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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

棚结构圈舍，包括基框、隔断墙、骨架、篷布、门帘

和通风装置，本设计通过骨架顶端设置有通风装

置，工作人员拉动把手，使收卷辊沿卷布转动，而

对卷布进行收卷，然后气味可通过通风架排出，

达到了可快速的将恶臭的气味排出，避免犊牛长

时间处于恶臭环境中；通过安装盒内部设置有防

护结构，因防护带防护安装盒顶端开设的滑槽，

从而防止灰尘进入内部的效果，达到了对安装盒

进行防护，避免粉尘在安装盒内部对接而影响滑

块滑动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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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包括基框(1)、隔断墙(2)、骨架(3)、篷布(4)和

门帘(5)，所述基框(1)内壁顶端固定有隔断墙(2)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通风装置(6)，所述

骨架(3)顶端设置有通风装置(6)，所述通风装置(6)包括通风架(61)、卷布(62)、收卷辊

(63)、连接架(64)、把手(65)、安装盒(66)、滑块(67)、限位滑轮(68)、导向板(69)和防护结

构(610)，所述骨架(3)顶端与通风架(61)相连接，所述卷布(62)第一端固定于通风架(61)

的一端，并且卷布(62)的第二端固定于收卷辊(63)表面，所述收卷辊(63)与连接架(64)表

面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架(64)下侧表面安装有把手(65)，所述连接架(64)沿安装盒(66)顶

端表面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架(64)底端固定有滑块(67)，所述滑块(67)一侧表面安装有限

位滑轮(68)，并且限位滑轮(68)沿导向板(69)表面滑动连接，所述安装盒(66)内部设置有

防护结构(6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框(1)

的侧壁顶端固定有骨架(3)，所述骨架(3)表面安装有篷布(4)，所述篷布(4)前端安装有门

帘(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结构

(610)包括从动轮(6101)、防护带(6102)、通孔(6103)和防护网(6104)，所述从动轮(6101)

与安装盒(66)内部转动连接，所述防护带(6102)套于从动轮(6101)表面，所述安装盒(66)

内部位于从动轮(6101)的一侧开设有通孔(6103)，所述通孔(6103)内壁下侧安装有防护网

(61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架

(64)分为两部分，连接架(64)上部分与连接架(64)下部分之间设置有连接杆，并且连接杆

沿连接架(64)下部分的顶端面中端伸缩滑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67)

表面与安装盒(66)内壁表面之间的间距均为五毫米，并且滑块(67)外侧表面呈光滑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滑轮

(68)设置有两个，两个限位滑轮(68)位于滑块(67)一侧表面的上下两端，并且两个滑轮

(68)均沿导向板(69)表面滑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板

(69)靠于滑块(67)一侧的表面设置有挡板，并且挡板与导向板(69)形成T形，而挡板与限位

滑轮(68)的安装杆之间间距为三毫米。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

(6103)的内壁上侧位于从动轮(6101)一侧表面的下侧设置有刮板，而刮板贴于防护带

(6102)表面的表面呈光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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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具体是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涉及犊牛养殖圈舍相关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犊牛养殖是我国畜牧产业的主体之一,那么如何提高犊牛养殖成活率是当前发展

所遇到的问题，犊牛一般指出生4‑6月的小牛，饲养人员要对这几个月的小牛的健康情况尤

为注意，犊牛的健康情况关系到整个犊牛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犊牛养殖需要专业的大棚

圈舍，大棚圈舍具有保温的效果，从而提高犊牛养殖的成活率。

[0003] 但现有大棚圈舍不便于快速的排出牛粪产生的恶臭气味，导致了犊牛长期处于此

环境中，会造成犊牛的体质变弱和食量下降的问题，不便于对滑块进行防护，导致了空气中

的灰尘进入安装盒内部，造成滑块滑动异常出现卡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在此提供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

舍。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构造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该装置包括

