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10735.5

(22)申请日 2017.06.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13601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9.08

(73)专利权人 优成科技（玉溪）有限公司

地址 653100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

道高仓村委会高仓82幢4号

(72)发明人 李富坤　李鹏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叶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3212

代理人 叶健

(51)Int.Cl.

A01K 67/02(2006.01)

A01K 1/015(2006.01)

A01K 1/03(2006.01)

A01K 5/02(2006.01)

A01K 7/04(2006.01)

A01K 7/06(2006.01)

A61L 2/22(2006.01)

A61L 2/10(2006.01)

A61L 2/24(2006.01)

A61L 9/14(2006.01)

A61L 9/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488741 A,2015.04.08

CN 204721996 U,2015.10.28

CN 104488741 A,2015.04.08

KR 20160101401 A,2016.08.25

US 2016106056 A1,2016.04.21

CN 205389864 U,2016.07.27

CN 205946990 U,2017.02.15

US 2006118054 A1,2006.06.08

WO 2016167649 A1,2016.10.20

CN 205756279 U,2016.12.07

CN 203279625 U,2013.11.13

审查员 杨培歌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化养猪场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自动化养猪场，包括饲养

区，所述饲养区的下面设有集粪区，所述饲养区

包括活动室和取暖室，所述活动室的地面为与所

述集粪区连通的栏栅，所述活动室和所述集粪区

均设有通风窗，所述活动室设有食槽和饮水区；

还包括自动送食装置、自动饮水装置和消毒装

置。集粪区的设置使得饲养区无粪便，大大改善

了饲养区的环境卫生，取暖室与活动室分开设置

增加了饲养区功能，自动送食装置、自动饮水装

置和消毒装置使得养猪场饲料的自动配送、饮水

的自动供给及消毒的自动进行，基本实现了养猪

的自动化。本发明造价较低，特别适于在中小养

猪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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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养猪场，包括饲养区，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区的下面设有集粪区，所述

饲养区包括活动室和取暖室，所述活动室的地面为与所述集粪区连通的栏栅，所述栏栅的

间距为2～4cm，所述活动室和所述集粪区均设有通风窗，所述活动室设有食槽和饮水区；还

包括自动送食装置，所述自动送食装置包括料仓、送料管和电机，所述送料管内设有若干首

尾相连的驱料轮，所述驱料轮两两之间通过链条连接，所述驱料轮由驱动盘驱动，所述驱动

盘的外端均布有若干U型槽，该U型槽与所述驱料轮相适应，所述驱动盘通过变向减速器与

所述电机相连；所述料仓包括储料室和下料室，所述下料室内设有下料板并与所述送料管

连通，该下料板上端与所述下料室的上端铰接，所述下料板下端设有楔块，所述楔块位于所

述送料管的外圆处，所述楔块紧贴所述驱料轮的边缘；所述送料管连接有若干出料管，所述

出料管与所述食槽相连；所述下料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60至70度，所述楔块的倾斜角为

20至40度，所述料仓为2个且并排串连；所述饮水区设有自动饮水装置，该自动饮水装置包

括装置本体以及自动饮水机构，所述装置本体包括水槽、安装板、出水口以及进水管，所述

安装板通过螺栓固定在猪舍内，所述水槽设置在安装板上，所述出水口设置在水槽内部左

端面上，所述出水口右端连接进水管，所述自动饮水机构设置在水槽上，所述自动饮水机构

包括联通盒、停止接触开关器、漂浮球、金属杆、启动接触开关器以及电磁阀，所述联通盒设

置在水槽内部右上棱角处，所述联通盒顶端面设置停止接触开关器，所述联通盒内部设置

有漂浮球，所述漂浮球上端连接金属杆，所述启动接触开关器设置在出水口上侧，所述电磁

阀设置在进水管上，所述联通盒侧端面开设有联通孔，所述停止接触开关器和启动接触开

关器均与电磁阀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养猪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通过法兰接头与外接自

来水管连接，所述出水口内部设置有过滤棉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养猪场，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区设有消毒装置，该消毒

