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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及

其环境控制方法，该猪舍包括外墙，以及安装在

外墙两侧的风机和水帘；所述的猪舍还包括温度

控制模块、空气控制模块、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

控制模块。本发明所述的猪舍布局合理，通过自

动温度和空气控制系统，控制风机送气，水帘降

温，配合合理设置的漏缝板和走道布局最大程度

的节约了猪舍内空间，并能够使得猪舍内温度、

湿度以及空气洁净度均能控制在较好的范围，保

证猪的健康成长。本发明的环境控制方法，通过

预设三层温度值，保证了夏天室内的环境温度有

三层保障，使温度达到最适宜的程度，并且自动

的空气控制系统，能够在氨气超标时自动启动风

机换气，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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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包括外墙（1），以及安装在外墙（1）两侧的风机（2）和水帘

（3），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猪舍还包括温度控制模块、空气控制模块、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分别与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空气控制模

块与水

帘控制模块电连接；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温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风机

（2）的转动和关闭，控制水帘（3）的开启和关闭；

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风

机（2）的转动和关闭；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包括温度检测器和控温子模块；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包括气体检

测器与空气控制子模块；所述的温度检测器与温度控制子模块电连接，所述的温度控制子

模块分别与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气体检测器与空气控制子模块电

连接，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与风机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与风机（2）电连

接，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与水帘（3）电连接；

所述的温度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温度，并将温度检测结果传输至

温度控制模块；

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温度检测结果，按照温度由高至低预设第一阙值、第二阙

值和第三阙值；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三阙值和第二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风

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二阙值和第一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

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高于第一阙值时，传输高速

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三

阙值时，传输风机停转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二阙值时，传输关闭信

号至水帘控制模块；

所述的气体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并将氨气浓度检测结

果传输至空气控制模块；

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设置氨气浓度阙值，当氨气浓度检测

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低速转动；根据高速转动信号，

控制风机（2）高速低速转动；根据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定时低速转动，根据风机

停转信号关闭风机（2）；

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根据启动信号，控制水帘（3）开启；根据关闭信号，控制水帘（3）关

闭；

还包括热水管道、水加热装置，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猪舍两侧的内墙上，或者设置于

猪舍内猪栏的边沿上，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所述的水加热装置与温度控制

子模块电连接；

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还预设第四阙值，第四阙值的温度低于第三阙值的温度，当检

测温度结果低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启动信号至水加热装置；当检测温度结果高于第四阙值

时，发送停止信号至水加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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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水加热装置根据启动信号启动加热水，根据停止信号停止加热水；

还包括猪舍屋顶（4），所述的猪舍屋顶（4）包括第一顶层（41）和第二顶层（42）；所述的

第一顶层（41）由防雨板（43）和第一顶板（44）组合而成，防雨板（43）覆盖于第一顶板（44）

上；所述的第二顶层由第一顶板（44）、第二顶板（45），以及第一顶板（44 ）和第二顶板（45）

之间的支撑结构组成；

所述的第一顶板（44 ）和第二顶板（45）之间的四周设有卷帘或者能够开合的壁板，所

述的卷帘或者壁板上设有换气窗；所述的第二顶板（45）上设有能够开合的换气口（46）；所

述的第二顶层（42）内设有热水管道，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四周靠近边沿处，并接近第二

顶板（45）；

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当温度低于第四阙值时，同时加热猪舍四周和第

二顶层（42）内的热水管道；

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设置氨气浓度阙值，当氨气浓度检测

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空气控制子模块传输过来的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

定时低速转动时，风机（2）抽气产生的负压能够将换气口（46）吸开，从屋顶补充温暖的新鲜

空气。

2.一种猪舍环境控制方法，运用了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A、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温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风机

（2）的转动和关闭，控制水帘（3）的开启和关闭；

B、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

风机（2）的转动和关闭。

3.如权利要求2 所述的猪舍环境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C、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温度与预设阙值的对比，控制水加热装置的开启和关

闭。

4.一种猪舍环境控制方法，利用了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猪舍，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A、所述的温度检测器检测猪舍内的温度，并将温度检测结果传输至温度控制模块；

B、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温度检测结果，并于其预设的第一阙值、第二阙值和第

三阙值进行对比；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三阙值和第二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

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二阙值和第一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风

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高于第一阙值时，传输高

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

三阙值时，传输风机停转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二阙值时，传输关闭

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

C、所述的气体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并将氨气浓度检测

结果传输至空气控制模块；

D、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并于其设置氨气浓度阙值进行对

比，当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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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低速转动；根据高速转动信