基框、隔断墙、骨架、篷布、门帘和通风装置，所述基框内壁顶端固定有隔断墙,所述骨架顶

端设置有通风装置，所述通风装置包括通风架、卷布、收卷辊、连接架、把手、安装盒、滑块、

限位滑轮、导向板和防护结构，所述骨架顶端与通风架相连接，所述卷布第一端固定于通风

架的一端，并且卷布的第二端固定于收卷辊表面，所述收卷辊与连接架表面转动连接，所述

连接架下侧表面安装有把手，所述连接架沿安装盒顶端表面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架底端固

定有滑块，所述滑块一侧表面安装有限位滑轮，并且限位滑轮沿导向板表面滑动连接，所述

安装盒内部设置有防护结构。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基框的侧壁顶端固定有骨架，所述骨架表面安装有篷布，所述篷布

前端安装有门帘。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防护结构包括从动轮、防护带、通孔和防护网，所述从动轮与安装

盒内部转动连接，所述防护带套于从动轮表面，所述安装盒内部位于从动轮的一侧开设有

通孔，所述通孔内壁下侧安装有防护网。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架分为两部分，连接架上部分与连接架下部分之间设置有连

接杆，并且连接杆沿连接架下部分的顶端面中端伸缩滑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滑块表面与安装盒内壁表面之间的间距均为五毫米，并且滑块外

侧表面呈光滑面。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限位滑轮设置有两个，两个限位滑轮位于滑块一侧表面的上下两

端，并且两个滑轮均沿导向板表面滑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板靠于滑块一侧的表面设置有挡板，并且挡板与导向板形成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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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挡板与限位滑轮的安装杆之间间距为三毫米。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通孔的内壁上侧位于从动轮一侧表面的下侧设置有刮板，而刮板

贴于防护带表面的表面呈光滑面。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防护网使用防锈金属材质，使防护网具有耐用性高和表面防锈的

效果。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防护带使用橡胶材质，使防护带具有耐用性高和防护性高的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

棚结构圈舍，与同类型设备相比，具有如下改进：

[0016] 优点1：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通过骨架顶端设置有

通风装置，工作人员拉动把手，使收卷辊沿卷布转动，而对卷布进行收卷，然后气味可通过

通风架排出，达到了可快速的将恶臭的气味排出，避免犊牛长时间处于恶臭环境中。

[0017] 优点2：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通过安装盒内部设置

有防护结构，因防护带防护安装盒顶端开设的滑槽，从而防止灰尘进入内部的效果，达到了

对安装盒进行防护，避免粉尘在安装盒内部对接而影响滑块滑动的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篷布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固定架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A区域局部放大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防护结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基框‑1、隔断墙‑2、骨架‑3、篷布‑4、门帘‑5、通风装置‑6、通风架‑61、卷布‑

62、收卷辊‑63、连接架‑64、把手‑65、安装盒‑66、滑块‑67、限位滑轮‑68、导向板‑69、防护结

构‑610、从动轮‑6101、防护带‑6102、通孔‑6103、防护网‑6104。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1‑5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

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

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阅图1、图2和图3，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包括基

框1、隔断墙2、骨架3、篷布4、门帘5和通风装置6，基框1内壁顶端固定有隔断墙2，基框1的侧

壁顶端固定有骨架3，骨架3表面安装有篷布4，篷布4前端安装有门帘5,骨架3顶端设置有通

风装置6。

[0026] 请参阅图3和图4，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通风装置6包

括通风架61、卷布62、收卷辊63、连接架64、把手65、安装盒66、滑块67、限位滑轮68、导向板

69和防护结构610，骨架3顶端与通风架61相连接，卷布62第一端固定于通风架61的一端，卷

布62起到密封的作用，并且卷布62的第二端固定于收卷辊63表面，收卷辊63与连接架64表

面转动连接，收卷辊63起到对卷布62的收卷作用，连接架64下侧表面安装有把手65，连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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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沿安装盒66顶端表面滑动连接，安装盒66起到对限位滑轮68的防护作用，连接架64底端

