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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生态养羊场，涉及养羊技术

领域。所述生态养羊场包括养殖场地、繁殖培育

舍、育肥舍以及多个药浴池，其中，养殖场地上形

成有两个间隔设置的第一养殖区以及第二养殖

区；繁殖培育舍设于第一养殖区，用于养殖公羊、

母羊及保育仔羊，繁殖培育舍设置有第一出口；

育肥舍设于第二养殖区，用于养殖育肥羊，育肥

舍设置有第二出口；多个药浴池包括设于第一养

殖区且连通第一出口的第一药浴池，以及设于第

二养殖区且连通第二出口的第二药浴池，第一药

浴池与第二药浴池中均设有药浴水。一方面便于

生态养羊场的管理及羊的生长，另一方面在育肥

羊发生体外寄生虫病时，可消杀寄生虫有效阻断

传染源，防止疾病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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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包括：

养殖场地，所述养殖场地上形成有两个间隔设置的第一养殖区以及第二养殖区；

繁殖培育舍，设于所述第一养殖区，用于养殖公羊、母羊及保育仔羊，所述繁殖培育舍

设置有第一出口；

育肥舍，设于所述第二养殖区，用于养殖育肥羊，所述育肥舍设置有第二出口；以及，

多个药浴池，包括设于所述第一养殖区且连通所述第一出口的第一药浴池，以及设于

所述第二养殖区且连通所述第二出口的第二药浴池，所述第一药浴池与所述第二药浴池中

均设有药浴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育肥舍的畜舍进口与畜舍出口均

为所述第二出口，所述第一出口与所述第二出口连通，以形成兽用转栏通道；

所述养殖场地上还形成有处于所述第一养殖区和所述第二养殖区之间的运动场，所述

运动场包括靠近所述第一养殖区的第一运动场及远离所述第一养殖区的第二运动场，所述

第一运动场和所述第二运动场均包括多个活动区，每一所述活动区设置一活动出入口，所

述活动出入口与所述兽用转栏通道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养殖区与所述第一养殖区沿

南北向依次分布；

所述生态养羊场还包括处于所述第二养殖区南侧的羊粪处置区，沿东西向，所述羊粪

处置区内依次设有羊粪处理池以及池泥利用场。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羊粪处理池设有相对设置的粪水

进口和粪水出口，所述粪水进口与所述粪水出口之间设有降解吸收体，用以生化降解、吸收

所述羊粪处理池中的粪水。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池泥利用场上种植口蘑。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养羊场还包括种植区，所述

种植区设置在所述羊粪处置区北侧、所述养殖场地东侧，所述种植区种植有羊草、紫花苜

蓿、三叶草中的一种或多种。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降解吸收体包括：

池底基体，包括填设于所述羊粪处理池底部的碎石和基质；

水生植被，生长于羊粪处理池内；以及，

微生物，生长于所述羊粪处理池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被包括芦苇、水莲中的一

种或两种。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活动区包括：

啃食活动区，种植羊草并设置围栏；以及，

饮水区，与所述啃食活动区间隔设置，所述饮水区设置饮水源。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养羊场，其特征在于，所述药浴池的水深为H，且0.5m≤H≤

1m；和/或，

所述药浴池的水温为T，且20℃≤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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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养羊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养羊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生态养羊场。

背景技术

[0002] 羊是人们熟悉的家畜之一，其饲养在我国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羊全身是宝，其毛

皮可制成多种毛织品和皮革制品。在医疗保健方面，羊更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羊肉、羊血、

羊骨、羊肝、羊奶、羊胆等等可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羊肉也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

[0003] 由于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现有的养羊方法，一般采用圈养方式喂养，粪污处理不

当，环境污染大，不利于羊的健康生长，肉质变差，体质下降，易生病，此外，集中圈养容易产

生体外寄生虫疾病和其他传染病，存在羊群集体染病的风险。

[0004] 因此，急需一种新的羊养殖场，用于粪污的生态处理，提高羊的肉质、降低羊的疫

病传播风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生态养羊场，旨在提供一种利于羊粪污的生态处

理，有利于羊的健康生长、不易发生传染病的生态养羊场。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生态养羊场，包括：

