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250441.1

(22)申请日 2018.10.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6938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1

(73)专利权人 旺苍县游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地址 628299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

兴旺大道西路122号

(72)发明人 王宝顺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中亚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51126

代理人 崔卜东

(51)Int.Cl.

A01K 31/00(2006.01)

A01K 1/00(2006.01)

C02F 11/02(2006.01)

C02F 103/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230526 A,2016.01.13

CN 1419819 A,2003.05.28

CN 201458987 U,2010.05.12

CN 103960142 A,2014.08.06

CN 203575321 U,2014.05.07

CN 204119975 U,2015.01.28

CN 105145374 A,2015.12.16

CN 103168705 A,2013.06.26

审查员 陈黎

 

(54)发明名称

一种养鸡舍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养鸡舍，包括开设有舍门的

舍体，该舍体上端开设有数个排气管，并在该舍

体两侧开设有空气可以对流的通风窗；所述舍体

内部安装有多个台阶的支架，并在该支架上安装

有数个鸡笼；所述支架内侧安放有发酵槽，该发

酵槽位于鸡笼下方，在该发酵槽中放置有用于鸡

粪发酵的发酵菌料；所述发酵槽上方安装有可以

移动并用于搅拌鸡粪发酵菌料的搅拌器。本发明

设计合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用于规模养鸡，

通过合理的设计鸡舍能够保证鸡舍内部通风良

好，同时通过合理的设计发酵槽，在发酵槽中放

置发酵料使其鸡粪分解，利用合理的设计搅拌

器，通过搅拌器对发酵料或鸡粪的翻动，使其鸡

粪发酵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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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鸡舍，包括开设有舍门（303）的舍体（300），其特征在于：该舍体（300）上端开

设有数个排气管（302），并在该舍体（300）两侧开设有空气可以对流的通风窗（301）；

所述舍体（300）内部安装有多个台阶的支架（500），并在该支架上安装有数个鸡笼

（600）；

所述支架（500）内侧安放有发酵槽（100），该发酵槽（100）位于鸡笼（600）下方，在该发

酵槽（100）中放置有用于鸡粪发酵的发酵菌料；

所述发酵槽（100）上方安装有可以移动并用于搅拌鸡粪发酵菌料的搅拌器；

所述搅拌器包括安装架（401）、横轴（408）、竖轴（406）、电机（200）、安装板（411）和数个

旋耕刀（410），所述竖轴（406）竖直安装于安装架（401）内，该竖轴（406）上端与电机（200）的

转动轴连接，同时该竖轴的下部为开设有凸齿的齿轮部（407）；

所述横轴（408）通过轴承横向安装于安装架，其中横轴中间部分为开设有与齿轮部

（407）匹配的传动部，使竖轴转动时带动横轴转动；

所述安装板（411）为正方形，并在每个边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旋耕刀，并形成搅拌单

元，在所述横轴轴向方向安装有数个该搅拌单元；

所述安装板（411）中间固定设置有套筒（405），该套筒套于横轴（408），同时该套筒通过

销钉固定于横轴，通过横轴的转动带动搅拌单元转动；

所述横轴（408）两侧还固定连接有滚轮（403），在该滚轮（403）上设置有内凹的环槽

（404）；

所述发酵槽（100）的左右两内侧还分别设置有滑槽（101），该滑槽（101）与滚轮（403）匹

配，在该滑槽（101）底部还设置有上凸的凸棱（102），该凸棱（102）与滚轮的环槽（404）匹配；

所述滑槽（101）的内侧壁高度低于外侧壁的高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养鸡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凸棱（102）上端还固定连接有增

大滚轮与凸棱之间摩擦力的垫块（10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养鸡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耕刀（410）包括刀柄（409）和刀

柄前端的刀刃部（402），其中刀柄通过螺栓与正方形的安装板连接，所述刀刃部与刀柄不在

同一平面内，并向外侧弯曲；而同一安装板上相邻的旋耕刀（410）的刀刃部（402）的弯曲方

向相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养鸡舍，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200）侧面安装有为其供电

