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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包

括两个笼网支架，所述笼网支架一侧的上下两端

均设置有可移动的挂钩，且上下两端的挂钩分别

通过上层底网和下层底网与另一笼网支架上设

置的挂钩连接，所述下层底网的一侧通过起钉枪

连接下层立网，所述下层立网一侧的下层料盒固

定板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下层料盒，所述下

层料盒的顶部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下层下

料口。目前中国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青岛康大兔

场、绿洲养兔场、阳光养兔场正在推广应用。肉兔

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和工厂化的自动化养殖设

备，采用新型的全自动化养兔设备，可工厂化、规

模化和自动化繁育生产，全自动饲育设备和新型

工厂化繁育模式给肉兔生产带来一次创新型革

命，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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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包括两个笼网支架(27)，其特征在于：

所述笼网支架(27)一侧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可移动的挂钩(32)，且上下两端的挂钩

(32)分别通过上层底网(16)和下层底网(1)与另一笼网支架(27)上设置的挂钩(32)连接，

所述下层底网(1)的一侧通过起钉枪连接下层立网(2)，所述下层立网(2)一侧的下层料盒

固定板(5)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下层料盒4)，所述下层料盒((4)的顶部通过M6螺丝钉

固定连接有下层下料口(3)，所述下层底网(1)的上表面等距离交叉固定连接有带缺口侧网

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所述下层立网(2)的顶部与下层顶网(8)的底部固定

连接，所述下层顶网(8)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层自动喂料管(9)，所述下层自动喂料管(9)通

过下料三通锁扣(10)与下料三通(11)连接，所述下料三通(11)与下层下料口(3)连接，所述

下层顶网(8)的底部设置有自动水线(12)，所述下层顶网(8)的一侧与下层门网(13)的一侧

连接，所述下层门网(13)的另一侧与下层幼门网(14)的一侧活动连接，所述下层底网(1)与

下层立网(2)相对的一侧与下层前端封板(15)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

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均通过自动攻丝螺栓与下层前端封板(15)一侧的中部固定连

接，所述下层门网(13)和下层幼门网(14)的底部均搭接在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

口侧网及隔板(7)的顶部，所述上层底网(16)的中部固定连接有上层立网(17)，所述上层立

网(17)的两侧均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上层料盒(18)，所述上层立网(17)上表面的两侧

均等距离交叉设置有上层侧网带缺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所述上层侧网带缺口

(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的顶部均与上层顶网(31)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上层顶网

(31)底部的两侧均设置有上层自动喂料管(21)和上层固定水线(22)，所述上层喂料管()

通过上层下料三通(23)与上层下料口(24)连接，所述上层下料口(24)的底部与上层料碗

(18)的顶部连接且相通，所述上层顶网(31)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层门网(25)，所述上层

底网(16)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层前端封板(26)，且上层门网(25)的底部搭接在上层前端

封板(26)的顶部，所述笼网支架(27)的四个支撑腿上均设置有导粪板连接件(28)，左右两

个向对应的导粪板连接件(28)之间设置一个下层导粪板(29)，左右两个向对应的导粪板连

接件(28)分别活动连接同一个下层导粪板(29)的两端，且下层导粪板(29)位于下层前端挡

板(30)的下方，所述上层前端挡板(30)一侧的两端活动连接有上层导粪板(3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其特征在于：所述笼网支架(27)的

形状为凸字形，且笼网支架(27)的底部设置有清粪带(3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底网(1)的

数量为两个，且两个下层底网(1)之间的距离为二十九厘米，两个下层底网(1)与上层底网

(16)之间形成个三个角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导粪板(30)

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上层导粪板(30)的底部均相对倾斜，两个上层导粪板(30)底部之间

的距离为二十九厘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料盒(4)位

于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之间，上层料盒(18)位于上层侧网带缺

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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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规模化、工厂化养殖。

