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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

猪舍，包括控制室、人员消毒室、电梯、禽畜消毒

室、猪舍和走廊，所述人员消毒室分别连通控制

室、电梯和走廊，所述禽畜消毒室分别连通电梯

和猪舍，猪舍位于走廊的两侧，用护拦和隔拦回

成单个的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猪舍底部铺设

有基体，基体与若干立柱连接，该基体内放置有

储水箱，相邻两储水箱通过过滤器串连连通，所

述立柱上依次安装有集粪槽、支撑钢架梁、漏板、

百页窗或隔拦或护拦、支撑钢架梁、集装箱，所述

集粪槽、支撑钢架梁、漏板、百页窗或隔拦或护拦

根据所需层数重复组装；本发明还包括喷雾消

毒、紫外灯消毒、粪便收集、粪便处理、水循环、喂

养和监控系统，自动化程度高，组装/拆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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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包括控制室（1）、人员消毒室（2）、电梯（3）、禽畜消

毒室（4）、猪舍（5）和走廊（7），所述人员消毒室（2）分别连通控制室（1）、电梯（3）和走廊（7），

所述禽畜消毒室（4）分别连通电梯（3）和猪舍（5），猪舍位于走廊（7）的两侧，用护拦（34）和

隔拦（35）回成单个的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猪舍（5）底部铺设有基体（24），基体与若干立