固定有滑块67，滑块67一侧表面安装有限位滑轮68，并且限位滑轮68沿导向板69表面滑动

连接，导向板69起到对限位滑轮68的导向作用，安装盒66内部设置有防护结构610；连接架

64分为两部分，连接架64上部分与连接架64下部分之间设置有连接杆，并且连接杆沿连接

架64下部分的顶端面中端伸缩滑动，避免收卷辊63在收缩卷布62时连接架64发生冲突的作

用；滑块67表面与安装盒66内壁表面之间的间距均为五毫米，并且滑块67外侧表面呈光滑

面，使滑块67具有更稳定的滑动效果；限位滑轮68设置有两个，两个限位滑轮68位于滑块67

一侧表面的上下两端，并且两个滑轮68均沿导向板69表面滑动，使滑块67具有更平顺的滑

动那效果；导向板69靠于滑块67一侧的表面设置有挡板，并且挡板与导向板69形成T形，而

挡板与限位滑轮68的安装杆之间间距为三毫米，具有对限位滑轮68的限位作用。

[0027] 请参阅图5，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防护结构610包括

从动轮6101、防护带6102、通孔6103和防护网6104，从动轮6101与安装盒66内部转动连接，

防护带6102套于从动轮6101表面，防护带6102起到防护的作用，安装盒66内部位于从动轮

6101的一侧开设有通孔6103，通孔6103内壁下侧安装有防护网6104，防护网6104起到防止

蚊虫进入安装盒66内部的作用；通孔6103的内壁上侧位于从动轮6101一侧表面的下侧设置

有刮板，而刮板贴于防护带6102表面的表面呈光滑面，具有对防护带6102表面的粉尘进行

刮除的作用；防护网6104使用防锈金属材质，使防护网6104具有耐用性高和表面防锈的效

果；防护带6102使用橡胶材质，使防护带6102具有耐用性高和防护性高的效果。

[0028] 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提供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其工作原理如下；

[0029] 第一，基框1建设于地面，将骨架3安装与基框1表面，然后在骨架3表面安装篷布4，

篷布4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门帘5起到方便工作人员便于进出的作用，而隔断墙2起到对犊

牛隔开的作用；

[0030] 第二，在需要排出牛粪产生的气味时，工作人员握持把手65，并且拉动把手65，拉

动把手65的同时带动连接架64进行移动，连接架64移动时带动滑块67，从而使滑块67沿安

装盒66内壁滑动，同时在滑块67滑动时带动限位滑轮68，因限位滑轮68贴于导向板69表面，

限位滑轮68因滑块67滑动而移动时，限位滑轮68沿导向板69表面转动，从而提升滑块67稳

定滑动的效果以及更为便利的滑动效果，连接架64移动时带动收卷辊63，使收卷辊63沿卷

布62转动，同时收卷辊63对卷布62进行收卷，然后通过通风架61，使篷布4顶端开设有通风

口，牛粪产生的恶臭气味可通过通风口而快速排出；

[0031] 第三，在连接架64移动时，由于连接架64贯穿于防护带6102中端，所以带动防护带

6102移动，使防护带6102沿安装和66内壁滑动，在防护带6102滑动时从动轮6101进行转动，

而防护带6102表面携带的粉尘通过刮板刮除然后通过通孔6103排出于安装盒66内部，防护

网6104起到防止蚊虫进入安装盒66内部的作用，防护带6102可保护安装盒66顶端开设的滑

槽，从而防止灰尘进入内部的效果。

[0032] 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提供一种犊牛养殖专用的大棚结构圈舍，通过骨架3顶端设

置有通风装置6，工作人员拉动把手65，使收卷辊63沿卷布62转动，而对卷布62进行收卷，然

后气味可通过通风架61排出，达到了可快速的将恶臭的气味排出，避免犊牛长时间处于恶

臭环境中；通过安装盒66内部设置有防护结构610，因防护带6102防护安装盒66顶端开设的

滑槽，从而防止灰尘进入内部的效果，达到了对安装盒66进行防护，避免粉尘在安装盒66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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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对接而影响滑块67滑动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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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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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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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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