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661481.9

(22)申请日 2019.05.10

(73)专利权人 李江

地址 636758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浴乡

龙江村二社

(72)发明人 李江　

(51)Int.Cl.

A01K 1/01(2006.01)

A01K 1/035(2006.01)

A61L 2/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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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兔子粪便清除装置，

包括输送装置、传动装置和盛接装置，输送装置

包括支架、滚筒和输送带，滚筒设置于支架上，输

送带套设于滚筒上，输送装置至少设置有3组，滚

筒上设置有转轴，转轴与滚筒一体成型，转轴上

设置有卡齿，传动装置包括传动链条和电机，传

动链条套设于转轴上，并与卡齿相互咬合，电机

的转动轴与最下端的转轴连接，盛接装置包括承

接盘和收集管，承接盘倾斜设置于支架一端，并

与支架一体成型，收集管竖直设置于支架一端，

收集管上与承接盘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开口，承

接盘下端穿过开口设置于收集管内。该装置可有

效解决现有的粪便清除装置存在粪便不易清理、

造成兔舍内的空气质量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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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装置、传动装置和盛接装置，所述输

送装置包括支架(1)、滚筒(2)和输送带(3)，所述滚筒(2)设置于所述支架(1)上，与所述支

架(1)活动连接，所述输送带(3)套设于所述滚筒(2)上，所述输送装置至少设置有3组，3组

所述输送装置设置于同一竖直方向上，所述滚筒(2)上设置有转轴(4)，所述转轴(4)与所述

滚筒(2)一体成型，所述转轴(4)上设置有卡齿(5)，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传动链条(6)和电机

(7)，所述传动链条(6)套设于所述转轴(4)上，并与所述卡齿(5)相互咬合，所述电机(7)的

转动轴与最下端的所述转轴(4)连接，所述盛接装置包括承接盘(8)和收集管(9)，所述承接

盘(8)倾斜设置于所述支架(1)一端，并与所述支架(1)一体成型，所述收集管(9)竖直设置

于所述支架(1)一端，所述收集管(9)上与所述承接盘(8)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开口，所述承

接盘(8)下端穿过所述开口设置于所述收集管(9)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两侧设置有挡板

(10)，所述挡板(10)与所述支架(1)一体成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两侧设置有固定

柱(11)，所述固定柱(11)上套设有轴承(12)，所述轴承(12)外套设有所述滚筒(2)。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接盘(8)设置为凹字形

结构，所述凹字形的两侧与所述支架(1)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接盘(8)上活动连接有

接水槽(13)，所述接水槽(13)设置于所述承接盘(8)下方，所述接水槽(13)内设置有海绵块

(14)，所述海绵块(14)与所述输送带(3)相接触。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管(9)侧壁上设置有

水管(15)，所述水管(15)上设置有支管(16)，所述支管(16)的自由端设置有高压喷头(17)，

所述高压喷头(17)与所述输送带(3)相对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带(3)上设置有条形

凹槽(18)。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凹槽(18)设置有两

条，分别设置于所述输送带(3)的两侧。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管(9)的截面为长方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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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兔子粪便清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兔子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兔子粪便清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兔业养殖是一个新兴的、前景看好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肉兔养

殖，加之近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例如猪的口蹄疫、瘦肉精，牛的疯牛病、鸡、鸭的禽

流感等等，因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对兔肉需求的市场动力将

逐步增强，发展的市场潜力较大。兔肉具有三高：高蛋白质、高赖氨酸、高卵磷脂；具有三低：

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常吃兔肉有美容保健、益寿延年的功效，尤其适合中老年

人食用，对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也具有良好的效果，称之为高级滋补佳品，因此广受消

费人群的喜爱，具有极大的养殖前景。

[0003] 现有的养兔设备一般为多层的，兔笼上部设置有倾斜的接粪板，兔粪便掉落在接

粪板上，并滚落到地面上的接粪槽内，实现粪便收集的目的。但是现有的接粪装置存在一些

问题，由于兔粪的特殊性，大部分的粪便可以通过接粪板滚落到接粪槽内，但是会存在一小

部分的粪便无法滚落，停留在接粪板上的情况，粪便长时间停留在接粪板上，导致兔舍内气

味较大，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而且，时间久了后，接粪板上的粪便不易清理，容易造成兔子

感染疾病。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兔子粪便清除装置，该装置可有效解决现有

的粪便清除装置存在粪便不易清理、造成兔舍内的空气质量下降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兔子粪