背景技术

[0002] 针对目前国内养兔业设施设备陈旧落后，笼器具不规范。大部分养殖户、养兔场仍

采用传统的养殖模式，不规范的养兔笼器具和设备。例如：兔笼和兔舍建设，采用砖混结构、

水泥板组合、铁丝兔笼和冷镀锌铁丝兔笼等。此设施通风条件差，兔笼易生锈，不能形成规

模化生产，造成养兔收益不高。该团队组织有关行业内专家，在调研考察的基础上研制出一

种新式自动化肉兔母兔繁殖和商品兔育成一体组合笼。投放市场后深受欢迎，已在国内外

推广使用。国内康大肉兔场、绿洲兔场、河南阳光兔场、四川皇家集团兔场和全国部分养殖

专业户。国外俄罗斯市场。使用效果良好。特点：环保、绿色、工厂化、自动化和规模化。具有

广阔开发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解决了兔笼易生

锈和不能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的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包括两个

笼网支架，所述笼网支架一侧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可移动的挂钩，且上下两端的挂钩分别

通过上层底网和下层底网与另一笼网支架上设置的挂钩连接，所述下层底网的一侧通过起

钉枪连接下层立网，所述下层立网一侧的下层料碗固定板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下层料

盒，所述下层料盒的顶部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下层下料口，所述下层底网的上表面等

距离交叉固定连接有带缺口侧网及隔板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所述下层立网的顶部与下

层顶网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下层顶网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层自动喂料管，所述下层自动

喂料管通过下料三通锁扣与下料三通连接，所述下料三通与下层下料口连接，所述下层顶

网的底部设置有自动水线，所述下层顶网的一侧与下层门网的一侧连接，所述下层门网的

另一侧与下层幼门网的一侧活动连接，所述下层底网与下层立网相对的一侧与下层前端封

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带缺口侧网及隔板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均通过自动攻丝螺栓与

下层前端封板一侧的中部固定；连接，所述下层门网和下层幼门网的底部均搭接在带缺口

侧网及隔板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的顶部，所述上层底网的中部固定连接有上层立网，所

述上层立网的两侧均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上层料盒，所述上层立网上表面的两侧均等

距离交叉设置有上层侧网带缺口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所述上层侧网带缺口和上层侧网不

带缺口的顶部均与上层顶网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上层顶网底部的两侧均设置有上层自动

喂料管和上层固定水线，所述上层自动喂料管通过上层下料三通与上层下料口连接，所述

上层下料口的底部与上层料碗的顶部连接且相通，所述上层顶网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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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网，所述上层底网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层前端封板，且上层门网的底部搭接在上层前

端封板的顶部，所述笼网支架的四个支撑腿上均设置有导粪板连接件，左右两个向对应的

导粪板连接件之间设置一个下层导粪板，左右两个向对应的导粪板连接件分别活动连接同

一个下层导粪板的两端，且导粪板位于下层前端挡板的下方，所述上层前端挡板一侧的两

端活动连接有上层导粪板。

[0007] 优选的，所述笼网支架的形状为凸字形，且笼网支架的底部设置有清粪带。

[0008] 优选的，所述下层底网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下层底网之间的距离为二十九厘米，

两个下层底网与上层底网之间形成个三个角形。

[0009] 优选的，所述上层导粪板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上层导粪板的底部均相

[0010] 对倾斜，两个上层导粪板底部之间的距离为二十九厘米。

[0011] 优选的，所述下层料盒位于带缺口侧网及隔板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之间，上层

料盒位于上层侧网带缺口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之间。

[0012] (三)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4] (1)、首先在目前中国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青岛康大兔场、绿洲兔场、阳光兔场推

广应用。肉兔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和工厂化的自动化养殖设备：

[0015] 兔组合架2312架，每架24个笼位(55728笼位)；潍坊绿洲兔业推广应用380架(9120

笼位)；诸城本明兔业120架(2880笼位)；德州双兴兔业160架(3840笼位)。国外：俄罗斯国际

兔业公司订单：9520架(228480笼位)。推广单位应用后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保生态效益。康大兔业原8个肉兔饲养繁育场用熟练饲养工80人，运用自动化养殖设备16