的移动式电源（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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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鸡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规模养鸡的鸡舍，具体讲是一种养鸡舍。

背景技术

[0002] 鸡舍是规模养鸡的一个重要设备，将鸡集中养殖在指定位置，便于工作人员公管

理，由于集中养殖后，鸡粪处理就成一个问题，传统的鸡舍是人工将鸡舍下方的鸡粪收集并

通知处理，这样处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十分大，并且鸡舍内部的环境和气味都不好，并且

传统的鸡舍通风排气都很简陋也十分容易影响环境；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很对鸡粪

发酵料，能够将鸡粪发酵分解，分解后的鸡粪就不会产生氨气等刺激性的气味，使其鸡舍内

的空气得到改善，便于工作人员的施工，同时该鸡粪发酵料也不用每天处理，这样就大大的

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03] 但是上述的鸡粪发酵料需要隔山差五的翻动，这样能够避免上层鸡粪过多而阻隔

发酵，降低发酵效果，而传动的翻动都是通过人工来翻动，虽然不是每天翻动，但是翻动以

此工人人员也十分辛苦。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在此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用

于规模养鸡的鸡舍，本发明通过合理的设计鸡舍能够保证鸡舍内部通风良好，同时通过合

理的设计发酵槽，在发酵槽中放置发酵料使其鸡粪分解，利用合理的设计搅拌器，通过搅拌

器对发酵料或鸡粪的翻动，使其鸡粪发酵效果更好。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构造一种养鸡舍，包括开设有舍门的舍体，该舍体上端开设

有数个排气管，并在该舍体两侧开设有空气可以对流的通风窗；

[0006] 所述舍体内部安装有多个台阶的支架，并在该支架上安装有数个鸡笼；

[0007] 所述支架内侧安放有发酵槽，该发酵槽位于鸡笼下方，在该发酵槽中放置有用于

鸡粪发酵的发酵菌料；

[0008] 所述发酵槽上方安装有可以移动并用于搅拌鸡粪发酵菌料的搅拌器。

[0009] 优选的，所述搅拌器包括安装架，横轴，竖轴，电机，安装板，和数个旋耕刀，所述竖

轴竖直安装于安装架内，该竖轴上端与电机的转动轴连接，同时该竖轴的下部为开设有凸

齿的齿轮部；

[0010] 所述横轴通过轴承横向安装于安装架，其中横轴中间部分为开设有与齿轮部匹配

的传动部，使其竖轴转动时带动横轴转动；

[0011] 所述安装板为正方形，并在每个边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旋耕刀，并形成搅拌单元，

在所述横轴轴向方向安装有数个该搅拌单元；

[0012] 所述安装板中间固定设置有套筒，该套筒套于横轴，同时该套筒通过销钉固定于

横轴，通过横轴的转动带动搅拌单元转动；

[0013] 所述横轴两侧还固定连接有滚轮，在该滚轮上设置有内凹的环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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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发酵槽的左右两内侧还分别设置有滑槽，该滑槽与滚轮匹配，在该滑槽底

