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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猪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包括猪舍本体，猪舍本体的

顶部中部设有蓄水装置，位于蓄水装置左侧的猪

舍本体的顶部设有蓄电池，猪舍本体的顶部左右

两侧对称设有太阳能电板，且太阳能电板的上端

与蓄水装置的左右侧壁上部相连，本发明提供了

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通过一系列结构的设计

和使用，不仅可以达到对猪舍内部进行快速换气

通风的目的，而且操作简单，功能多样，同时具有

节能环保的优点，进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

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的实

用性；而且本发明结构新颖，设计科学合理，使用

方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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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包括猪舍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猪舍本体的顶部中部设有

蓄水装置，位于所述蓄水装置左侧的所述猪舍本体的顶部设有蓄电池，所述猪舍本体的顶

部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太阳能电板，且所述太阳能电板的上端与所述蓄水装置的左右侧壁上

部相连，所述蓄水装置的底部中部与水泵的输入端相连通，所述水泵的输出端与喷管相连

通，所述喷管的底部均匀设有喷嘴，所述猪舍本体的内腔顶部均匀设有保温灯，所述猪舍本

体的左右两侧壁的上部分别固定插接有进风装置和排风装置，所述猪舍本体的左右内侧壁

的中部分别对称设有温湿度传感器和臭味传感器，所述猪舍本体的左侧壁左侧下部设有控

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装置包括蓄水

箱、第一通槽、海绵过滤层、PP纤维过滤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所述蓄水箱的顶部中

部开设有所述第一通槽，所述蓄水箱的内部由上至下依次设有所述海绵过滤层、所述PP纤

维过滤层和所述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装置包括进风

壳、第二通槽、聚酯纤维过滤层、活性炭过滤层、HEPA过滤层和进风扇，所述进风壳的左右两

侧壁均开设有所述第二通槽，所述进风壳的内部由左至右依次设有所述聚酯纤维过滤层、

所述活性炭过滤层、所述HEPA过滤层和所述进风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风装置包括排风

壳、第三通槽和排风扇，所述排风壳的左右两侧壁均开设有所述第三通槽，所述排风壳的内

部设有所述排风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槽、左侧所

述第二通槽和右侧所述第三通槽内均嵌设有过滤网，且所述过滤网为不锈钢过滤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为微型水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嘴为雾化喷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所述

水泵、所述保温灯、所述进风扇、所述排风扇、所述蓄电池、所述温湿度传感器和所述臭味传

感器电性相连，所述蓄电池与所述太阳能电板电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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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猪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养殖业是利用畜禽等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或者鹿、麝、狐、貂、水獭、鹌鹑等野

生动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饲养、繁殖，使其将牧草和饲料等植物能转变为动物能，以取

得肉、蛋、奶、羊毛、山羊绒、皮张、蚕丝和药材等畜产品的生产部门。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

质交换的极重要环节。养殖业是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种植业

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

[0003] 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环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生猪饲

养，生猪重量指标不再是唯一的养殖指标，生猪的生态福利化养殖也成为了消费者和饲养

者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生猪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是一个利于生猪健康生长的关

键因素。

[0004] 在涉及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在进行使用时，然而现有的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在进行使

用过程中，虽然可以达到对猪舍内部进行换气通风，但操作复杂，功能简单，而且不具有节

能环保的优点，进而降低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的使用效率，进而降低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

的实用性，因此亟需研发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通过一系列结构的

设计和使用，不仅可以达到对猪舍内部进行快速换气通风的目的，而且操作简单，功能多

样，同时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进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了猪养