柱（27）连接，该基体内放置有储水箱（25），相邻两储水箱通过过滤器（26）串连连通，所述立

柱（27）上依次安装有集粪槽（21）、支撑钢架梁（20）、漏板（19）、百页窗（14）或隔拦（35）或护

拦（34）、支撑钢架梁（20）、集装箱（33），所述集粪槽（21）、支撑钢架梁（20）、漏板（19）、百页

窗（14）或隔拦（35）或护拦（34）根据所需层数重复组装；

所述猪舍还包括喷雾消毒系统、紫外灯消毒系统、粪便收集系统、粪便处理系统、水循

环系统、喂养系统和监控系统；

所述喷雾消毒系统包括喷雾消毒器（17）和药雾喷头（13），通过排气管将若干药雾喷头

（13）安装在每层区间的上方，喷雾消毒器（17）通过排气管上的药雾喷头（13）输送药雾到猪

舍进行消毒；

所述紫外灯消毒系统是将紫外灯（15）安装在百页窗（14）和纱窗（16）之间的上方，可起

到杀菌灭绳的作用，百页窗（14）可通过开合来调节室内温湿度；

所述粪便收集系统包括集粪槽（21）、刮粪器（31）、清洗高压喷头（32）、集粪漏斗（6），所

述集粪槽（21）内设有刮粪器（31），该集粪槽一端设有清洗高压喷头（32），另一端设有集粪

漏斗（6）；

所述粪便处理系统包括固液分离机（22）、发酵池（23）、若干储水箱（25）、若干过滤器

（26）、水泵（28）和集装箱（33），所述集装箱（33）分为饲料储存箱（33-1）、日用水箱（33-2）和

饮用水箱（33-3），日用水箱（33-2）位于饲料储存箱（33-1）和饮用水箱（33-3）之间，所述固

液分离机（22）的进料口与集粪漏斗（6）连通，该固液分离机（22）的固体排出管（22-1）与发

酵池（23）连通，该固液分离机（22）的液体排出管（22-2）与最近的储水箱（25）连通；

所述水循环系统是距离固液分离机（22）最远的储水箱（25）内设有水泵（28），通过循环

进水管（29）与集装箱（33）的日用水箱（33-2）连通，该日用水箱通过循环出水管（30）与每层

的清洗高压喷头（32）连通；

所述喂养系统是饲料储存箱（33-1）通过输送管道将饲料送到每层的饲料出口（11），通

过开关阀门（11-1）来控制饲料放入喂养槽（10）内；饮用水箱（33-3）中的饮用水通过饮水管

（12）连接到每层，每层区间内的漏板（19）上方30-60厘米处安装有鸭嘴式饮水器（12’）；

所述监控系统包括摄像头（9）、温度湿度感应器（8）、电脑及控制器（18）及门禁设备，所

述摄像头（9）安装在每个区间的对角，温度湿度感应器（8）安装在区间墙壁上，门禁设备安

装在进门处，摄像头（9）、温度湿度感应器（8）、门禁设备均于电脑及控制器（18）电连接。

2.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刮粪器（31）包

括涡卷弹簧绞盘（31-1）、稳定架（31-2）、钢丝绳（31-3）、电机（31-4）、绞盘（31-5）、转向器

（31-6）、毛刷（31-7）、刮粪板（31-8）和滚轮（31-9），所述刮粪板（31-8）的外表面和背部均焊

接有稳定架（31-2），两端上端分别呈角度设置有毛刷（31-7），毛刷的刷毛与集粪槽（31）的

斜边接触；所述外表面的稳定架中间固定有钢丝绳（31-3）与涡卷弹簧绞盘（31-1）卷缩连

接，涡卷弹簧绞盘通过固定杆固定在支撑钢架梁（20）的下方，所述电机（31-4）的输出端设

置有绞盘（31-5），该绞盘的外表面通过钢丝绳与背部的稳定架相连接，且所述钢丝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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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于绞盘（31-5）和稳定架的中间位置连接有转向器（31-6），该转向器的底部固定有转向

器固定杆与集粪漏斗（6）的外壁连接，所述转向器（31-6）的外表面设置有转轮；所述刮粪板

（31-8）的两侧上端均设置有滚轮（31-9），所述滚轮（31-9）的外侧通过轨道连接有集粪槽

（21）。

3.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板（19）两侧

为活动区（19-1），中间为如厕区（19-2），如厕区的漏板间隙大于活动区的漏板间隙。

4.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体（24）长宽

高是3米×3米×0.3-5米或3米×6米×0.3-5米的基体，四角开有立柱插孔（24-1），中间开

有上大下小的锥形空腔（24-2）。

5.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拦（35）是80-

120厘米高的栅格不锈钢隔拦。

6.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护拦（34）是

100-120厘米高的栅格不锈钢护拦。

7.按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集装

箱（33）的饲料储存箱（33-1）、日用水箱（33-2）和饮用水箱（33-3）分类型相互连通，饮用水

箱（33-3）通过外接饮水管（12-1）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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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养殖猪舍，具体涉及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畜牧业越来越倾向于向自动化的畜牧业养殖发展，在畜

牧业的养殖中，猪的养殖占有很大一部分，现在的猪舍也越来越朝向自动化方向发展，众所

周知，在猪的养殖过程中，猪舍内的粪便处理、喂养的监控、温度的控制、猪舍的消毒都是非

常棘手的工作，当粪便处理不当时，会影响猪的生活环境，甚至可能因此导致细菌的滋生，

影响猪的正常生长，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在现有技术中，猪粪便的处理和猪舍的消毒多采用

人工清理的方式，费时费力，且工作效率低，不能保证猪舍的卫生达标，还影响肥猪的生长，

并且猪舍都是砖混结构，不方便移动，且占地面积广，建设时间长，并且在猪场扩大规模或

进行搬迁时原有旧主场则废弃，造成养殖成本的增加，而且，如果对该废弃猪场对环境造成

不利影响，进行还原耕地则需要较大的工程施工，提高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安装拆卸方便，可根据

占地面积自由组装，根据工程比例焊接与螺丝固定组合成单层或多层猪舍，它可以实现自

动喂养、自动消毒、安全养殖等功能，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降低了人畜交叉感染的机率，且

省时又省力。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包

括控制室、人员消毒室、电梯、禽畜消毒室、猪舍和走廊，所述人员消毒室分别连通控制室、

电梯和走廊，所述禽畜消毒室分别连通电梯和猪舍，猪舍位于走廊的两侧，用护拦和隔拦回

成单个的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猪舍底部铺设有基体，基体与若干立柱连接，该基体内放