号，控制风机（2）高速低速转动；根据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定时低速转动，根据

风机停转信号关闭风机（2）；

F、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根据启动信号，控制水帘（3）开启；根据关闭信号，控制水帘（3）

关闭。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猪舍环境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G、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到的检测温度结果低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启动信号至水

加热装置；当检测温度结果高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停止信号至水加热装置；

H、所述的水加热装置根据启动信号启动加热水，根据停止信号停止加热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猪舍环境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I、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当温度低于第四阙值时，同时加热猪舍四周和

第二顶层（42）内的热水管道；

J、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与设置的氨气浓度阙值对比，当氨

气浓度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K、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空气控制子模块传输过来的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

（2）定时低速转动时，风机（2）抽气产生的负压能够将换气口（46）吸开，从屋顶补充温暖的

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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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及其环境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猪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及其环境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猪的历史要追溯到四千万年前，有迹象证明家猪可能来自欧洲和亚洲。在被人们

发现的化石中证明有像野猪一样的动物穿梭于森林和沼泽中。野猪首先在中国被驯化，中

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秦时期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

时代已有猪的舍饲。而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不同的猪加以区分的要求。

[0003] 饲养猪群的建筑物。根据饲养目的不同，可分为种猪舍、妊娠猪舍、分娩猪舍、育成

猪舍、育肥猪舍等。喂饲和饮水一般在舍内进行，舍外留有猪群运动场或粪便通道，舍内用

隔墙或隔栏分开。群饲猪栏主要用于妊娠猪、育成猪、育肥猪。猪栏的大小因猪的品种、饲养

头数、当地气候条件等而异。种猪、分娩猪一般采用单栏饲养；有的国家推广限位架分娩栏。

猪舍分工越细越有利于实现养猪专业化，猪栏的利用率也就越高。小型猪场有的也采用在

舍内设置各种猪栏的综合猪舍。

[0004] 猪舍建筑的平面布置同猪群组合、饲养方式、饲料种类、喂饲设备、喂饲方法等有

关。猪舍可建成开敞式、有窗式和密闭式等；屋顶有平顶、单坡、双坡等。①开敞式猪舍。背风

向阳，三面有墙，一面敞开式或半敞开，在敞开面常设运动场，也可在运动场喂饲、饮水、排

粪。舍内只作躺卧休息用。为在冬季保温，可加设临时挡风设施。②有窗式猪舍。要考虑夏季

通风，组织好通风路线。为在夏季不使直射阳光进入舍内，而冬季则有阳光照射猪床，应合

理设计窗户上口和屋檐的高度。依靠自然通风的猪舍宽10米左右。猪舍太狭要增加占地面

积和围护结构面积，太宽则影响舍内通风。一般中国南方的猪舍宜狭些，北方的猪舍宜宽

些。③密闭式猪舍。一般不开窗，由仪器、设备控制舍内的光照、温度、湿度和通风等条件。为

防止意外停电的影响，可开设应急窗。其屋顶和墙壁具有保温隔热性能。

[0005] 中国现有猪舍多数仍以混合结构为主，采用砖墙和屋架承重。若能适当加强屋面

和墙体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则更有利于猪群生长。猪舍内一般采用水泥地面，便于冲

洗，但不利于猪床的保暖和干燥。为减少猪只体温经水泥地面传导散热可加设炉渣或砖砌

垫层，或采用架空预制钢筋混凝土地板，也可采用橡胶地面、塑料地面或加温地面等。砖砌

猪栏影响夏季通风和冬季光照，且占地面积较大，可采取具有防腐蚀的钢管猪栏或木、竹猪

栏等。饲槽构造要简单、坚固耐用，便于饲养喂食和洗刷消毒。缝隙地板要能耐碱蚀、表面平

整、坚固耐用，常采用铸铁、钢筋混凝土或铝板制成，缝隙宽度应小于猪蹄接地宽度的一半。

[0006] 目前，现有技术的猪舍结构布局复杂，养殖空间设计不合理，养殖操作不方便，降

温和通风设施设计不足，猪舍内无法很好的控制温度和空气净化度，难以给予猪舍内提供

良好的养殖环境。

[0007] 并且，猪舍的屋顶结构多为单层结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雨遮阳，在夏季阳光强烈

的地区，屋顶传递的阳光的热量是非常高的，热量传递至猪舍，造成猪舍温度升高，而猪最

适合的养殖温度为20度左右，要保持这一温度，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降温能源损耗。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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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猪舍屋顶设计没有能够降低阳光热量传递的机构。在冬季的时候，因为猪舍内要定期排