人就可完成80人的饲养繁殖任务。减少54人，而且育成的商品兔高于原饲养场，节省人工

80％。采用新型的全自动化养兔设备，可工厂化、规模化和自动化繁育生产，每个饲育工人

可饲养父母代母兔1500‑2000只、每只母兔年均繁殖7～8窝、每窝育成8只2.5公斤商品兔，

每只母兔年均可育成商品兔50～60只。既每个饲育工人年均可育成2.5公斤商品兔6～10万

只。采取这种全自动饲育设备和新型工厂化繁育模式给肉兔生产带来一次创新型革命，意

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正面剖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正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下层底网俯视剖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下层顶网仰视剖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下层顶网俯视剖视图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上层底网俯视剖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上层顶网仰视剖图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上层顶网俯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下层底网、2下层立网、3下层下料口、4下层料盒、5下层料盒固定板、6带缺

口侧网及隔板、7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8下层顶网、9下层自动喂料管、10下料三通锁扣、11

下料三通、12自动水线、13下层门网、14下层幼门网、15下层前端封板、16上层底网、17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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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网、18上层料碗、19上层侧网带缺口、20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1上层自动喂料管、22上层固

定水线、23上层下料三通、24上层下料口、25上层门网、26上层前端封板、27笼网支架、28导

粪板连接件、29下层导粪板、30上层导粪板、31上层顶网、32挂钩、33清粪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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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如图1‑8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包括两个笼

网支架27，笼网支架27的形状为凸字形，且笼网支架27的底部设置有清粪带33，通过设置了

清粪带33，能够方便对滑落的粪便进行传送清理，笼网支架27一侧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可

移动的挂钩32，且上下两端的挂钩32分别通过上层底网16和下层底网1与另一笼网支架27

上设置的挂钩32连接，通过设置了可移动的挂钩32，能够方便对上层底网16和下层底网1进

行固定，并且方便对上层底网16和下层底网1进行调节，使其可以调整为更加合适的位置，

下层底网1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下层底网1之间的距离为二十九厘米，两个下层底网1与上

层底网16之间形成个三个角形，通过将两个下层底网1和上层底网16设置为一个三角形，能

够方便上层底网16上的粪便掉落至两个下层底网1之间，通过二十九厘米的开口，能够方便

粪便滑落至清粪带33上，下层底网1的一侧通过起钉枪连接下层立网2，下层立网2一侧的下

层料碗固定板5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下层料盒4，下层料盒4的顶部通过M6螺丝钉固定

连接有下层下料口3，通过设置了下层料碗固定板5，能够增加下层料盒4的稳点性，下层底

网1的上表面等距离交叉固定连接有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通过设

置了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在连接时，方便进行轮换，并且能够起到

分隔兔仔的作用，下层立网2的顶部与下层顶网8的底部固定连接，下层顶网8的底部固定连

接有下层自动喂料管9，下层自动喂料管9通过下料三通锁扣10与下料三通11连接，下料三

通11与下层下料口3连接，通过设置了下料三通锁扣10，能够方便对下料三通11进行连接，

并且能够与其相通，下层顶网8的底部设置有自动水线12，自动水线12的数量为两个，一根

进行输送水资源，另一个根进行输送雾化消毒液，下层顶网8的一侧与下层门网13的一侧连

接，下层门网13的另一侧与下层幼门网14的一侧活动连接，通过该设置了下层幼门网14，能

够方便打开并将兔仔置入，下层底网1与下层立网2相对的一侧与下层前端封板15的一侧固

定连接，通过设置了下层前端封板15，能够对开口处进行封闭，在下层幼门网14的配合下，

能够形成一个可打开的兔笼，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均通过自动攻丝

螺栓与下层前端封板15一侧的中部固定连接，下层门网13和下层幼门网14的底部均搭接在

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的顶部，上层底网16的中部固定连接有上层立

网17，上层立网17的两侧均通过M6螺丝钉固定连接有上层料碗18，上层立网17上表面的两

侧均等距离交叉设置有上层侧网带缺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通过设置了上层侧网带

缺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能够方便在连接时，进行更换，并且能够与上层顶网31形成

一个透气的兔笼，上层侧网带缺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的顶部均与上层顶网31的底部

固定连接，上层顶网31底部的两侧均设置有上层自动喂料管21和上层固定水线22，上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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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通过上层下料三通23与上层下料口24连接，上层下料口24的底部与上层料碗18的顶部