置有储水箱，相邻两储水箱通过过滤器串连连通，所述立柱上依次安装有集粪槽、支撑钢架

梁、漏板、百页窗或隔拦或护拦、支撑钢架梁、集装箱，所述集粪槽、支撑钢架梁、漏板、百页

窗或隔拦或护拦根据所需层数重复组装；

所述猪舍还包括喷雾消毒系统、紫外灯消毒系统、粪便收集系统、粪便处理系统、水循

环系统、喂养系统和监控系统；

所述喷雾消毒系统包括喷雾消毒器和药雾喷头，通过排气管将若干药雾喷头安装在每

层区间的上方，喷雾消毒器通过排气管上的药雾喷头输送药雾到猪舍进行消毒；

所述紫外灯消毒系统是将紫外灯安装在百页窗和纱窗之间的上方，可起到杀菌灭绳的

作用，百页窗可通过开合来调节室内温湿度；

所述粪便收集系统包括集粪槽、刮粪器、清洗高压喷头、集粪漏斗，所述集粪槽内设有

刮粪器，该集粪槽一端设有清洗高压喷头，另一端设有集粪漏斗；

所述粪便处理系统包括固液分离机、发酵池、若干储水箱、若干过滤器、水泵和集装箱，

所述集装箱分为饲料储存箱、日用水箱和饮用水箱，日用水箱位于饲料储存箱和饮用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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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所述固液分离机的进料口与集粪漏斗连通，该固液分离机的固体排出管与发酵池连

通，该固液分离机的液体排出管与最近的储水箱连通；

所述水循环系统是距离固液分离机最远的储水箱内设有水泵，通过循环进水管与集装

箱的日用水箱连通，该日用水箱通过循环出水管与每层的清洗高压喷头连通；

所述喂养系统是饲料储存箱通过输送管道将饲料送到每层的饲料出口，通过开关阀门

来控制饲料放送喂养槽内；饮用水箱中的饮用水通过饮水管连接到每层，每层区间内的漏

板上方30-60厘米处安装有鸭嘴式饮水器；

所述监控系统包括摄像头、温度湿度感应器、电脑及控制器及门禁设备，所述摄像头安

装在每个区间的对角，温度湿度感应器安装在区间墙壁上，门禁设备安装在进门处，摄像

头、温度湿度感应器、门禁设备均于电脑及控制器电连接。

[0005] 所述刮粪器包括涡卷弹簧绞盘、稳定架、钢丝绳、电机、绞盘、转向器、毛刷、刮粪板

和滚轮，所述刮粪板的外表面和背部均焊接有稳定架，两端上端分别呈角度设置有毛刷，毛

刷的刷毛与集粪槽的斜边接触；所述外表面的稳定架中间固定有钢丝绳与涡卷弹簧绞盘卷

缩连接，涡卷弹簧绞盘通过固定杆固定在支撑钢架梁的下方，所述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绞

盘，该绞盘的外表面通过钢丝绳与背部的稳定架相连接，且所述钢丝绳位于绞盘和稳定架

的中间位置连接有转向器，该转向器的底部固定有转向器固定杆与集粪漏斗的外壁连接，

所述转向器的外表面设置有转轮；所述刮粪板的两侧上端均设置有滚轮，所述滚轮的外侧

通过轨道连接有集粪槽。

[0006] 所述漏板两侧为活动区，中间为如厕区，如厕区的漏板间隙大于活动区的漏板间

隙。

[0007] 所述基体长宽高是3米×3米×0.3-5米或3米×6米×0.3-5米的基体，四角开有立

柱插孔，中间开有上大下小的锥形空腔，方便叠加运输和节省材料。

[0008] 所述隔拦是80-120厘米高的栅格不锈钢隔拦。

[0009] 所述护拦是100-120厘米高的栅格不锈钢护拦。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