便清除装置，包括输送装置、传动装置和盛接装置，输送装置包括支架、滚筒和输送带，滚筒

设置于支架上，与支架活动连接，输送带套设于滚筒上，输送装置至少设置有3组，3组输送

装置设置于同一竖直方向上，滚筒上设置有转轴，转轴与滚筒一体成型，转轴上设置有卡

齿，传动装置包括传动链条和电机，传动链条套设于转轴上，并与卡齿相互咬合，电机的转

动轴与最下端的转轴连接，盛接装置包括承接盘和收集管，承接盘倾斜设置于支架一端，并

与支架一体成型，收集管竖直设置于支架一端，收集管上与承接盘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开

口，承接盘下端穿过开口设置于收集管内。

[0006]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输送装置设置于兔笼的底部，现有的兔笼在竖直

方向上设置有多层，根据兔笼的层数，对应的在兔笼的底部设置输送装置，输送装置的宽度

大于等于兔笼的宽度；每一层输送装置的滚筒上都设置有转轴，所有转轴均设置于同一竖

直方向上，转轴上设置有卡齿，卡齿上设置有传动链条，传动链条转动可以带动所有的转轴

旋转，进而带动所有的输送带转动，输送带用于承接兔子的排泄物。上述结构工作流程如

下：电机与外界电源连接，开启电机，电机带动最下端的转轴转动，转轴带动滚筒转动，进而

带动该层输送带转动，转轴转动的同时，带动传送链条转动，传送链条带动同一竖直方向上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0112610 U

3



的所有滚筒转动，最终，实现在一个电机的作用下，带动多层输送带不停转动，兔子的排泄

物在输送带转动的过程中掉落在承接盘上，承接盘的下端设置于收集管内部，最终兔子的

排泄物从倾斜的承接盘滚落到收集管内，收集管的下端设置有收集桶或者与排污管道相连

接，最终实现粪便的收集的目的。

[0007] 上述装置可根据兔子排泄物的量开启，或者将电机上设置一个控制器，在控制器

上设定电机的工作时间，定时对输送带上的粪便进行清理，由于电机开启输送带为不停转

动的，输送带上的粪便能够得到及时的清理，以保持兔舍内的空气质量。

[0008] 进一步地，支架两侧设置有挡板，挡板与支架一体成型。

[0009]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由于兔子的粪便为球形的，设置有挡板可有效防

止兔子的粪便在掉落的过程中滚落到地面上，影响兔舍的地面卫生，增加养殖者的工作量。

[0010] 进一步地，支架两侧设置有固定柱，固定柱上套设有轴承，轴承外套设有滚筒。

[0011]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滚筒通过轴承与支架连接，输送带设置于滚筒的

外部，设置有轴承，可以降低转动过程中的阻力，提高转动的稳定性。

[0012] 进一步地，承接盘设置为凹字形结构，凹字形的两侧与支架连接。

[0013]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凹字形的两侧与支架一体成型，凹字形的中部用

于输送带通过，输送带与承接盘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输送带上的粪便直接掉落在承接盘

的中部，然后滑落到收集管内。

[0014] 进一步地，承接盘上活动连接有接水槽，接水槽设置于承接盘下方，接水槽内设置

有海绵块，海绵块与输送带相接触。

[0015]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接水槽设置于承接盘凹字形的凹部处，承接盘上

设置有挂钩，接水槽上与承接盘对应的位置设置有挂圈，接水槽通过挂圈与承接盘连接，接

水槽内设置有海绵块，输送带上会残留一些兔子尿液，当输送带旋转时，兔子的尿液便被海

绵块吸收，避免其滴落到下层的兔笼内；当接水槽内的海绵块饱和后，可将接水槽取下，将

其内部的尿液倒出，并将海绵块内的尿液挤出然后重新挂回承接盘下部，该装置可防止兔

子尿液滴落到下一层兔笼内，提高整个兔舍内的环境卫生。

[0016] 进一步地，收集管侧壁上设置有水管，水管上设置有支管，支管的自由端设置有高

压喷头，高压喷头与输送带相对应。

[0017]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水管与外界的水源连接，高压喷头通过支管与水

管连接，输送装置使用一段时间后，输送带上可能会残留有一定量的兔子粪便或者尿液，此

时，输送带在转动时在高压喷头的作用下，可将输送带上粘附的兔子粪便清除，或者通过高

压喷头向输送带上喷洒消毒液，实现对输送装置消毒的目的，进而提高兔舍内的环境卫生，

减少兔子患病的风险。高压喷头喷水后，输送带上也会残留较多的水体，此时输送带在转动

过程中与还可面块直接接触，输送带上的水体便被海绵块吸收，也可避免水体滴落到下层

的兔笼内。

[0018] 进一步地，输送带上设置有条形凹槽。

[0019] 进一步地，条形凹槽设置有两条，分别设置于输送带的两侧。

[0020]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条形凹槽用于盛装兔子的尿液，将其设置在输送

带的两侧，可有效防止尿液流进输送带与支架之间的缝隙内，可提高该装置的卫生状况。

[0021] 进一步地，收集管的截面为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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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上述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为：承接盘设置于长方形的长边一侧，设置为长方形，

