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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

栏舍，包括：栏舍本体、栏舍地面和排水沟；栏舍

本体的底部安装有网床和支架，网床水平铺设于

支架上，支架立于栏舍地面，并支撑栏舍本体和

网床，使网床与栏舍地面间隔开；栏舍本体在网

床的上部围成用于饲养实验动物的空间；栏舍地

面设置有排水沟；栏舍地面朝排水沟形成10°以

上的倾斜坡度，排水沟负责接收冲洗时顺着栏舍

地面的坡度流下来的污水并引导污水排出。本实

用新型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能够降低冲

洗栏舍的耗水量，减少污水的产生量，并减轻劳

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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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包括：栏舍本体、栏舍地面和排水沟；其特征在于，

所述栏舍本体的底部安装有网床和支架；所述网床水平铺设于所述支架上；所述支架

立于所述栏舍地面，并支撑所述栏舍本体和所述网床，使所述网床与所述栏舍地面间隔开；

所述栏舍本体在所述网床的上部围成用于饲养实验动物的空间；

所述栏舍地面设置有所述排水沟；所述栏舍地面朝所述排水沟形成10°以上的倾斜坡

度，所述排水沟负责接收冲洗时顺着栏舍地面的坡度流下来的污水并引导污水排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床为不锈钢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为不锈钢骨

架；所述支架包括呈竖直设置的支脚和呈水平设置的托架；所述网床铺设于所述托架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床距所述栏舍地

面的高度为10cm～150c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栏舍地面的倾斜坡

度为至少1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床为可拆卸式安

装。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节水型

实验动物养殖栏舍还具有冲水装置；所述冲水装置包括水箱和喷头；所述水箱和喷头之间

通过管道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为高压喷头，

额定水压≥10mpa。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内安装有浮球

开关。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具有延长的

硬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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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实验动物的养殖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

舍。

背景技术

[0002]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就是养殖污水的处理问题。对于规模化实验

动物养殖场而言，养殖污水的综合处理涉及到污水产生、污水收集、污水处理等多个环节。

[0003] 以试验猴(食蟹猴)为例，在规模化实验动物养殖场的运营中，传统方式多采用纯

地面的半开放式饲养方案，动物粪便全部堆积于栏舍地面，清洗难度大，耗水量多。为减少

实验动物接触动物粪便的时间和机会，保持实验动物的清洁及健康，传统方式的栏舍每天

需冲洗至少2次，劳动强度大。传统方式中，近似水平，栏舍地面至排水沟的坡度在5°以内，

接近水平，冲洗时产生的包含动物粪便的污水排出较慢，需反复持续地冲洗，使耗水量增

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能够

降低冲洗栏舍的耗水量，减少污水的产生量，并减轻劳动强度。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包括：栏舍本体、栏舍地面和排水沟；

[0007] 所述栏舍本体的底部安装有网床和支架；所述网床水平铺设于所述支架上；所述

支架立于所述栏舍地面，并支撑所述栏舍本体和所述网床，使所述网床与所述栏舍地面间

隔开；所述栏舍本体在所述网床的上部围成用于饲养实验动物的空间；

[0008] 所述栏舍地面设置有所述排水沟；所述栏舍地面朝所述排水沟形成10°以上的倾

斜坡度，所述排水沟负责接收冲洗时顺着栏舍地面的坡度流下来的污水并引导污水排出。

[0009] 优选地，所述网床为不锈钢网。

[0010] 优选地，所述支架为不锈钢骨架；所述支架包括呈竖直设置的支脚和呈水平设置

的托架；所述网床铺设于所述托架上。托架的孔隙大于不锈钢网的孔隙。

[0011] 优选地，所述网床距所述栏舍地面的高度为10cm～150cm。更优选地，所述网床距

所述栏舍地面的高度为20cm～100cm。

[0012] 优选地，所述栏舍地面的倾斜坡度为至少15°。优选为15°～20°。

[0013] 优选地，所述网床为可拆卸式安装。所述网床能够以水平抽拉的方式从栏舍本体

的底部取下并替换。

[0014] 优选地，所述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还具有冲水装置；所述冲水装置包括水箱

和喷头；所述水箱和喷头之间通过管道连接；所述冲水装置用于对所述栏舍地面进行冲洗。

[0015] 优选地，所述喷头为高压喷头，额定水压≥10mpa。

[0016] 优选地，所述水箱内安装有浮球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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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地，所述喷头具有延长的硬质管道。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利用网床和支架抬高栏舍本体，使

实验动物的粪便透过网床落至栏舍地面，达到有效分隔实验动物及其粪便的目的，减少实

验动物接触动物粪便的时间和机会，能降低栏舍冲洗频率至每天一次，节省冲洗用水，减少

污水排放。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网床能够替换后浸泡洗涤，能提高

清洗效率，相比单纯的冲洗方式能够节省用水，减少污水排放。

[002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增加了栏舍地面朝所述排水沟的倾

斜坡度设计，使冲洗栏舍地面的污水能够加快流入至排水沟，污水沿倾斜坡度流淌也能进

一步提高冲洗效果，可节省冲洗用水。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还配置有专门用于冲洗的冲水装置。