装置包括吊柄、盛药桶、发射口、底座、万向轮、连接杆、卡箍、喷头、电动机、保护壳、紫外线

发射器以及连接轴，所述喷头设有两个以上，两个以上所述喷头对称安装在盛药桶左右两

端，所述吊柄与盛药桶固定连接，所述电动机固定在盛药桶内部底端，所述电动机下端安装

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下端穿过盛药桶与保护壳相连接，所述保护壳四周装配有发射口，所

述紫外线发射器安装在保护壳内部底端，所述卡箍设有两个，两个所述卡箍对称固定在保

护壳左右两端，所述卡箍通过连接杆与底座相连接，所述底座位于保护壳下方，所述底座下

端安装有万向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化养猪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通过卡箍与保护壳相连

接。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化养猪场，其特征在于：所述盛药桶上开设有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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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养猪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猪饲养设施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动化养猪场。

背景技术

[0002] 养猪业是我国农业中的重要产业，对保障肉食品安全供应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

养猪业正由传统养猪业向现代养猪业转变，无论是养殖模式、区域布局还是生产方式、生产

能力都在发生显著变化。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劳动力成本增高、原种

依赖进口、疫病严重、环保压力大、饲料资源匮乏等诸多挑战。但也有自主创新条件改善、国

际市场空间大、国内市场稳步增长、政府支持力度大等机遇。现在大部分的猪场还是采用人

工对猪场进行管理，这种手段从养猪行业开始一直使用到现在，特别是中小型养猪场存在

环境卫生差、人工成本大、养殖成本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中小型养猪场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环境改善、饲养自动化

的养猪场。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自动化养猪场，包括饲养区，所述饲养区的

下面设有集粪区，所述饲养区包括活动室和取暖室，所述活动室的地面为与所述集粪区连

通的栏栅，所述活动室和所述集粪区均设有通风窗，所述活动室设有食槽和饮水区；还包括

自动送食装置，所述自动送食装置包括料仓、送料管和电机，所述送料管内设有若干首尾相

连的驱料轮，所述驱料轮两两之间通过链条连接，所述驱料轮由驱动盘驱动，所述驱动盘的

外端均布有若干U型槽，该U型槽与所述驱料轮相适应，所述驱动盘通过变向减速器与所述

电机相连；所述料仓包括储料室和下料室，所述下料室内设有下料板并与所述送料管连通，

该下料板上端与所述下料室的上端铰接，所述下料板下端设有楔块，所述楔块位于所述送

料管的外圆处，所述楔块紧贴所述驱料轮的边缘；所述送料管连接有若干出料管，所述出料

管与所述食槽相连。

[0005] 增加了集粪区使得饲养区无粪便，大大改善了饲养区的环境卫生，取暖室与活动

室分开设置增加了饲养区功能，自动送食装置通过驱料轮将料仓中的饲料送入送料管内并

通过出料管送入猪舍食槽内，驱料轮的结构使得其能在送料管中顺畅运行，料仓的结构通

过下料板和下料板楔块的设置，以及它们与送料管中的送料轮的相互配合，使得饲料能自

动进入送料管中并能防止饲料在下料室发生阻塞，从而实现饲料的自动配送。

[0006] 较优地，所述栏栅的间距为2～4cm，使得粪便能顺利掉入集粪区，同时不影响猪的

行动。

[0007] 较优地，为获得较佳的振动效果，所述下料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60至70度。

[0008] 较优地，所述楔块的倾斜角为20至40度，使得驱料轮易顶起楔块，并减少摩擦。

[0009] 较优地，所述料仓为2个且并排串连。双料仓的设置增加了饲料供给的多样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饮水区设有设有自动饮水装置，该自动饮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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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动饮水机构，所述装置本体包括水槽、安装板、出水口以及进水管，所述安装板通过螺

