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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

农业大棚，包括地下基础和大棚主体，其中地下

基础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短柱和预埋螺钉；大棚

主体包括前墙、后墙、前坡、后坡、前山墙、后山

墙，所述前墙设置有前墙立柱、纵拉杆，所述后墙

设置有后墙立柱和纵拉杆；所述前坡的檩条间隙

铺设透光率50％太阳能电池组件，所述前坡的檩

条间隙还设置有无动力风机；所述前山墙设置有

湿帘，所述后山墙设置有轴流风机。本实用新型

结构简单，坚固耐用，安装拆卸便捷，相比传统猪

舍造价低，农业生产和光伏发电相结合产生的经

济效益突出，且透光性、保温隔热性好，能够为生

猪养殖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适宜生态

化、智能化、高端化生猪养殖模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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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包括地下基础和大棚主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

基础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短柱和预埋螺钉；所述大棚主体为钢结构骨架，并且所述大棚四

周主体立面采用双层中空玻璃覆盖，包括前墙、后墙、前坡、后坡、前山墙、后山墙，所述前墙

设置有前墙立柱、纵拉杆，所述后墙设置有后墙立柱和纵拉杆；所述前坡的檩条间隙铺设太

阳能电池组件，所述前坡的檩条间隙还设置有无动力风机；所述前山墙预留有门洞，所述前

山墙还设置有湿帘，所述后山墙设置有轴流风机；所述大棚主体内部预留有人工通道，所述

大棚主体内部设置有栅栏，所述栅栏内设置有躺卧区和漏缝地板，所述漏缝地板下部设置

有粪尿沟，所述粪尿沟内放置有V型刮粪板，所述V型刮粪板通过钢丝与电机连接；所述太阳

能电池组件部分通过储能装置以电线连接轴流风机、刮粪板电机、照明灯具供电，所述前墙

立柱、后墙立柱与所述预埋螺钉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混凝

土短柱选用钢筋I、II级，混凝土C2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混凝

土短柱中固定有预埋螺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中空

玻璃为5+6+5型双层中空玻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太阳能电池组

件透光率5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躺卧区为水泥

地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墙立柱

与所述后墙立柱在同一竖向水平线上各有1个，并且所述前墙立柱与后墙立柱的底端均设

置有与所述预埋螺钉配合的底座，所述前墙立柱与所述后墙立柱均与所述预埋螺钉螺纹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前坡与

所述后坡底部均设置有沿大棚主体长度方向的玻璃钢集水槽。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钢集

水槽底端通过排水管连接至一个地面蓄水池。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其特征在于，太阳能电池

组件连接并网逆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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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猪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品质有机猪肉的需求越来愈大，生猪养殖业

也呈现出生态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新需求。传统猪舍存在采光效果不佳、冬季保温难、易

潮湿、封闭不够易传染性疾病等问题，养殖场管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运营亏损等现

象。此外，夏天猪舍清粪污不及时，常常会产生氨、硫化氢等有害的气体，传统猪舍由于缺乏

自动化有效控制手段，往往难以及时排风换气，会导致猪免疫抵抗力下降，极易患病。同时，

近年来由于主要工程物料的造价越来越高，传统的砖混结构猪舍投资费用逐年上涨，对本

已利润微薄的养殖业发展形成了一定制约，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化、智能化、高质量养殖业

建设的要求。

[0003] 光伏农业是一种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具备节地、高效的现代农业新模式，

应用于畜牧业是一次大胆的有益探索。尤其是具备造价较低、装卸便捷、简单坚固、美观整

洁、保温隔热等特点，适宜于智能化、高端化养殖技术推广应用，另外通过采用光照通透性

好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也能够为高品质有机生猪养殖提供合理的自然光照，有助于增强免疫

力、增加体增重和肉品质。

[0004] 因此，有必要研究一种适用于现代化高质量养殖业发展的新型猪舍。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包括地下基础和大棚主体，其

特征在于，所述地下基础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短柱和预埋螺钉；所述大棚主体为钢结构骨

架，并且所述大棚四周主体立面采用双层中空玻璃覆盖，包括前墙、后墙、前坡、后坡、前山

墙、后山墙，所述前墙设置有前墙立柱、纵拉杆，所述后墙设置有后墙立柱和纵拉杆；所述前

坡的檩条间隙铺设透光率50％太阳能电池组件，所述前坡的檩条间隙还设置有无动力风

机；所述前山墙预留有门洞，所述前山墙还设置有湿帘，所述后山墙设置有轴流风机；所述

大棚主体内部预留有人工通道，所述大棚主体内部设置有栅栏，所述栅栏内设置有猪躺卧

区(水泥地面)和漏缝地板，所述漏缝地板下部设置有粪尿沟，所述粪尿沟内放置有V型刮粪

板，所述V型刮粪板通过钢丝与电机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组件部分通过储能装置以电线连

接轴流风机、刮粪板电机、照明灯具供电，其余部分通过并网逆变器将电能输入公共电网。

[0007]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钢筋混凝土短柱选用钢筋I、II级，混凝土C20。

[0008]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预埋螺钉固定在钢筋混凝土短柱中。

[0009]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双层中空玻璃为5+6+5型双层中空玻璃。

[0010]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前墙立柱与所述后墙立柱在同一竖向水平线上各有1个，并