气降低舍内氨气含量，要保证猪舍内的温度，猪舍需要设计跟多的加热装置，需要损耗的能

源也会增加。现有的猪舍屋顶没有设计能够保温的结构。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及其环境控制方法，该猪舍布局合理、通

过风机送气，水帘降温，能够使得猪舍内温度、湿度以及空气洁净度均能控制在较好的范

围，并且配合独特的屋顶结构，天气转凉时能够对猪舍的保暖起到良好的作用，克服了现有

技术的缺陷。

[0009] 所述的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包括外墙，以及安装在外墙两侧的风机和水帘；

[0010] 所述的猪舍还包括温度控制模块、空气控制模块、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

[0011]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分别与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空气控

制模块与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

[0012]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温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风

机的转动和关闭，控制水帘的开启和关闭；

[0013] 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

制风机的转动和关闭。

[0014] 所述的自动环境控制猪舍，还包括热水管道、水加热装置，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

猪舍内，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所述的水加热装置与温度控制模块电连接；所

述的温度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温度与预设阙值的对比，控制水加热装置的开启和关闭。

[0015] 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猪舍两侧的内墙上，或者设置于猪舍内猪栏的边沿上。

[0016]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包括温度检测器和控温子模块；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包括气

体检测器与空气控制子模块；所述的温度检测器与温度控制子模块电连接，所述的温度控

制子模块分别与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气体检测器与空气控制子模

块电连接，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与风机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与风机电

连接，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与水帘电连接；

[0017] 所述的温度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温度，并将温度检测结果传

输至温度控制模块；

[0018] 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温度检测结果，按照温度由高至低预设第一阙值、第

二阙值和第三阙值；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三阙值和第二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

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二阙值和第一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

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高于第一阙值时，传输

高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

第三阙值时，传输风机停转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二阙值时，传输关

闭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

[0019] 所述的气体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并将氨气浓度检

测结果传输至空气控制模块；

[0020] 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设置氨气浓度阙值，当氨气浓度

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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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低速转动；根据高速转动信号，

控制风机高速低速转动；根据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定时低速转动，根据风机停转信

号关闭风机；

[0022] 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根据启动信号，控制水帘开启；根据关闭信号，控制水帘关

闭。

[0023] 所述的自动环境控制猪舍，还包括热水管道、水加热装置，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

猪舍两侧的内墙上，或者设置于猪舍内猪栏的边沿上，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所述

的水加热装置与温度控制子模块电连接；

[0024] 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还预设第四阙值，第四阙值的温度低于第三阙值的温度，

当检测温度结果低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启动信号至水加热装置；当检测温度结果高于第四

阙值时，发送停止信号至水加热装置；

[0025] 所述的水加热装置根据启动信号启动加热水，根据停止信号停止加热水。

[0026] 所述的自动环境控制猪舍，还包括猪舍屋顶，所述的猪舍屋顶包括第一顶层和第

二顶层；所述的第一顶层由防雨板和第一顶板组合而成，防雨板覆盖于第一顶板上；所述的

第二顶层由第一顶板、第二顶板，以及第一顶板和第二顶板之间的支撑结构组成；所述的第

一顶板和第二顶板之间的四周设有卷帘或者能够开合的壁板，所述的卷帘或者壁板上设有

换气窗；所述的第二顶板上设有能够开合的换气口；所述的第二顶层内设有热水管道，所述

的热水管道设置于四周靠近边沿处，并接近第二顶板；

[0027] 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当温度低于第四阙值时，同时加热猪舍四周

和第二顶层内的热水管道；

[0028] 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设置氨气浓度阙值，当氨气浓度

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029] 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空气控制子模块传输过来的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

机定时低速转动时，风机抽气产生的负压能够将换气口吸开，从屋顶补充温暖的新鲜空气。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以一种猪舍环境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A、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温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

风机的转动和关闭，控制水帘的开启和关闭；

[0032] B、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

控制风机的转动和关闭。

[0033] 上述的猪舍环境控制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34] C、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温度与预设阙值的对比，控制水加热装置的开启

和关闭。

[0035] 本发明猪舍环境控制的优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A、所述的温度检测器检测猪舍内的温度，并将温度检测结果传输至温度控制模

块；

[0037] B、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温度检测结果，并于其预设的第一阙值、第二阙值

和第三阙值进行对比；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三阙值和第二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

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二阙值和第一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

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高于第一阙值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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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高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

于第三阙值时，传输风机停转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二阙值时，传输

关闭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

[0038] C、所述的气体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并将氨气浓度

检测结果传输至空气控制模块；

[0039] D、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并于其设置氨气浓度阙值进行

对比，当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040] E、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低速转动；根据高速转动信