冲水装置采用高压喷头，能够在减小水流量的同时增大水压，达到节水的目的。浮球开关的

设计可防止水箱内存储的水溢出。延长的硬质管道的设计可以将喷头更加接近污物，这样

水的压力更大，更能有效去除污物，提高清洗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一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中网床和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另一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中符号标记说明：

[0026] 1为栏舍本体；

[0027] 2为栏舍地面；

[0028] 3为排水沟；

[0029] 4为网床；

[0030] 5为支架；

[0031] 5a为支脚；

[0032] 5b为托架；

[0033] 6为冲水装置；

[0034] 6a为水箱；

[0035] 6b为喷头；

[0036] 6c为管道；

[0037] 6d为硬质管道；

[0038] 6e为浮球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

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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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实施例一

[0041] 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如图1所示，包括：栏舍本体1、栏舍地面2、排水沟

3、网床4和支架5。网床4安装于栏舍本体1的底部，网床4水平铺设于支架5上，支架5立于栏

舍地面2，并支撑栏舍本体1和网床4，使网床4与栏舍地面2间隔开保持一定距离。栏舍本体1

在网床4的上部围成用于饲养实验动物的空间。栏舍地面2设置有排水沟3；栏舍地面2朝排

水沟形成10°以上的倾斜坡度，排水沟3负责接收冲洗时顺着栏舍地面2的坡度流下来的污

水并引导污水排出。

[0042] 该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利用了网床4和支架5来抬高栏舍本体1的高度，使实

验动物的粪便能透过网床4落至栏舍地面2，达到有效分隔实验动物及其粪便的目的，减少

实验动物接触动物粪便的时间和机会，因此能够将栏舍冲洗频率由传统方式的每天两次降

低至每天一次，可节约50％冲洗用水，污水量相应减少50％。

[0043] 该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网床4能够替换下来以先浸泡后冲洗的方式来洗涤，

提高清洗效率，相比单纯的冲洗方式能够节省用水，减少污水排放。

[0044] 该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增加了栏舍地面2与水平面的倾斜坡度，倾斜坡度的

最低处为排水沟3，使冲洗栏舍地面2的污水能够加快流入至排水沟3，污水沿倾斜坡度流淌

也能进一步提高冲洗效果，可节省冲洗用水约10％。

[0045] 本实施例中，网床4优选采用不锈钢网。不锈钢网的网眼孔径为3～4厘米。

[0046] 本实施例中，支架5为不锈钢骨架，以提高足够的支撑力和牢固性。如图2所示，支

架5包括呈竖直设置的支脚5a和呈水平设置的托架5b；网床4铺设于托架5b上。支脚5a立于

栏舍地面2上，能使托架5b保持水平。支脚5a与栏舍地面2可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托架5b托起

网床4，使网床4保持水平，不下陷。托架5b的孔隙尺寸大于不锈钢网的孔隙尺寸，以便于动

物粪便的排出。

[0047] 本实施例中，网床4距栏舍地面2最高处的高度距离为10cm～150cm；更优选地，高

度距离为20cm～100cm，以利于保持实验动物与动物粪便之间足够的分隔距离，清洗时也不

影响实验动物的活动。

[0048] 本实施例中，栏舍地面2与水平面之间形成的倾斜坡度为至少15°。传统方式中，实

验动物直接在栏舍地面2活动，栏舍地面2为近似水平，倾斜坡度在5°以内，冲洗时污水排出

较慢，易出现污水蓄积和滞留的情形，降低了清洁效率，耗水量也增加。

[0049] 本实施例中，网床4优选采用可拆卸式安装。例如，网床4以水平抽拉的方式安装于

栏舍本体1的底部，并铺设于支架5上。需要进行清洗时，可以将网床4以水平抽拉的方式从

栏舍本体1的底部取下并替换干净的网床4，而被换下的带有粪便的网床4则以先浸泡后冲

洗的方式来洗涤，可提高清洗效率，也更节省用水。

[0050] 实施例二

[0051] 一种节水型实验动物养殖栏舍，如图3所示，其相对于实施例一的进一步改进在

于，还配置有专门用于冲洗的冲水装置6，该冲水装置6包括水箱6a和喷头6b，水箱6a和喷头

6b之间通过管道6c连接；冲水装置6用于对栏舍地面2进行冲洗。管道6c优选采用塑料软管。

[0052] 冲水装置6采用高压喷头，能够在减小水流量的同时增大水压，达到节水的目的。

高压喷头的额定水压优选为≥10mpa。水箱6a内安装有浮球开关6e，可防止水箱内存储的水

溢出。当水箱6a中的水到达水位上限后，自动推动浮球开关6e关闭进水口，可防止水量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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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水桶，达到节水目的。喷头6b安装有延长的硬质管道6d，硬质管道6d可以将喷头6b喷出

的水更加接近粪便污物，这样水的压力更大，更能有效去除污物，提高清洗效率。硬质管道

6d的长度优选为30cm～200cm，更优选为50cm～150cm。硬质管道6d优选采用金属管。高压喷

头、浮球开关6e和硬质管道6d相结合的设计，能够提高冲洗效率，并节水约10％。

[0053] 综上所述，上述各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定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

等，皆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5123022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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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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