连接且相通，通过设置了上层料碗18，能够方便通过上层自动喂料管21向上层料碗18内灌

注饲料，上层下料三通23能够改变饲料的输送方向，并且能够防止饲料泄露，上层顶网31的

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层门网25，上层底网16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层前端封板26，且上层

门网25的底部搭接在上层前端封板26的顶部，笼网支架27的四个支撑腿上均设置有导粪板

连接件28，左右两个向对应的导粪板连接件28之间设置一个下层导粪板29，左右两个向对

应的导粪板连接件28分别活动连接同一个下层导粪板29的两端，且下层导粪板29位于下层

前端挡板30的下方，通过设置了导粪板连接件28方便对下层导粪板29进行活动连接，并且

下层导粪板29为倾斜状，从而方便下层底网1上的粪便滑落，上层前端挡板30一侧的两端活

动连接有上层导粪板30，上层导粪板30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上层导粪板30的底部均相对

倾斜，两个上层导粪板30底部之间的距离为二十九厘米，通过将上层导粪板30底部之间的

距离设置为二十九厘米，能够与下层两个下层底网1之间的距离进行对应，从而方便上层底

网16上的粪便进行滑落，下层料盒4位于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之间，

上层料盒18位于上层侧网带缺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之间，首先在目前中国最大的肉

兔养殖基地青岛康大兔场实施推广应用。肉兔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和工厂化的自动化养殖

设备：兔组合架2312架，每架24个笼位(55728笼位)；潍坊绿洲兔业推广应用380架(9120笼

位)；诸城本明兔业120架(2880笼位)；德州双兴兔业160架(3840笼位)。国外：俄罗斯国际兔

业公司订单：9520架(228480笼位)。推广单位应用后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保生态效益。康大兔业原8个肉兔饲养繁育场用熟练饲养工80人，运用自动化养殖设备16人

就可完成80人的饲养繁殖任务。减少54人，而且育成的商品兔高于原饲养场，节省人工

80％。采用新型的全自动化养兔设备，可工厂化、规模化、自动化繁育生产，每个饲育工人可

饲养父母代母兔1500‑2000只、每只母兔年均繁殖7～8窝、每窝育成8只2.5公斤商品兔，每

只母兔年均可育成商品兔50～60只。既每个饲育工人年均可育成2.5公斤商品兔6～10万

只。采取这种全自动饲育设备和新型工厂化繁育模式给肉兔生产带来一次创新型革命，意

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

[0027] 使用时，可通过打开上层门网25和下层幼门网14将兔仔放入其中，在上层侧网带

缺口19和上层侧网不带缺口20以及带缺口侧网及隔板6和不带缺口侧网及隔板7的作用下，

能够将兔仔分隔开，通过上层自动喂料管21和下层自动喂料管9分别向上层料盒18和下层

料盒4内输送饲料，通过自动水线12和上层固定自动水线12能够向内部提供水源和进行雾

化消毒，通过倾斜的上层导粪板30和下层导粪板29能够将粪便排向清粪带33。

[0028] 综上可得，该肉兔养殖自动化兔笼，首先在目前中国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青岛康

大兔场、绿洲养兔场、阳光养兔场推广应用。肉兔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和工厂化的自动化养

殖设备：兔组合架2312架，每架24个笼位(55728笼位)；潍坊绿洲兔业推广应用380架(9120

笼位)；诸城本明兔业120架(2880笼位)；德州双兴兔业160架(3840笼位)。国外：俄罗斯国际

兔业公司订单：9520架(228480笼位)。推广单位应用后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保生态效益。康大兔业原8个肉兔饲养繁育场用熟练饲养工80人，运用自动化养殖设备16

人就可完成80人的饲养繁殖任务。减少54人，而且育成的商品兔高于原饲养场，节省人工

80％。采用新型的全自动化养兔设备，可工厂化、规模化、自动化繁育生产，每个饲育工人可

饲养父母代母兔1500‑2000只、每只母兔年均繁殖7～8窝、每窝育成8只2.5公斤商品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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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母兔年均可育成商品兔50～60只。既每个饲育工人年均可育成2.5公斤商品兔6～10万

只。采取这种全自动饲育设备和新型工厂化繁育模式给肉兔生产带来一次创新型革命，意

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

[002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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