号，控制风机高速低速转动；根据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定时低速转动，根据风机停

转信号关闭风机；

[0041] F、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根据启动信号，控制水帘开启；根据关闭信号，控制水帘关

闭。

[0042] 上述优选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43] G、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到的检测温度结果低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启动信号

至水加热装置；当检测温度结果高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停止信号至水加热装置；

[0044] H、所述的水加热装置根据启动信号启动加热水，根据停止信号停止加热水。

[0045] 上述优选的方法的进一步优选方案，还包括以下步骤：

[0046] I、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当温度低于第四阙值时，同时加热猪舍四

周和第二顶层内的热水管道；

[0047] J、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与设置的氨气浓度阙值对比，

当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048] K、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空气控制子模块传输过来的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

风机定时低速转动时，风机抽气产生的负压能够将换气口吸开，从屋顶补充温暖的新鲜空

气。

[0049] 本发明所述的猪舍布局合理，通过自动温度和空气控制系统，控制风机送气，水帘

降温，配合合理设置的漏缝板和走道布局最大程度的节约了猪舍内空间，并能够使得猪舍

内温度、湿度以及空气洁净度均能控制在较好的范围，保证猪的健康成长。

[0050] 本发明的环境控制方法，通过预设三层温度值，保证了夏天室内的环境温度有三

层保障，使温度达到最适宜的程度，并且自动的空气控制系统，能够在氨气超标时自动启动

风机换气，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

[0051] 本发明所述的猪舍屋顶通过特殊设计的双层结构，在夏季能够有效的降低阳光直

射带来的过多热量，将阳光遮挡在第一顶层之上，第二顶板作为猪舍的天花板，获得了足够

的阴凉效果；并且卷帘或者壁板能够收起，使得第二顶层直接与外界大气相通，能够很好地

散热，最大程度实现了利用屋顶结构降低猪舍温度的效果；在天气转凉的时候，关闭四周的

防鸟网外侧的卷帘或者壁板，能够恢复其原有的保温效果。

[0052] 本发明通过猪舍内的热水管道，结合温度控制模块，在冬天时也能够很好的保证

猪舍内的温暖。

[0053] 进一步地，本发明在第二顶板上设有能够开合的换气口，通过卷帘或者壁板上的

换气窗换气，配合第二顶层内设有的热水管道，在气温过低时，加热屋顶的空气，进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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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交换，进一步保证猪舍内的空气温度。

[0054] 本发明所提供猪舍屋顶结构配合猪舍布局结构，以及依据结构形成的环境控制方

法，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猪舍恒温控制的能源消耗和成本，保证猪舍内的空气清新的同时起

到了良好的效果，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附图说明

[0055] 图1是本发明猪舍的环境自动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56] 图2是本发明猪舍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57] 图3是本发明猪舍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58] 图4是本发明猪舍屋顶的结构示意图

[0059] 图中的序号和各部分结构及名称如下：

[0060] 1-外墙，2-风机，3-水帘，4-猪舍屋顶；

[0061] 41-第一顶层，42-第二顶层，43-防雨板，44-第一顶板，45-第二顶板，46-换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

[0063] 如图1-4所示，所述的种自动环境控制猪舍，包括外墙1，以及安装在外墙1两侧的

风机2和水帘3；

[0064] 所述的猪舍还包括温度控制模块、空气控制模块、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

[0065]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分别与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空气控

制模块与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

[0066] 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温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风

机2的转动和关闭，控制水帘3的开启和关闭；

[0067] 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

制风机2的转动和关闭。

[0068] 所述的自动环境控制猪舍，还包括热水管道、水加热装置，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与

猪舍内，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所述的水加热装置与温度控制模块电连接；所

述的温度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温度与预设阙值的对比，控制水加热装置的开启和关闭。

[0069] 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猪舍两侧的内墙上，或者设置于猪舍内猪栏的边沿上。

[0070] 优选地，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包括温度检测器和控温子模块；所述的空气控制模

块包括气体检测器与空气控制子模块；所述的温度检测器与温度控制子模块电连接，所述

的温度控制子模块分别与风机控制模块和水帘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气体检测器与空气

控制子模块电连接，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与风机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

与风机2电连接，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与水帘3电连接；

[0071] 所述的温度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温度，并将温度检测结果传

输至温度控制模块；

[0072] 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温度检测结果，按照温度由高至低预设第一阙值、第