且所述前墙立柱与后墙立柱的底端均设置有与所述预埋螺钉配合的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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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前墙立柱与所述后墙立柱均与所述预埋螺钉螺纹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前坡与所述后坡底部均设置有沿大棚主体长度方向的玻璃

钢集水槽。

[0013] 进一步的方案为，所述玻璃钢集水槽底端通过排水管连接至一个地面蓄水池，收

集雨水用于光伏组件清洗、湿帘供水或场区绿化灌溉。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5] (1)大棚骨架采用轻钢结构，强度高，整体刚性好，相比传统砖混结构圈舍，可以降

低建造成本。

[0016] (2)后坡、前坡、立面全部采用钢化玻璃覆盖，透光率可达到90％-92％，热传递效

率3％，保温隔热性好，且能提高棚内采光效果，增强了生猪的免疫力。

[0017] (3)棚内无立柱，棚体结构简单，便于机械化饲养和清除粪污。

[0018] (4)太阳能电池组件提供棚体所需电量，并且可将剩余电量并网出售，节约能源，

增加效益。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钢架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后山面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前山面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粪尿沟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大棚内部示意图；

[0025] 图中，1后坡、2前坡、3湿帘、4山墙、5、粪尿沟、6门洞、7  太阳能电池组件、8无动力

风机、9躺卧区、10漏缝地板、11粪尿沟收集区、12V型刮粪板、13粪尿沟斜坡底面、14轴流风

机、15前墙立柱、16、纵拉杆、17前坡檩条、18脊部檩条、19后坡檩条、20后坡桁架、21后墙立

柱、22栅栏。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包括地下基础

和大棚主体，地下基础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短柱和预埋螺钉；大棚主体为钢结构骨架，并且

大棚四周主体立面采用双层中空玻璃覆盖，包括前墙、后墙、前坡2、后坡1、前山墙、后山墙，

前墙设置有前墙立柱15、纵拉杆16，后墙设置有后墙立柱21和纵拉杆16；前坡檩条17间隙铺

设透光率50％太阳能电池组件7，前坡檩条17间隙还设置有无动力风机8；前山墙预留有门

洞6，前山墙还设置有湿帘4，后山墙设置有轴流风机14；大棚主体内部预留有人工通道，大

棚主体内部设置有栅栏22，所述栅栏22内设置有猪躺卧区9(水泥地面)和漏缝地板10，漏缝

地板10下部设置有粪尿沟，粪尿沟内放置有V型刮粪板12，V型刮粪板12通过钢丝与电机连

接；所述太阳能电池组件7部分通过储能装置以电线连接轴流风机、刮粪板电机、照明灯具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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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2

[0030]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新型生猪光伏农业大棚，钢筋混凝土短柱选用钢筋I、II

级，混凝土C20，钢筋混凝土短柱中固定有预埋螺钉，中空玻璃为5+6+5型双层中空玻璃，太

阳能电池组件7透光率  50％，躺卧区9为水泥地面，前墙立柱15与所述21后墙立柱在同一竖

向水平线上各有1个，并且所述前墙立柱15与后墙立柱21的底端均设置有与所述预埋螺钉

配合的底座，所述前墙立柱15与所述后墙立柱21均与所述预埋螺钉螺纹连接，太阳能电池

组件7一部分给棚体内部照明装置、风机提供电能，剩余部分连接并网逆电器，用于出售，增

加收益。

[0031] 实施例3

[0032] 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前坡1与后坡2底部均设置有沿大棚主体长度方向的玻璃钢

集水槽，玻璃钢集水槽底端通过排水管连接至一个地面蓄水池，可以收集雨水，用于太阳能

电池组件7清洗、湿帘3供水或场区绿化灌溉，玻璃钢集水槽的使用，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循环

利用率；并且的，如图5和图6所示，大棚内用栅栏22隔开，可根据养猪数量确定猪栏数量，每

个猪栏内部都包括躺卧区9(水泥地面)  和漏缝地板10，漏缝地板10下部设置粪尿沟，其内

放置有V型刮粪板12，所述V型刮粪板12通过钢丝与电机连接，通过电机工作，拉动V型刮粪

板，最终将粪尿刮送至舍外的收集暗管。

[0033] 最优实施例

[0034] 本实施例作为最优实施例确定了一种新型生猪养殖光伏农业大棚的地下基础和

大棚主体的一种优选尺寸规格。具体的，大棚基础为预制钢筋混凝土基础，钢筋I、II级，混

凝土C20，基础埋深0.8m，顶面标高0.5m，预制钢筋混凝土短柱，截面为200mm*200mm，柱长 

900-1100mm。大棚主体为钢结构骨架，规格53m*9m,面积477平方米，建筑结构包括竖直在地

面的前墙、后墙、山墙立柱，立柱的顶部安装有“人”字形前后坡桁架、檩条，前坡檩条与地面

夹角30°，前山墙临近预留通道处预留门洞1.5m*2m,湿帘1.5m*4m,后山墙设有三台轴流风

机；棚顶间隔6米，设置8台无动力风机，棚内设置17个育肥猪养殖栏，每栏养殖数量20头，共

计单棚养殖育肥猪340头。大棚前坡檩条间隙全部铺设50％透光率太阳能电池组件，单棚总

装机容量为104KW，棚下养殖，棚上发电，可以实现光照、土地资源的立体高效利用。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凡是利

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

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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