直径1-3cm能够达到较好的分离效果。

[0023] 进一步，喷淋头上设有布袋。可将用于消毒杀菌的药物（如高锰酸钾）装在布袋内，

在水流的冲刷下，药物会溶解在水中，药物会随水流对翻板的下表面进行清洗、消毒。进一

步避免羊鸡的交叉传染。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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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为翻板的侧视图；

[0026] 图3为筛网与底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食宿区1、第一区11、第二区12、鸡棚2、通道21、运

动场3、翻板40、底架41、第一连杆42、第二连杆43、翻转电机5、伸缩杆6、滑槽7、轴承8、喷淋

头81、第一导流板90、第二导流板92、筛网93。

[0029] 实施例1

[0030] 基本如附图1、图2所示：生态鸡舍，包括：

[0031] 食宿区，食宿区中间设有由栅栏隔开的人行道，人行道将食宿区分隔成第一区和

第二区，人行道内设有紧挨着栅栏的饲槽，食宿区的下方设有底架，栅栏固定在底架上；

[0032] 鸡棚，鸡棚与食宿区相邻，鸡棚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通道，通道两端均设

有门；

[0033] 露天的运动场，运动场位于食宿区的两侧，运动场与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均设有

门，运动场由围栏包围而成；

[0034] 翻板，翻板相互平行设置在底架上，翻板的两侧的侧面均设有第一连接孔和第二

连接孔，第一连接孔和第二连接孔分别位于翻板两侧的端部，底架上均匀设有第一通孔，第

一通孔与第一连接孔之间设有第一连杆，第一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一连接孔和第一通孔铰

接；

[0035] 边梁，边梁分别设置在翻板的两侧，边梁上均匀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和第二连

接孔之间设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二连接孔和第二通孔铰接；

[0036] 翻转电机，翻转电机至少有两个，均包括转轴，翻转电机位于边梁的两端，底架上

设有用于固定翻转电机的安装架，转轴的旁边设有减速齿轮，减速齿轮上焊接有伸缩杆；

[0037] 滑槽，滑槽分别位于边梁的两端，滑槽为弧形，滑槽内设有与滑槽滚动连接的轴

承，轴承与伸缩杆铰接；

[0038] 喷淋头，喷淋头均位于翻板下方，喷淋头均匀分布并固定在底架上。

[0039] 具体使用时：可选择任意时间对食宿区进行消毒，哪怕是羊在食宿区时，也可以对

食宿区清洗、消毒。即在羊或者鸡使用后均可对食宿区进行消毒，既能达到清洁食宿区的目

的，也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羊在运动场运动之后肉质会更好，鸡在食宿区活动之后，肉质也

能更好。

[0040] 实施例2

[0041] 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底架的一端设有倾斜的筛网，底架的另一端与筛

网之间设有倾斜的第一导流板，筛网下方设有位于筛网下方的倾斜的第二导流板，第二导

流板位于第一导流板的正下方，筛网的一端与底架固定连接（如图3所示），筛网的另一端设

有集粪池，第二导流板的较低端设有排水道。实现对羊粪和羊尿的分离，将羊粪收集起来，

在发酵之后能够作为农家肥使用。

[0042] 实施例3

[0043] 与实施例2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筛网的网孔直径1-3cm，喷淋头上设有布袋。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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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孔直径过大，会将羊粪漏掉；直径过小，又容易被堵塞，筛网的网孔直径1-3cm能够达到

较好的分离效果。可将用于消毒杀菌的药物（如高锰酸钾）装在布袋内，在水流的冲刷下，药

物会溶解在水中，药物会随水流对翻板的下表面进行清洗、消毒。进一步避免羊鸡的交叉传

染。

[004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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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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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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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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