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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

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侧

固定有便于安装的安装架，且箱体的上表面位于

末端位置处嵌入设置有出风口，所述箱体的下表

面位于首端位置处开设呈条状且风口向下的进

风口，且箱体的内部底端位于进风口的正上方位

置处设置有除湿过滤装置。本实用新型设计新

颖，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猪舍空气中的湿气和异

味会通过进风口进入通过除湿过滤装置进行除

湿过滤，保证空气质量的干燥，提高舒适度，利用

变频变压器将低压生成直流高压，通过高浓度负

离子和微量臭氧进行杀菌和除味，可有效消除吸

进后空气中的各种微生物，显著减少空气悬浮颗

粒物，明显去除异味和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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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

的一侧固定有便于安装的安装架(3)，且箱体(1)的上表面位于末端位置处嵌入设置有出风

口(2)，所述箱体(1)的下表面位于首端位置处开设呈条状且风口向下的进风口(6)，且箱体

(1)的内部底端位于进风口(6)的正上方位置处设置有除湿过滤装置(7)，所述箱体(1)的内

部顶端位于除湿过滤装置(7)的正上方位置处安装有除菌除异味装置(8)，且箱体(1)的内

部顶端相对应出风口(2)的位置处设置有集风罩(9)，所述箱体(1)的内部位于除湿过滤装

置(7)的一侧位置处设置有排风扇(5)，所述排风扇(5)与集风罩(9)之间通过管道(4)相连，

所述管道(4)的内部安装有加热器(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除湿过滤装置(7)包括筒体(701)，所述筒体(701)的内部设置有除湿滤网(702)，且筒体

(701)的内部位于除湿滤网(702)的上方位置处设置有活性炭滤网(70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活性炭滤网(703)的内部呈蜂窝结构，且活性炭滤网(703)的内部添加有优质椰壳碳材质的

构件，所述筒体(701)的上表面与下表面均开设有通孔，通孔在筒体(701)的上下表面均呈

等距均匀分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除菌除异味装置(8)包括安装座(801)，所述安装座(801)的上方设置有盒体(806)，所述盒

体(806)的前表面开设有条形且风口向下的散热口(802)，且盒体(806)的上表面嵌入设置

有金属格栅(803)，所述盒体(806)的内部设置有变频变压电离器(807)，且盒体(806)的内

部位于变频变压电离器(807)的下方位置处设置有用于转换高压电场的变频变压器(808)，

所述盒体(806)的内部设置有用于接收变频变压电离器(807)所输出的高压电场的离子风

发射金属针尖(805)，所述金属格栅(803)的中心位置处开设有槽口(80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位于金属格栅(803)的下方，且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的尖

端正对着槽口(804)的中心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加热器(10)采用PTC陶瓷发热材质的构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箱体(1)的前表面相对应除湿滤网(702)和活性炭滤网(703)的位置处转动连接有侧门，侧

门与箱体(1)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胶条。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739834 U

2



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猪舍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猪肉消费量逐年增加，据统计2017年已达到5221万吨，生猪养殖市场

广阔，养殖企业已达25万余家；我国对于智慧农业的相关鼓励政策陆续出台；体现出我国生

猪养殖潜在产业规模大，行业需求大，政策力度大，现阶段，我国生猪养殖业的猪舍因生猪

排泄导致地面通常为潮湿状态，会大量滋生病菌，影响家畜的健康，且潮湿环境在冬季夜晚

会使空气更加寒冷，而现有的供暖设备对空气中湿气的去除功能较弱。因此，本领域技术人

员提供了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以解决上

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侧固定有便

于安装的安装架，且箱体的上表面位于末端位置处嵌入设置有出风口，所述箱体的下表面

位于首端位置处开设呈条状且风口向下的进风口，且箱体的内部底端位于进风口的正上方

位置处设置有除湿过滤装置，所述箱体的内部顶端位于除湿过滤装置的正上方位置处安装

有除菌除异味装置，且箱体的内部顶端相对应出风口的位置处设置有集风罩，所述箱体的

内部位于除湿过滤装置的一侧位置处设置有排风扇，所述排风扇与集风罩之间通过管道相

连，所述管道的内部安装有加热器。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除湿过滤装置包括筒体，所述筒体的内部