栓固定在猪舍内，所述水槽设置在安装板上，所述出水口设置在水槽内部左端面上，所述出

水口右端连接进水管，所述自动饮水机构设置在水槽上，所述自动饮水机构包括联通盒、停

止接触开关器、漂浮球、金属杆、启动接触开关器以及电磁阀，所述联通盒设置在水槽内部

右上棱角处，所述联通盒顶端面设置停止接触开关器，所述联通盒内部设置有漂浮球，所述

漂浮球上端连接金属杆，所述启动接触开关器设置在出水口上侧，所述电磁阀设置在进水

管上，所述联通盒侧端面开设有联通孔，所述停止接触开关器和启动接触开关器均与电磁

阀电性连接。联通盒、停止接触开关器、漂浮球、金属杆、启动接触开关器以及电磁阀的设置

实现了为猪自动供水，从而实现了养猪饮用水的自动供给。

[0011] 较优地，所述进水管通过法兰接头与外接自来水管连接，所述出水口内部设置有

过滤棉网。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饲养区设有消毒装置，该消毒装置包括吊柄、盛药桶、发射口、底

座、万向轮、连接杆、卡箍、喷头、电动机、保护壳、紫外线发射器以及连接轴，所述喷头设有

两个以上，两个以上所述喷头对称安装在盛药桶左右两端，所述吊柄与盛药桶固定连接，所

述电动机固定在盛药桶内部底端，所述电动机下端安装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下端穿过盛

药桶与保护壳相连接，所述保护壳四周装配有发射口，所述紫外线发射器安装在保护壳内

部底端，所述卡箍设有两个，两个所述卡箍对称固定在保护壳左右两端，所述卡箍通过连接

杆与底座相连接，所述底座位于保护壳下方，所述底座下端安装有万向轮。盛药桶和喷头的

设置能够向猪舍内喷洒消毒液，实现为猪舍进行消毒，添加的紫外线发射器以及电动机能

够自动增大紫外线照射的范围，对猪舍进行全面杀毒。

[0013] 较优地，所述连接杆通过卡箍与保护壳相连接，以方便拆装。

[0014] 较优地，所述盛药桶上开设进水口。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集粪区的设置使得饲养区无粪便，大大改善了饲养区的环

境卫生，取暖室与活动室分开设置增加了饲养区功能，自动送食装置、自动饮水装置和消毒

装置使得养猪场饲料的自动配送、饮水的自动供给及消毒的自动进行，基本实现了养猪的

自动化。本发明造价较低，特别适于在中小养猪场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中的仰视图示意图；

[0018] 图3为栏栅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自动送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4中的左视图示意图；

[0021] 图6为驱动盘与驱动轮配合的示意图；

[0022] 图7为料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图5中A向局部视图示意图；

[0024] 图9为图5中B‑B向局部视图示意图

[0025] 图10为为自动饮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为自动饮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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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12为联通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3为消毒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4为盛药桶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5为保护壳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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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 如图1至图3所示的自动化养猪场，包括上层的饲养区1、下层的集粪区2及自动送