殖用通风装置的实用性；而且本发明结构新颖，设计科学合理，使用方便，具有较强的实用

性。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包括猪舍本体，所述猪舍本体的顶部中部设有蓄水装置，

位于所述蓄水装置左侧的所述猪舍本体的顶部设有蓄电池，所述猪舍本体的顶部左右两侧

对称设有太阳能电板，且所述太阳能电板的上端与所述蓄水装置的左右侧壁上部相连，所

述蓄水装置的底部中部与水泵的输入端相连通，所述水泵的输出端与喷管相连通，所述喷

管的底部均匀设有喷嘴，所述猪舍本体的内腔顶部均匀设有保温灯，所述猪舍本体的左右

两侧壁的上部分别固定插接有进风装置和排风装置，所述猪舍本体的左右内侧壁的中部分

别对称设有温湿度传感器和臭味传感器，所述猪舍本体的左侧壁左侧下部设有控制器。

[0008] 优选的，所述蓄水装置包括蓄水箱、第一通槽、海绵过滤层、PP纤维过滤层和阳离

子交换树脂过滤层，所述蓄水箱的顶部中部开设有所述第一通槽，所述蓄水箱的内部由上

至下依次设有所述海绵过滤层、所述PP纤维过滤层和所述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

[0009] 优选的，所述进风装置包括进风壳、第二通槽、聚酯纤维过滤层、活性炭过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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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过滤层和进风扇，所述进风壳的左右两侧壁均开设有所述第二通槽，所述进风壳的内

部由左至右依次设有所述聚酯纤维过滤层、所述活性炭过滤层、所述HEPA过滤层和所述进

风扇。

[0010] 优选的，所述排风装置包括排风壳、第三通槽和排风扇，所述排风壳的左右两侧壁

均开设有所述第三通槽，所述排风壳的内部设有所述排风扇。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通槽、左侧所述第二通槽和右侧所述第三通槽内均嵌设有过滤

网，且所述过滤网为不锈钢过滤网。

[0012] 优选的，所述水泵为微型水泵。

[0013] 优选的，所述喷嘴为雾化喷嘴。

[0014] 优选的，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所述水泵、所述保温灯、所述进风扇、所述排风扇、所述

蓄电池、所述温湿度传感器和所述臭味传感器电性相连，所述蓄电池与所述太阳能电板电

性相连。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通过在猪舍本体、蓄水装置、蓄水箱、第一通槽、海绵过滤层、PP纤维过滤层、阳离

子交换树脂过滤层、蓄电池、太阳能电板、水泵、喷管、喷嘴、保温灯、进风装置、进风壳、第二

通槽、聚酯纤维过滤层、活性炭过滤层、HEPA过滤层、进风扇、排风装置、排风壳、第三通槽、

排风扇、温湿度传感器、臭味传感器、控制器等部件的相互配合使用下，不仅可以达到对猪

舍内部进行快速换气通风的目的，而且操作简单，功能多样，同时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进

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的实用性；

[0017] 而且本发明结构新颖，设计科学合理，使用方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中蓄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中进风装置的仰视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中排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中的电路原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猪舍本体、2-蓄水装置、201-蓄水箱、202-第一通槽、203-海绵过滤层、

204-PP纤维过滤层、205-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3-蓄电池、4-太阳能电板、5-水泵、6-喷

管、7-喷嘴、8-保温灯、9-进风装置、901-进风壳、902-第二通槽、903-聚酯纤维过滤层、904-

活性炭过滤层、905-HEPA过滤层、906-进风扇、10-排风装置、101-排风壳、102-第三通槽、

103-排风扇、11-温湿度传感器、12-臭味传感器、13-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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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一种猪养殖用通风装置，包括猪舍本体1，猪舍本体1的顶部中部设有蓄水装置2，

位于蓄水装置2左侧的猪舍本体1的顶部设有蓄电池3，猪舍本体1的顶部左右两侧对称设有

太阳能电板4，且太阳能电板4的上端与蓄水装置2的左右侧壁上部相连，蓄水装置2的底部

中部与水泵5的输入端相连通，水泵5的输出端与喷管6相连通，喷管6的底部均匀设有喷嘴

7，猪舍本体1的内腔顶部均匀设有保温灯8，猪舍本体1的左右两侧壁的上部分别固定插接

有进风装置9和排风装置10，猪舍本体1的左右内侧壁的中部分别对称设有温湿度传感器11

和臭味传感器12，猪舍本体1的左侧壁左侧下部设有控制器13。

[0027] 具体的，蓄水装置2包括蓄水箱201、第一通槽202、海绵过滤层203、PP纤维过滤层

204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205，蓄水箱201的顶部中部开设有第一通槽202，蓄水箱201的

内部由上至下依次设有海绵过滤层203、PP纤维过滤层204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205。