部还设置有上凸的凸棱，该凸棱与滚轮的环槽匹配。

[0015] 优选的，所述凸棱上端还固定连接有增大滚轮与凸棱之间摩擦力的垫块。

[0016] 优选的，所述旋耕刀包括刀柄和刀柄前端的刀刃部，其中刀柄通过螺栓与正方形

的安装板连接，所述刀刃部与刀柄不在同一平面内，并向外侧弯曲。

[0017] 优选的，所述电机侧面安装有为其供电的移动式电源。

[0018]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用于规模养鸡，通过合理的设计鸡舍能够

保证鸡舍内部通风良好，同时通过合理的设计发酵槽，在发酵槽中放置发酵料使其鸡粪分

解，利用合理的设计搅拌器，通过搅拌器对发酵料或鸡粪的翻动，使其鸡粪发酵效果更好。

[0020] 通过合理的设计竖轴和横轴，其中竖轴下端开设有齿轮部，该齿轮部与横轴中间

的齿轮部啮合传动，从而实现竖轴带动横轴转动，使其搅拌单元能够很好的转动起来，并完

成发酵料或鸡粪的翻动；

[0021] 通过合理的设计搅拌单元能够快速高效的完成对鸡粪或发酵料的翻动，该搅拌单

元由正方向的安装板和安装于安装板四周的旋耕刀构成，这样使其翻动更加均匀；所述旋

耕刀由刀柄和刀刃部分组成，其中刀柄通过螺栓连接于安装板，所述刀刃部分与刀柄不在

同一平面，是向内弯曲，这样能够轻松的翻动鸡粪或发酵料。

[0022] 通过合理设计发酵槽，便于了搅拌器的安装，在该发酵槽左右两内侧安装有滑槽，

该滑槽用于对滚轮的安装，同时在该滑槽地面上端设置有上凸的凸棱，通过该凸棱能够起

到对滚轮的导向，使其不易跑偏，同时在该凸棱上端面固定连接有一个垫块，该垫块用于增

大滚轮的摩擦力，使其能够更好的滚动；并且本发明安装和拆卸方便，便于今后的维护，使

用效果好，适合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支架安装鸡笼后的立体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支架安装鸡笼后的左视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支架安装鸡笼后的右视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支架安装鸡笼后的主视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支架安装鸡笼后的俯视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发酵槽安装搅拌器的主视图；

[0030] 图8是本发明发酵槽安装搅拌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是图8中N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2] 图10是本发明发酵槽的截面示意图；

[0033] 图11是图10中M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4] 图12‑图13是搅拌器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4是图13中A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6] 图15是本发明搅拌器拆卸电机和电池后的主视图；

[0037] 图16是本发明搅拌器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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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17是图15中A‑A的剖视图；

[0039] 图中：100、发酵槽；101、滑槽；102、凸棱；103、垫块；200、电机；201、移动式电源；

300、舍体；301、通风窗；302、排气管；303、舍门；401、安装架；402、刀刃部；403、滚轮；404、环

槽；405、套筒；406、竖轴；407、齿轮部；408、横轴；409、刀柄；410、旋耕刀；411、安装板；500、

支架；600、鸡笼。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结合附图1‑图17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

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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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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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 如图1所示，本发明在此提供一种养鸡舍，包括开设有舍门303的舍体300，其特征

在于：该舍体300上端开设有数个排气管302，并在该舍体300两侧开设有空气可以对流的通

风窗301；

[0042] 如图2‑图6所示，舍体300内部安装有多个台阶的支架500，并在该支架上安装有数

个鸡笼600；

[0043] 所述支架500内侧安放有发酵槽100，该发酵槽100位于鸡笼600下方，在该发酵槽

100中放置有用于鸡粪发酵的发酵菌料；

[0044] 如图7所示，所述发酵槽100上方安装有可以移动并用于搅拌鸡粪发酵菌料的搅拌

器。

[0045] 如图12‑图1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搅拌器包括安装架401，横轴408，竖轴406，

电机200，安装板411，和数个旋耕刀410，所述竖轴406竖直安装于安装架401内，该竖轴406

上端与电机200的转动轴连接，同时该竖轴的下部为开设有凸齿的齿轮部407；

[0046] 所述横轴408通过轴承横向安装于安装架，其中横轴中间部分为开设有与齿轮部

407匹配的传动部，使其竖轴转动时带动横轴转动；

[0047] 如图14所示，所述安装板411为正方形，并在每个边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旋耕刀，

并形成搅拌单元，在所述横轴轴向方向安装有数个该搅拌单元；

[0048] 所述安装板411中间固定设置有套筒405，该套筒套于横轴408，同时该套筒通过销

钉固定于横轴，通过横轴的转动带动搅拌单元转动；

[0049] 如图8‑图9所示，所述横轴408两侧还固定连接有滚轮403，在该滚轮403上设置有

内凹的环槽404。

[0050] 如图10‑图1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发酵槽100的左右两内侧还分别设置有滑槽