[0007] 养殖场地，所述养殖场地上形成有两个间隔设置的第一养殖区以及第二养殖区；

[0008] 繁殖培育舍，设于所述第一养殖区，用于养殖公羊、母羊及保育仔羊，所述繁殖培

育舍设置有第一出口；

[0009] 育肥舍，设于所述第二养殖区，用于养殖育肥羊，所述育肥舍设置有第二出口；以

及，

[0010] 多个药浴池，包括设于所述第一养殖区且连通所述第一出口的第一药浴池，以及

设于所述第二养殖区且连通所述第二出口的第二药浴池，所述第一药浴池与所述第二药浴

池中均设有药浴水。

[0011] 可选地，所述育肥舍的畜舍进口与畜舍出口均为所述第二出口，所述第一出口与

所述第二出口连通，以形成兽用转栏通道；

[0012] 所述养殖场地上还形成有处于所述第一养殖区和所述第二养殖区之间的运动场，

所述运动场包括靠近所述第一养殖区的第一运动场及远离所述第一养殖区的第二运动场，

所述第一运动场和所述第二运动场均包括多个活动区，每一所述活动区设置一活动出入

口，所述活动出入口与所述兽用转栏通道连通。

[0013] 可选地，所述第二养殖区与所述第一养殖区沿南北向依次分布；

[0014] 所述生态养羊场还包括处于所述第二养殖区南侧的羊粪处置区，沿东西向，所述

羊粪处置区内依次设有羊粪处理池以及池泥利用场。

[0015] 可选地，所述羊粪处理池设有相对设置的粪水进口和粪水出口，所述粪水进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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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粪水出口之间设有降解吸收体，用以生化降解、吸收所述羊粪处理池中的粪水。

[0016] 可选地，所述池泥利用场上种植口蘑。

[0017] 可选地，所述生态养羊场还包括种植区，所述种植区设置在所述羊粪处置区北侧、

所述养殖场地东侧，所述种植区种植有羊草、紫花苜蓿、三叶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8] 可选地，所述降解吸收体包括：

[0019] 池底基体，包括填设于所述羊粪处理池底部的碎石和基质；

[0020] 水生植被，生长于羊粪处理池内；以及，

[0021] 微生物，生长于所述羊粪处理池内。可选地，所述水生植被包括芦苇、水莲中的一

种或两种。

[0022] 可选地，每一所述活动区包括：

[0023] 啃食活动区，种植羊草并设置围栏；以及，

[0024] 饮水区，与所述啃食活动区间隔设置，所述饮水区设置饮水源。

[0025] 可选地，所述药浴池的水深为H，且0.5m≤H≤1m；和/或，

[0026] 所述药浴池的水温为T，且20℃≤T≤25℃。

[0027] 本发明技术方案中，设计一种生态养羊场，根据羊的生产阶段，将繁殖用的种公母

羊及保育仔羊和育肥羊分开养殖，将繁殖用的公母羊及保育仔羊养殖在繁殖培育舍中，将

育肥羊养殖在育肥舍中，可以有效防止疾病的滋生及传染。此外，设置多个药浴池，其中，第

一药浴池和繁殖培育舍的第一出口连通，用于为繁殖用的公母羊及保育仔羊药浴以驱除其

体外寄生虫，第二药浴池和育肥舍的第二出口连通，用于为育肥羊药浴以驱除其体外寄生

虫，将繁殖培育舍中的羊和育肥舍中的羊分开养殖、分开药浴，实现了羊的分类养殖，一方

面便于生态养羊场的管理及羊的生长，另一方面在育肥羊发生疾病时，可有效阻断传染源，

防止疾病传染。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为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9]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生态养羊场的一实施例的俯视图；

[0030] 图2为图1中运动场的俯视图。

[0031] 附图标号说明：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1316921 A

4



[0032]

[0033]

[0034]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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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6] 需要说明的是，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

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另外，

全文中出现的“和/或”的含义，包括三个并列的方案，以“A和/或B”为例，包括A方案、或B方

案、或A和B同时满足的方案。此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

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

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结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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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7] 由于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现有的养羊方法，一般采用圈养方式喂养，粪污处理不