[0028] 具体的，进风装置9包括进风壳101901、第二通槽902、聚酯纤维过滤层903、活性炭

过滤层904、HEPA过滤层905和进风扇906，进风壳101901的左右两侧壁均开设有第二通槽

902，进风壳101901的内部由左至右依次设有聚酯纤维过滤层903、活性炭过滤层904、HEPA

过滤层905和进风扇906。

[0029] 具体的，排风装置10包括排风壳101、第三通槽102和排风扇103，排风壳101的左右

两侧壁均开设有第三通槽102，排风壳101的内部设有排风扇103。

[0030] 具体的，第一通槽202、左侧第二通槽902和右侧第三通槽102内均嵌设有过滤网，

且过滤网为不锈钢过滤网。

[0031] 具体的，水泵5为微型水泵。

[0032] 具体的，喷嘴7为雾化喷嘴。

[0033] 具体的，控制器13分别与水泵5、保温灯8、进风扇906、排风扇103、蓄电池3、温湿度

传感器11和臭味传感器12电性相连，蓄电池3与太阳能电板4电性相连。

[0034] 本发明进行使用时，通过设有太阳能电板4，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进而可以为蓄

电池3提供电能，而蓄电池3可以为控制器13、水泵5、保温灯8、进风扇906、排风扇103、蓄电

池3、温湿度传感器11和臭味传感器12提供电能；

[0035] 通过设有蓄水装置2，可以在下雨时进行收集雨水，而蓄水通过第一通槽202上的

过滤网进入蓄水箱201内，过滤网对雨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或外界空气中的杂物进行过滤，而

通过海绵过滤层203、PP纤维过滤层204、阳离子交换树脂过滤层205的设置，可以达到对雨

水中的细小颗粒杂质进行进一步过滤，对雨水进行进一步的净化杀菌；而当猪舍本体1内部

的温湿度传感器11检测猪舍本体1内部的湿度数据小于控制器13预设值时，温湿度传感器

11发送信号至控制器13，控制器13控制水泵5工作，水泵5带动蓄水箱201内净化后的水通过

喷管6输送至喷嘴7处对猪舍本体1内部空气进行喷洒，而且通过喷嘴7为雾化喷嘴，进而进

一步提高了对猪舍本体1内部空气进行喷洒加湿的效果；

[0036] 而当猪舍本体1内部的温湿度传感器11检测猪舍本体1内部的温度数据低于控制

器13预设值时，温湿度传感器11会发送信号至控制器13，控制器13控制保温灯8开始工作，

保温灯8对猪舍本体1内部进行提供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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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而当猪舍本体1内部的臭味传感器12检测猪舍本体1内部的气味数据低于控制器

13预设值时，臭味传感器12发送信号至控制器13，控制器13控制进风扇906和排风扇103同

时工作，当进风扇906进行工作时，带动外界空气经第二通槽902上的过滤网进入过滤壳内，

依次通过聚酯纤维过滤层903、活性炭过滤层904、HEPA过滤层905进入至猪舍本体1内部，而

聚酯纤维过滤层903、活性炭过滤层904、HEPA过滤层905的设置，可以对外界空气进行净化

过滤处理，进而为猪舍本体1内部提供一个空气质量高的养殖环境；当排风扇103进行工作

时，带动猪舍本体1内部的臭空气通过第三通槽102上的过滤网进行排出至外界；进而在上

述结构的设计和使用下，达到了对猪舍本体1内部的空气进行快速换气通风的目的；

[0038] 进而在上述结构的设计和使用下，不仅可以达到对猪舍内部进行快速换气通风的

目的，而且操作简单，功能多样，同时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进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

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了猪养殖用通风装置的实用性；

[0039] 上述水泵5、保温灯8、进风扇906、排风扇103、蓄电池3、温湿度传感器11和臭味传

感器12等电器元件的控制方式是通过与其配套的控制器13进行控制的，控制器13的型号为

MAM-200，且控制电路通过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简单编程即可实现，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仅对其进行使用，未对其进行改进，并且本发明主要用来保护机械装置，所以本发明不再详

细解释控制方式和电路连接。

[0040]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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