101，该滑槽101与滚轮403匹配，在该滑槽101底部还设置有上凸的凸棱102，该凸棱102与滚

轮的环槽404匹配。

[005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凸棱102上端还固定连接有增大滚轮与凸棱之间摩擦力的垫

块103。

[005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旋耕刀410包括刀柄409和刀柄前端的刀刃部402，其中刀柄通

过螺栓与正方形的安装板连接，所述刀刃部与刀柄不在同一平面内，并向外侧弯曲。

[0053] 如图1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机200侧面安装有为其供电的移动式电源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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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本发明是用于规模养鸡，在实施时，将支架安装于舍体中，再在该支架的不同阶梯

上安装数个鸡笼，再将发酵槽安装于支架内侧并位于鸡笼的下方，是的发酵槽能够接住鸡

粪；当发酵槽安装好后，将搅拌器安装于发酵槽中，安装时，将滚轮安装于发酵槽的滑槽中，

使得滚轮的环槽与凸棱匹配，通过该凸棱能够起到对滚轮的导向，在安装好搅拌器后，将鸡

粪发酵料放置于发酵槽中；

[0055] 使用的过程中，鸡养于鸡笼中，鸡粪落在发酵槽中，通过鸡粪发酵料对鸡粪进行发

酵，使其气味降低，变为可用的物质，由于鸡粪累计多了都在表面，这样不便于下层发酵料

对鸡粪的发酵，所以此时需要搅拌器对鸡粪和发酵料进行搅拌和翻动；在搅拌器工作时，启

动电机，通过电源对电机的功能，使其电机的转轴转动，转轴再带动竖轴转动，通过齿轮的

啮合传动，由竖轴带动横轴转动，横轴的转动带动搅拌单元转动，从而带动旋耕刀转动，实

现对鸡粪和发酵料的翻动，在此过程中，横轴也会带动两侧的滚轮转动，滚轮在凸棱上转

动，从而实现翻动发酵料也可以向前移动，在移动指定位置后，工作人员控制电机停止转

动，或通过外接设备控制电机反向转动，进而更好的完成对鸡粪和发酵料的翻动。

[0056] 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用于规模养鸡，通过合理的设计鸡舍能够

保证鸡舍内部通风良好，同时通过合理的设计发酵槽，在发酵槽中放置发酵料使其鸡粪分

解，利用合理的设计搅拌器，通过搅拌器对发酵料或鸡粪的翻动，使其鸡粪发酵效果更好。

[0057] 通过合理的设计竖轴和横轴，其中竖轴下端开设有齿轮部，该齿轮部与横轴中间

的齿轮部啮合传动，从而实现竖轴带动横轴转动，使其搅拌单元能够很好的转动起来，并完

成发酵料或鸡粪的翻动；

[0058] 通过合理的设计搅拌单元能够快速高效的完成对鸡粪或发酵料的翻动，该搅拌单

元由正方向的安装板和安装于安装板四周的旋耕刀构成，这样使其翻动更加均匀；所述旋

耕刀由刀柄和刀刃部分组成，其中刀柄通过螺栓连接于安装板，所述刀刃部分与刀柄不在

同一平面，是向内弯曲，这样能够轻松的翻动鸡粪或发酵料。

[0059] 通过合理设计发酵槽，便于了搅拌器的安装，在该发酵槽左右两内侧安装有滑槽，

该滑槽用于对滚轮的安装，同时在该滑槽地面上端设置有上凸的凸棱，通过该凸棱能够起

到对滚轮的导向，使其不易跑偏，同时在该凸棱上端面固定连接有一个垫块，该垫块用于增

大滚轮的摩擦力，使其能够更好的滚动。

[0060]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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