设置有除湿滤网，且筒体的内部位于除湿滤网的上方位置处设置有活性炭滤网。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活性炭滤网的内部呈蜂窝结构，且活性炭

滤网的内部添加有优质椰壳碳材质的构件，所述筒体的上表面与下表面均开设有通孔，通

孔在筒体的上下表面均呈等距均匀分布。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除菌除异味装置包括安装座，所述安装座

的上方设置有盒体，所述盒体的前表面开设有条形且风口向下的散热口，且盒体的上表面

嵌入设置有金属格栅，所述盒体的内部设置有变频变压电离器，且盒体的内部位于变频变

压电离器的下方位置处设置有用于转换高压电场的变频变压器，所述盒体的内部设置有用

于接收变频变压电离器所输出的高压电场的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所述金属格栅的中心位

置处开设有槽口。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位于金属格栅的下

方，且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的尖端正对着槽口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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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加热器采用PTC陶瓷发热材质的构件。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箱体的前表面相对应除湿滤网和活性炭滤

网的位置处转动连接有侧门，侧门与箱体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胶条。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设计新颖，结构简单，使

用方便，猪舍空气中的湿气和异味会通过进风口进入通过除湿过滤装置进行除湿过滤，保

证空气质量的干燥，提高舒适度，利用变频变压器将低压生成直流高压，利用离子风发射金

属针尖尖端直流高压产生电晕，将除湿后空气中的氧分子转换为高密度氧离子，氧离子在

强大的高压电场的作用下，迅速向周围空气扩散，形成一种离子微风，释放到箱体内部的空

气中，通过高浓度负离子和微量臭氧进行杀菌和除味，可有效消除吸进后空气中的各种微

生物，显著减少空气悬浮颗粒物，明显去除异味和臭味，净化后的空气通过加热后重新释放

给猪舍，一方面可以对猪舍的空气进行除菌循环，保证整个猪舍空气的清晰，减少疾病，另

一方便，加热后的空气可以提高猪舍内整体的温度，提高环境舒适度，避免气温过低导致生

猪生病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的立体图；

[0015] 图3为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中除菌除异味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6] 图4为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中变频变压器的安装示意图。

[0017] 图中：1、箱体；2、出风口；3、安装架；4、管道；5、排风扇；6、进风口；7、除湿过滤装

置；701、筒体；702、除湿滤网；703、活性炭滤网；8、除菌除异味装置；801、安装座；802、散热

口；803、金属格栅；804、槽口；805、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6、盒体；807、变频变压电离器；

808、变频变压器；9、集风罩；10、加热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基于健康养殖技术的猪舍用加热装置，

包括箱体1，箱体1的一侧固定有便于安装的安装架3，且箱体1的上表面位于末端位置处嵌

入设置有出风口2，箱体1的下表面位于首端位置处开设呈条状且风口向下的进风口6，且箱

体1的内部底端位于进风口6的正上方位置处设置有除湿过滤装置7，除湿过滤装置7包括筒

体701，筒体701的内部设置有除湿滤网702，且筒体701的内部位于除湿滤网702的上方位置

处设置有活性炭滤网703，使用时，可以对进入的空气进行净化，当空气通过除湿滤网702

时，除湿滤网702会对空气中的湿气进行吸附，有效的起到除湿效果，除湿后的空气通过活

性炭滤网703进行初效异味过滤，减少空气中的异味，优化空气质量。

[0019] 活性炭滤网703的内部呈蜂窝结构，且活性炭滤网703的内部添加有优质椰壳碳材

质的构件，筒体701的上表面与下表面均开设有通孔，通孔在筒体701的上下表面均呈等距

均匀分布，提高了净化效果。

[0020] 箱体1的内部顶端位于除湿过滤装置7的正上方位置处安装有除菌除异味装置8，

除菌除异味装置8包括安装座801，安装座801的上方设置有盒体806，盒体806的前表面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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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形且风口向下的散热口802，且盒体806的上表面嵌入设置有金属格栅803，盒体806的

内部设置有变频变压电离器807，且盒体806的内部位于变频变压电离器807的下方位置处

设置有用于转换高压电场的变频变压器808，盒体806的内部设置有用于接收变频变压电离

器807所输出的高压电场的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金属格栅803的中心位置处开设有槽

口804，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位于金属格栅803的下方，且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的尖