1、组装式自动化多层养殖猪舍的多层空间、活动拼装、个性组合、重复利用、成本低、便

于推广等特点大大扩展了饲养空间，降低饲养成本，减少土地资源浪费；不用进舍内清扫粪

尿，喂料方便、控温及时、消毒容易，最大限度节省人力投入；利用粪便处理系统对尿粪分

离，再将尿水经多次过滤，得到符合要求的工用水用来清洗猪舍，最大程度地节约了喂养用

水，喂料采用重力式喂料，不需任何动力，节能环保；

2、及时有效的粪便处理系统，保证了舍场环境的清洁，预防蚊蝇生长及细菌的繁殖，从

根本上为畜禽健康护航；  温度湿度调控，根据情况及时控制畜禽舍内最佳温度，确保畜禽

舒适，加快生长；自动消毒和喂养，及时防御，再加上科技系统的监控管理，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保证畜禽健康安全，为人们提供绿色安全的肉制品；

3、将排出的粪便进行无臭发酵处理转化为有机复合肥，经济环保，劳动强度低。

[0011] 4、设置管道恒压和鸭嘴式饮水器，确保饮水端水质；维持管路中水压适合猪只饮

水压力范围，恒定供应饮水，避免细菌附着；

5、限制出入人、物数量，感应消毒确保出入人、物安全；常规消毒装置和季节性消毒装

置配合对舍内多角度全方位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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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俯视结构布置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顶部集装箱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粪便处理系统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粪便收集系统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粪便收集系统A-A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漏板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消毒、饮水、温控系统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自动喂养系统示意图；

图10是本发明基体结构示意图；

图中：1—控制室，2—人员消毒室，3—电梯，4—禽畜消毒室，5—猪舍，6—集粪漏斗，

7—走廊，8—温度湿度感应器，9—摄像头，10—喂养槽，11—饲料出口，11-1—阀门，12—饮

水管，12’—鸭嘴式饮水器，12-1—饮用水进水管，13—药雾喷头，14—百页窗，15—紫外灯，

16—纱窗，17—喷雾消毒器，18—电脑及控制器，19—漏板，19-1—活动区，19-2—如厕区，

20—支撑钢架梁，21—集粪槽，22—固液分离机，22-1—固体排出管，22-2—液体排出管，

22-3—排出管，23—发酵池，24—基体，24-1—立柱插孔，24-2—空腔，25—储水箱，26—过

滤器，27—立柱，28—水泵，29—循环进水管，30—循环出水管，31—刮粪器，31-1—涡卷弹

簧绞盘，31-2—稳定架，31-3—钢丝绳，31-4—电机，31-5—绞盘，31-6—转向器，31-7—毛

刷，31-8—刮粪板，31-9—滚轮，32—清洗高压喷头，33—集装箱，33-1—饲料储存箱，33-

2—日用水箱，33-3—饮用水箱，34—护拦，35—隔拦。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4] 包括控制室1、人员消毒室2、电梯3、禽畜消毒室4、猪舍5和走廊7，所述人员消毒室

2分别连通控制室1、电梯3和走廊7，所述禽畜消毒室4分别连通电梯3和猪舍5，猪舍位于走

廊7的两侧，用护拦34和隔拦35回成单个的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猪舍5底部铺设有基体

24，基体与若干立柱27连接，该基体内放置有储水箱25，相邻两储水箱通过过滤器26串连连

通，所述立柱27上依次安装有集粪槽21、支撑钢架梁20、漏板19、百页窗14或隔拦35或护拦

34、支撑钢架梁20、集装箱33，所述集粪槽21、支撑钢架梁20、漏板19、百页窗14或隔拦35或

护拦34根据所需层数重复组装；

所述猪舍还包括喷雾消毒系统、紫外灯消毒系统、粪便收集系统、粪便处理系统、水循

环系统、喂养系统和监控系统；

所述喷雾消毒系统包括喷雾消毒器17和药雾喷头13，通过排气管将若干药雾喷头13安

装在每层区间的上方，喷雾消毒器17通过排气管上的药雾喷头13输送药雾到猪舍进行消

毒；

所述紫外灯消毒系统是将紫外灯15安装在百页窗14和纱窗16之间的上方，可起到杀菌

灭绳的作用，百页窗14可通过开合来调节室内温湿度；

所述粪便收集系统包括集粪槽21、刮粪器31、清洗高压喷头32、集粪漏斗6，所述集粪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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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内设有刮粪器31，该集粪槽一端设有清洗高压喷头32，另一端设有集粪漏斗6；