食装置3，根据养殖规模，饲养区1设置若干饲养单元，每个饲养单元包括活动室11和取暖室

12，活动室11的地面为栏栅，与集粪区2连通，栏栅的间距d为2～4cm，取暖室12与活动室11

间设有通道连通，取暖室11的墙面和地板用保温材料建成，活动室11和集粪区2均设有通风

窗来使空气充分流通，活动室11设有食槽5和饮水区4。

[0033] 如图4至图9所示的自动送食装置3，包括料仓31、送料管32和电机34，送料管32内

设有若干首尾相连的驱料轮36，驱料轮36两两之间通过链条361连接，驱料轮36由驱动盘37

驱动，驱动盘37的外端均布有若干U型槽371，该U型槽371与驱料轮36相适应，驱动盘37通过

变向减速器35与电机34相连，变向减速器35为现有技术，送料管32连接有若干出料管33，出

料管33与食槽5相连；料仓31包括储料室311和下料室312，下料室312内设有下料板313并与

送料管32连通，该下料板313上端与下料室312的上端铰接，下料板313的下端设有楔块314，

楔块314位于送料管32的外圆处，送料管32在下料室312内为半圆形，下料板313与水平方向

的夹角α为65度，楔块314的倾斜角β为30度。

[0034] 如图10至图12所示的自动饮水装置4包括装置本体和自动饮水机构，装置本体包

括水槽41、安装板42、出水口49以及进水管43，安装板42通过螺栓固定在活动室11内，水槽

41设置在安装板42上，出水口49设置在水槽41内部左端面上，出水口49右端连接进水管43；

自动饮水机构设置在水槽41上，自动饮水机构包括联通盒44、停止接触开关器45、漂浮球

46、金属杆47、启动接触开关器48以及电磁阀410，联通盒44设置在水槽41内部右上棱角处，

联通盒44顶端面设置停止接触开关器45，联通盒44内部设置有漂浮球46，漂浮球46上端连

接金属杆47，启动接触开关器48设置在出水口49上侧，电磁阀410设置在进水管43上，联通

盒44侧端面开设有联通孔a，停止接触开关器45和启动接触开关器48均与电磁阀410电性连

接，进水管43通过法兰接头与外接自来水管连接，出水口49内部设置有过滤棉网。

[0035] 图图13至图15所示的消毒装置6，包括吊柄61、盛药桶62、发射口63、万向轮64、底

座65、连接杆66、卡箍67、喷头68、进水口69、电动机610、保护壳611、紫外线发射器612以及

连接轴613，喷头68设有两个以上，两个以上喷头68对称安装在盛药桶62左右两端，吊柄61

与盛药桶62固定连接，电动机610固定在盛药桶62内部底端，电动机610下端安装有连接轴

613，连接轴613下端穿过盛药桶62与保护壳611相连接，保护壳611四周装配有发射口63，紫

外线发射器612安装在保护壳611内部底端，卡箍67设有两个，两个卡箍67对称固定在保护

壳611左右两端，卡箍67通过连接杆66与底座65相连接，底座65位于保护壳611下方，盛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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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上开设有进水口69，盛药桶62内设置有消毒液，底座65下端安装有万向轮64，连接杆66通

过卡箍67与保护壳611相连接。

[0036] 该自动化养猪场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如下：

[0037] 生猪一般在活动室11进行吃喝拉撒等活动，当寒冷时或睡觉时会待在取暖室12

内，排出的粪便经栏栅掉入集粪区2，饲养区1的卫生状况得以改善，活动室11和集粪区2均

有若干通风窗，空气流通使得养猪场内空气质量大幅提升。

[0038] 自动送食装置的电机34通过变向减速器35带动驱动盘37转动，驱动盘37驱动驱料

轮36在送料管32中运行，下料室312内饲料被驱料轮36带走，储料室311内的饲料流入下料

室312，倾斜的下料板313的下端在饲料重力作用下向送料管32的方向移动，楔块314紧贴驱

料轮36的边缘，如图9所示，驱动轮36向右运行，滑过楔块314时会将下料板313向里顶，驱料

轮36通过楔块314的顶端后下料板33又向外运动，循环反复，使得下料板33来回振动，起到

搅动下料室32内饲料的作用，从而防止了下料室32内饲料阻塞情况的发生，送料管32中的

饲料通过出料管33送入猪的食槽中。

[0039] 猪口渴时，用鼻子在自动饮水装置4的水槽41内拱，当拱到启动接触开关器48时，

启动接触开关器48接通电磁阀410的电路，电磁阀410打开，自来水经过进水管43从出水口

49进入水槽41，以供猪饮用，水槽41内水位渐渐升高，水经过联通孔a进入联通盒44，漂浮球

46由于水的浮力上浮，漂浮球36带动金属杆37上浮至与停止接触开关器45接触时，停止接

触开关器45控制电磁阀410关闭，停止供水。

[0040] 消毒时，工作人员打开消毒装置6的喷头68，喷头68将盛药桶62内的消毒液喷出，

对猪舍进行消毒，通过吊柄61将消毒装置6置于不同位置，实现对养猪场进行全面消毒，启

动紫外线发射器312，紫外线发射器312启动发射出紫外线，电动机310工作带动连接轴314

转动，连接轴314转动带动保护壳311转动，保护壳311转动带动紫外线发射器312转动，实现

增大紫外线照射的范围，增强消毒效果。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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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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