当，环境污染大，不利于羊的健康生长，肉质变差，体质下降，易生病，此外，集中圈养容易产

生体外寄生虫疾病和其他传染病，存在羊群集体染病的风险。

[0038] 鉴于此，本发明提出一种生态养羊场，旨在提供一种有利于粪污的生态处理，提高

羊的肉质、降低羊的疫病传播风险的生态养羊场。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生态养

羊场100，请参照图1，所述生态养羊场100包括养殖场地1、繁殖培育舍2、育肥舍3以及多个

药浴池4，其中，养殖场地1上形成有两个间隔设置的第一养殖区11以及第二养殖区12；繁殖

培育舍2设于第一养殖区11，用于养殖公羊、母羊及保育仔羊，繁殖培育舍2设置有第一出

口；育肥舍3设于第二养殖区12，用于养殖育肥羊，育肥舍3设置有第二出口；多个药浴池4包

括设于第一养殖区11且连通第一出口的第一药浴池41，以及设于第二养殖区12且连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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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第二药浴池42，第一药浴池41与第二药浴池42中均设有药浴水。

[0039] 本发明技术方案中，设计一种生态养羊场100，根据羊的生产阶段，将繁殖用的种

公母羊及保育仔羊和育肥羊分开养殖，将繁殖用的公母羊及保育仔羊养殖在繁殖培育舍2

中，将育肥羊养殖在育肥舍3中，可以有效防止疾病的交叉传染。此外，设置多个药浴池4，其

中，第一药浴池41和繁殖培育舍2的第一出口连通，用于为繁殖用的种公母羊及保育仔羊药

浴以驱除其体外寄生虫，第二药浴池42和育肥舍3的第二出口连通，用于为育肥羊药浴以驱

除其体外寄生虫，将繁殖培育舍2中的羊和育肥舍3中的羊分开养殖、分开药浴，实现了羊的

分类养殖，一方面便于生态养羊场100的管理，另一方面在羊群发生疾病时，可有效阻断传

染源，防止疾病在不同羊群间的交叉传染。

[0040] 药浴是防止羊体外寄生虫滋生的一种方法，常用的药浴溶液有：杀虫脒溶液、辛硫

磷溶液、氰戊菊酯乳油、螨净等，药浴一般在山羊抓绒后进行，每隔7-10天进行一次药浴；药

浴前不能放牧，使羊充分休息，饮足水，以免羊因口渴饮药液而中毒；药浴应选择在晴天进

行，当大批量的羊药浴时，先对少数羊进行试浴，无不良反应时，再大批进行药浴，药浴时先

药浴健康羊，再药浴病弱羊；药浴后等到羊身上的药液自然晾干时，方可放牧。

[0041] 对于药浴池4中药浴水的温度、药浴水的深度及药浴时间，本发明不做限制，优选

地，在本发明实施例中，药浴池4的水深为H，且0.5m≤H≤1m，在该药浴水深度下，根据羊的

身高，调整药浴水深，使药浴水没过羊的身体，使羊头露出水面，而且用木棍把羊头按入药

浴液中2-3次，效果更佳；药浴池4的水温为T，且20℃≤T≤25℃，该温度下可防止羊受凉生

病；药浴时间优选1-3min，在上述时间内可有效将寄生虫杀灭。

[0042] 为了提高羊的体质、改善羊的肉质，本生态场设置了运动场。育肥舍3的畜舍进与

畜舍出口均为第二出口，第一出口与所述第二出口连通，以形成兽用转栏通道7。请参照图1

和图2，养殖场地1上还形成有处于第一养殖区11和第二养殖区12之间的运动场13，运动场

13包括靠近第一养殖区11的第一运动场131及远离第一养殖区11的第二运动场132，第一运

动场131和第二运动场132均包括多个活动区，即第一运动场131设有多个第一运动场活动

区：131a、131b、131c，第二运动场132设有多个第二运动场活动区：132a、132b、132c，每一活

动区设置一活动出入口133，活动出入口133与兽用转栏通道7连通。

[0043] 将运动场13分为第一运动场131和第二运动场132，放牧时将羊通过兽用转栏通道

7赶入相应的活动出入口133，使繁殖培育舍2中的公羊、母羊及保育仔羊在第一运动场131

中活动，育肥舍3中的育肥羊在第二运动场132中活动，可有效阻断传染病，防止交叉感染。

此外，第一运动场131设有多个第一运动场活动区：131a、131b、131c，第二运动场132设有多

个第二运动场活动区：132a、132b、132c，使羊每次只在一个区域中活动放牧，其他区域空

置，有利于其放牧能力的恢复。

[0044] 优选地，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每一活动区包括啃食活动区和饮水区，其中，啃食活