在保证收集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节省空间。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24] 1、该装置设置有多层输送装置，输送装置包括输送带、支架和滚筒，滚筒上设置有

转轴，多层输送装置的转轴之间通过传动链条连接，最下端的转轴与电机连接，一台电机可

以同时带动多层输送装置工作。兔子将粪便排泄在输送带上，一段时间后开启电机，将输送

带上的粪便传送到一端的承接盘上，并通过承接盘滚落到收集管内，实现粪便的回收，该装

置使得粪便在兔舍内停留的时间较短，能够被及时被清理掉，大大减少兔舍内的气味，提高

兔舍内的空气质量。

[0025] 2、该装置设置有水管和高压喷头，水管与外界的水源连接，在高压喷头的作用下，

输送带上残留的粪便及尿液等被及时的清理掉，还可以通过高压喷头向输送带上喷洒消毒

液，对输送带进行消毒，进一步提高该装置的卫生状况，改善兔舍内的卫生状况，降低兔子

患病的几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该装置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该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该装置A部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支架与滚筒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承接盘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其中，1、支架；2、滚筒；3、输送带；4、转轴；5、卡齿；6、传动链条；7、电机；8、承接盘；

9、收集管；10、挡板；11、固定柱；12、轴承；13、接水槽；14、海绵块；15、水管；16、支管；17、高

压喷头；18、条形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34]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6所示，提供了一种兔子粪便清除装置，包括

输送装置、传动装置和盛接装置，输送装置包括支架1、滚筒2和输送带3，滚筒2设置于支架1

上，与支架1活动连接，优化地，支架1两侧设置有挡板10，挡板10与支架1一体成型，输送带3

套设于滚筒2上，优化地，支架1两侧设置有固定柱11，固定柱11上套设有轴承12，轴承12外

套设有滚筒2，输送装置至少设置有3组，3组输送装置设置于同一竖直方向上，优化地，输送

带3上设置有条形凹槽18，优化地，条形凹槽18设置有两条，分别设置于输送带3的两侧。

[0035] 滚筒2上设置有转轴4，转轴4与滚筒2一体成型，转轴4上设置有卡齿5，传动装置包

括传动链条6和电机7，传动链条6套设于转轴4上，并与卡齿5相互咬合，电机7的转动轴与最

下端的转轴4连接，盛接装置包括承接盘8和收集管9，承接盘8倾斜设置于支架1一端，并与

支架1一体成型，优化地，承接盘8设置为凹字形结构，凹字形的两侧与支架1连接，优化地，

承接盘8上活动连接有接水槽13，接水槽13设置于承接盘8下方，接水槽13内设置有海绵块

14，海绵块14与输送带3相接触，收集管9竖直设置于支架1一端，优化地，收集管9的截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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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收集管9上与承接盘8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开口，承接盘8下端穿过开口设置于收集

管9内，优化地，收集管9侧壁上设置有水管15，水管15上设置有支管16，支管16的自由端设

置有高压喷头17，高压喷头17与输送带3相对应。

[0036] 上述装置的工作流程如下：开启电机7，在电机7的带动下，多层输送装置开始工

作，输送带3在支架1上不停转动，掉落在输送带3上的固定排泄物被传送到支架1的一端，并

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在承接盘8内，然后滚落到收集管9内实现收集或排放；液体排泄物流进

输送带3上的条形凹槽18内，输送带3在转动的时候也掉落到承接盘8上，流进收集管9内，由

于液体量较少，可能会附着在输送带3上，当输送带3转动到海绵块14的位置时，输送带3上

的尿液被海绵块14吸收，可避免尿液低落到下层的兔笼内，影响兔笼内的环境卫生。

[0037] 该装置使用一段时间后，可通过高压喷头17向输送带3上喷水，将输送带3上残留

的排泄物冲洗掉，冲洗后的水体顺着承接盘8流进收集管9内流走，也可通过高压喷头17向

输送带3上喷洒消毒液，对输送带3进行消毒，进一步提高该装置的卫生状况，通过该装置可

及时的将兔子的排泄物清理掉，避免其长时间停留在兔舍内，影响兔舍内的环境。

[0038] 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但不应理解为对

本专利的保护范围的限定。在权利要求书所描述的范围内，本领域技术人员不经创造性劳

动即可作出的各种修改和变形仍属本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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