所述粪便处理系统包括固液分离机22、发酵池23、若干储水箱25、若干过滤器26、水泵

和集装箱33，所述集装箱33分为饲料储存箱33-1、日用水箱33-2和饮用水箱33-3，日用水箱

33-2位于饲料储存箱33-1和饮用水箱33-3之间，所述固液分离机22的进料口与集粪漏斗6

连通，该固液分离机22的固体排出管22-1与发酵池23连通，该固液分离机22的液体排出管

22-2与最近的储水箱25连通；

所述水循环系统是距离固液分离机22最远的储水箱25内设有水泵28，通过循环进水管

29与集装箱33的日用水箱33-2连通，该日用水箱通过循环出水管30与每层的清洗高压喷头

32连通；

所述喂养系统是饲料储存箱33-1通过输送管道将饲料送到每层的饲料出口11，通过开

关阀门11-1来控制饲料放送喂养槽10内；饮用水箱33-3中的饮用水通过饮水管12连接到每

层，每层区间内的漏板19上方30-60厘米处安装有鸭嘴式饮水器12’；

所述监控系统包括摄像头9、温度湿度感应器8、电脑及控制器18及门禁设备，所述摄像

头9安装在每个区间的对角，温度湿度感应器8安装在区间墙壁上，门禁设备安装在进门处，

摄像头9、温度湿度感应器8、门禁设备均于电脑及控制器18电连接。

[0015] 所述刮粪器31包括涡卷弹簧绞盘31-1、稳定架31-2、钢丝绳31-3、电机31-4、绞盘

31-5、转向器31-6、毛刷31-7、刮粪板31-8和滚轮31-9，所述刮粪板31-8的外表面和背部均

焊接有稳定架31-2，两端上端分别呈角度设置有毛刷31-7，毛刷的刷毛与集粪槽31的斜边

接触；所述外表面的稳定架中间固定有钢丝绳31-3与涡卷弹簧绞盘31-1卷缩连接，涡卷弹

簧绞盘通过固定杆固定在支撑钢架梁20的下方，所述电机31-4的输出端设置有绞盘31-5，

该绞盘的外表面通过钢丝绳与背部的稳定架相连接，且所述钢丝绳31-3位于绞盘31-5和稳

定架的中间位置连接有转向器31-6，该转向器的底部固定有转向器固定杆与集粪漏斗6的

外壁连接，所述转向器31-6的外表面设置有转轮；所述刮粪板31-8的两侧上端均设置有滚

轮31-9，所述滚轮31-9的外侧通过轨道连接有集粪槽21。

[0016] 所述漏板19两侧为活动区19-1，中间为如厕区19-2，如厕区的漏板间隙大于活动

区的漏板间隙。

[0017] 所述基体24长宽高是3米×3米×0.3-5米或3米×6米×0.3-5米的基体，四角开有

立柱插孔24-1，中间开有上大下小的锥形空腔24-2。

[0018] 所述隔拦35是80-120厘米高的栅格不锈钢隔拦。

[0019] 所述护拦34是100-120厘米高的栅格不锈钢护拦。

[0020] 所述集装箱33的饲料储存箱33-1、日用水箱33-2和饮用水箱33-3分类型相互连

通，饮用水箱33-3通过外接饮水管12-1供水。

[0021] 本发明的控制室1、人员消毒室2、电梯3、禽畜消毒室4均是外购设备直接安装，无

任何改进，因此不再阐述；工作人员在控制室1通过摄像头9传输过来的视屏参考猪的生活

状况，温度湿度感应器8提供的数据可通过控制器控制百页窗的开关，手动或自动对猪舍进

行消毒、清理，该发明组装灵活、设计合理，节约劳动力，市场前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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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9

CN 109618940 A

9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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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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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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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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