端正对着槽口804的中心点，使用时：除菌除异味装置8通电工作，通电后电源经过变频变压

器808将转换的高压电场输送给变频变压电离器807，再输送给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和

金属格栅803，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与金属格栅803形成电离回路，提高了负离子发生器

的离子浓度，同时产生微量臭氧和离子风，高压电场(箱体1内部的空气层相当于一个电场)

和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与金属格栅803形成的回路会自动形成高浓度的可感觉的负离

子空气流，风速≥0.5米/秒的负离子气流源源不断从金属格栅803上部输出至箱体1的内部

空腔，同时无负离子的空气会被吸入周围与电离，如此往复循环，离子风和负离子的自然物

理扩散，使得高浓度的负离子空气均匀的渗透到箱体1内部的各个角落，净化箱体1的内壁，

高浓度的负离子群富含有氧负离子，羟基负离子，是强氧化剂，氧化反应具有杀菌和除味作

用，羟基离子会聚集在微生物表面，其表面静电力会破坏微生物细胞膜和提取微生物DNA中

的氢(H)，造成微生物死亡，负氧离子与箱体1内部的异味产生氧化反应，消除气味，电离回

路原理是电场产生电子的工作原理，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连接的是火线，金属格栅803

连接的是零线，中间的空气层相当于一个电场，在接通电源的时候空气层就会有电离子产

生，在电离子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一股可感觉的离子风扩散开(根据相同电离子相

互排斥的原理形成)。

[0021] 箱体1的内部顶端相对应出风口2的位置处设置有集风罩9，箱体1的内部位于除湿

过滤装置7的一侧位置处设置有排风扇5，排风扇5与集风罩9之间通过管道4相连，管道4的

内部安装有加热器10，加热器10采用PTC陶瓷发热材质的构件，可随意调温，工作时送风柔

和，升温快，具有自动恒温功能，节约了能源消耗，另外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能，在任何应用情

况下均不会产生如电热管类加热器的表面"发红"现象，从而降低了安全隐患，保证了使用

安全。

[0022] 在图1中：箱体1的前表面相对应除湿滤网702和活性炭滤网703的位置处转动连接

有侧门，侧门与箱体1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胶条，打开侧门可以将除湿滤网702和活性炭滤

网703抽出，可以起到方便更换和清理的效果。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首先使设备通电运作，排风扇5运作后会将猪舍中的空

气通过进风口6吸入，吸入后的空气会通过除湿滤网702，除湿滤网702会对空气中的湿气进

行吸附，有效的起到除湿效果，除湿后的空气通过活性炭滤网703进行初效异味过滤，减少

空气中的异味，优化空气质量，过滤后的空气会进入箱体1内部，此时，除菌除异味装置8通

电工作，通电后电源经过变频变压器808将转换的高压电场输送给变频变压电离器807，再

输送给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和金属格栅803，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与金属格栅803形

成电离回路，提高了负离子发生器的离子浓度，同时产生微量臭氧和离子风，高压电场(箱

体1内部的空气层相当于一个电场)和离子风发射金属针尖805与金属格栅803形成的回路

会自动形成高浓度的可感觉的负离子空气流，风速≥0.5米/秒的负离子气流源源不断从金

属格栅803上部输出至箱体1的内部空腔，同时无负离子的空气会被吸入周围与电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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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循环，离子风和负离子的自然物理扩散，使得高浓度的负离子空气均匀的渗透到箱体1

内部的各个角落，净化箱体1的内壁，高浓度的负离子群富含有氧负离子，羟基负离子，是强

氧化剂，氧化反应具有杀菌和除味作用，羟基离子会聚集在微生物表面，其表面静电力会破

坏微生物细胞膜和提取微生物DNA中的氢(H)，造成微生物死亡，负氧离子与箱体1内部的异

味产生氧化反应，消除气味，最后排风扇5将杀菌除味后的空气通过管道4输送至出风口2，

管道的内部设置有加热器10，加热器10采用PTC陶瓷发热材质的构件，可随意调温，工作时

送风柔和，升温快，具有自动恒温功能，节约了能源消耗，另外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能，在任何

应用情况下均不会产生如电热管类加热器的表面"发红"现象，从而降低了安全隐患，保证

了使用安全。

[0024]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

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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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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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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