二阙值和第三阙值；例如，可以设定第一阙值为33℃，第二阙值为26℃，第三阙值为23℃；

[0073] 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三阙值和第二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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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二阙值和第一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

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高于第一阙值时，传输高速转动信

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三阙值时，

传输风机停转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二阙值时，传输关闭信号至水

帘控制模块；

[0074] 所述的气体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并将氨气浓度检

测结果传输至空气控制模块；

[0075] 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设置氨气浓度阙值，当氨气浓度

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076] 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低速转动；根据高速转动信

号，控制风机2高速低速转动；根据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定时低速转动，根据风机

停转信号关闭风机2；

[0077] 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根据启动信号，控制水帘3开启；根据关闭信号，控制水帘3关

闭。

[0078] 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所述的水加热装置与温度控制子模块电连接；

[0079] 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还预设第四阙值，第四阙值的温度低于第三阙值的温度，

例如设定第四阙值为18℃；

[0080] 当检测温度结果低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启动信号至水加热装置；当检测温度结果

高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停止信号至水加热装置；

[0081] 所述的水加热装置根据启动信号启动加热水，根据停止信号停止加热水。

[0082] 所述的自动环境控制猪舍，还包括猪舍屋顶4，所述的猪舍屋顶4包括第一顶层41

和第二顶层42；所述的第一顶层41由防雨板43和第一顶板44组合而成，防雨板43覆盖于第

一顶板44上；所述的第二顶层由第一顶板44、第二顶板45，以及第一顶板42和第二顶板45之

间的支撑结构组成；所述的第一顶板42和第二顶板45之间的四周设有卷帘或者能够开合的

壁板，所述的卷帘或者壁板上设有换气窗；所述的第二顶板45上设有能够开合的换气口46；

所述的第二顶层42内设有热水管道，所述的热水管道设置于四周靠近边沿处，并接近第二

顶板45；

[0083] 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当温度低于第四阙值时，同时加热猪舍四周

和第二顶层42内的热水管道；

[0084] 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设置氨气浓度阙值，当氨气浓度

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085] 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空气控制子模块传输过来的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

机2定时低速转动时，风机2抽气产生的负压能够将换气口46吸开，从屋顶补充温暖的新鲜

空气。

[0086] 本发明还提供以一种猪舍环境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7] A、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温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控制

风机2的转动和关闭，控制水帘3的开启和关闭；

[0088] B、所述的空气控制模块预设阙值，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与预设阙值进行对比，

控制风机2的转动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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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上述的猪舍环境控制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90] C、所述的温度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温度与预设阙值的对比，控制水加热装置的开启

和关闭。

[0091] 本发明猪舍环境控制的优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2] A、所述的温度检测器检测猪舍内的温度，并将温度检测结果传输至温度控制模

块；

[0093] B、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温度检测结果，并于其预设的第一阙值、第二阙值

和第三阙值进行对比；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三阙值和第二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

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介于第二阙值和第一阙值之间时，传输低速转动信号

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高于第一阙值时，传

输高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同时传输启动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

于第三阙值时，传输风机停转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当温度检测结果低于第二阙值时，传输

关闭信号至水帘控制模块；

[0094] C、所述的气体检测器安装于猪舍内，用于检测猪舍内的氨气浓度，并将氨气浓度

检测结果传输至空气控制模块；

[0095] D、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并于其设置氨气浓度阙值进行

对比，当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096] E、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低速转动；根据高速转动信

号，控制风机2高速低速转动；根据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风机2定时低速转动，根据风机

停转信号关闭风机2；

[0097] F、所述的水帘控制模块根据启动信号，控制水帘3开启；根据关闭信号，控制水帘3

关闭。

[0098] 上述优选的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99] G、所述的温度控制子模块接收到的检测温度结果低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启动信号

至水加热装置；当检测温度结果高于第四阙值时，发送停止信号至水加热装置；

[0100] H、所述的水加热装置根据启动信号启动加热水，根据停止信号停止加热水。

[0101] 上述优选的方法的进一步优选方案，还包括以下步骤：

[0102] I、所述的热水管道与水加热装置连通，当温度低于第四阙值时，同时加热猪舍四

周和第二顶层42内的热水管道；

[0103] J、所述的空气控制子模块接收氨气浓度检测结果，与设置的氨气浓度阙值对比，

当氨气浓度检测结果达到氨气浓度阙值时，传输定时低速转动信号至风机控制模块；

[0104] K、所述的风机控制模块根据空气控制子模块传输过来的定时低速转动信号控制

风机2定时低速转动时，风机2抽气产生的负压能够将换气口46吸开，从屋顶补充温暖的新

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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