动区种植羊草并设置围栏，用于羊的放牧啃食；饮水区与啃食活动区间隔设置，饮水区设置

饮水源，随时供羊饮水，补充水分，有利于养殖出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的羊。

[0045] 在生态养羊场100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粪水，如不及时处理，会造成严重的

环境问题，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第二养殖区12与第一养殖区11沿南北向依次分

布；生态养羊场100还包括处于第二养殖区12南侧的羊粪处置区5，沿东西向，羊粪处置区5

内依次设有羊粪处理池51以及池泥利用场52。将羊产生的粪水用羊粪处理池51处理，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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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泥利用场52利用，延伸生态链，一方面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另一方面增加经济收益、

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0046] 对于羊粪处理池51的具体形式，本发明不做限制，优选地，羊粪处理池51设有相对

设置的粪水进口和粪水出口，粪水进口与所述粪水出口之间设有降解吸收体，用以生化降

解、吸收羊粪处理池51中的粪水。生化降解、吸收降解彻底，不易产生二次污染。

[0047] 此外，在粪水进口和降解吸收体之间，可设置沉淀池，先将粪水放入沉淀池中静置

沉淀，之后清澈的粪水经铁丝网过滤之后，进入降解吸收体进行降解，可有效防止大颗粒固

体粪便堵塞管路，影响降解效果。

[0048] 优选地，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降解吸收体包括池底基体、水生植被以及微生物，其

中，池底基体包括填设于羊粪处理池51底部的碎石和基质；水生植被生长于羊粪处理池51

内；微生物生长于所述羊粪处理池51内，为有利于处理池中微生物生长，采用增氧泵定时通

气。碎石主要分布在粪水出口附近，用于截留经降解吸收体降解之后干净水中的大颗粒；水

生植被生长在羊粪处理池51内，吸收池中的有机物，净化水质，水生植被可以扎根生长在池

底基体中，茎叶伸出水面，也可以是，浮在水面上生长，其根在水中，这样可以根据需要移动

水生植被在水中的位置，收割时也更加便利。该降解吸收体采用人工湿地降解羊产生的粪

水，粪水通过基质、植物和微生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途径共同完成系统的净化，污水流

经人工湿地时，生长在低洼地或沼泽地的植物截留、吸附和吸收水体中的悬浮物、有机质和

矿物质元素，并将它们转化为植物产品。植物产品可以用来喂养羊，实现了绿色、发展、循

环、可持续。

[0049] 优选地，水生植被包括芦苇、水莲中的一种或两种。芦苇、水莲都是羊喜爱食用的

绿植，将其喂养羊，一方面有利于羊的生长，另一方面节约了羊的养殖成本。

[0050] 对于被截留下的固体羊粪，如图2所示，可集中运往池泥利用场52上种植口蘑。口

蘑味道异常鲜美，价值昂贵，目前是中国市场上最为昂贵的一种蘑菇，预防骨质疏松、防癌、

抗氧化减肥，非常符合现代人对于食材的需求，可以进一步增加生态养羊场100的创收。

[0051] 进一步地，生态养羊场100还包括种植区6，种植区6设置在羊粪处置区5北侧、养殖

场地1东侧，种植区6种植有羊草、紫花苜蓿、三叶草中的一种或多种。由于羊是食草动物，对

于牧草的需求量非常大，在羊粪处置区5北侧、所述养殖场地1东侧设置种植区6，种植羊喜

爱吃的牧草，有利于羊的生长，此外，种植区6种植的羊草、紫花苜蓿、三叶草可用多余的羊

粪施肥，形成生态闭环，经济实用。

[0052]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对于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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