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311877.0

(22)申请日 2021.09.24

(73)专利权人 梁夕平

地址 261000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东武街

123号

    专利权人 李培聪

(72)发明人 梁夕平　李培聪　

(74)专利代理机构 宿州智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45

代理人 李晓峰

(51)Int.Cl.

A61L 2/18(2006.01)

B05B 15/25(2018.01)

B05B 15/40(2018.01)

B05B 9/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消毒装置技术领域，尤其为

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领域，包括推车，推车

上设有固定连接的消毒箱，进料口的右侧设有第

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转轴固定连

接，消毒箱的右侧设有水泵、蓄电池，水泵的右侧

设有固定杆，固定杆中设有第一滑轨，第一滑轨

的内腔中设有丝杆、第一滑块，第一滑块中设有

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上方设有连接杆，连接杆

的上方设有摇摆装置，摇摆装置中设有第二滑

轨，第二滑轨的内腔中设有滑动连接的第二滑

块，摇摆装置的顶部设有固定连接的连接管，通

过设有的丝杆及第一滑块，可以通过第二把手控

制丝杆进行转动，从而控制第一滑块的高度，使

装置可以根据使用的环境调节喷洒的高度，从而

提高了装置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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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推车，所述推车上设有固定连接的消毒

箱，所述消毒箱的顶部设有进料口，所述进料口的右侧设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

轴与第一转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轴的右侧设有过滤网，所述消毒箱的右侧设有水泵、蓄

电池，所述水泵的右侧设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中设有第一滑轨，所述第一滑轨的内腔中设

有丝杆、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中设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上方设有连接杆，所述

连接杆的上方设有摇摆装置，所述摇摆装置中设有第二滑轨，所述第二滑轨的内腔中设有

滑动连接的第二滑块，所述摇摆装置的顶部设有固定连接的连接管，所述推车的底端设有

车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口上设有手

动阀门，所述手动阀门的顶端设有固定连接的第一把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轴上设有

固定连接的搅拌杆，且搅拌杆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槽，且搅拌杆的上方设有过滤板，且过

滤板的表面设有密布的尖头朝外的针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与消毒箱固

定连接，且水泵通过设有的水管与连接管螺旋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杆贯穿第一滑

块并与第一滑块螺旋传动连接，且丝杆的底端设有固定连接的第一伞齿轮，且第一伞齿轮

与第二伞齿轮相啮合，第二伞齿轮与第二转轴固定连接，且第二转轴的顶端贯穿固定杆的

侧壁并与第二把手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滑块通过设

有的第四转轴与连接杆的右端转动连接，且连接杆的左端与第三转轴转动连接，且第三转

轴与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且摇摆装置的左端通过设有的第五转轴与第一滑块转动

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的顶端设

有喷头，且喷头的顶端均设有外螺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车的左侧设有

推杆，且推杆上设有橡胶套，且橡胶套的外表面设有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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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消毒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畜牧业主要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猪、羊、鸡、鸭、鹅、兔、蜂等家畜家禽饲养业和

鹿、貂、水獭、麝等野生经济动物驯养业，它不但为纺织、油脂、食品、制药等工业提供原料，

也为人民生活提供肉、乳、蛋、禽等丰富食品，为农业提供役畜和粪肥，故搞好畜牧业生产对

于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出口物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畜牧业的类型很多，

其中按饲料种类、畜种构成、经营方式，可分为牧区畜牧业、农区畜牧业和城郊畜牧业，且畜

牧养殖经常需要用消毒装置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现有的养殖场消毒装置中,多数养殖场消毒装置的功能较为单一，且不具备喷洒

高度的调节功能，使养殖场内一些较高的位置不能被有效的消毒，从而使装置的使用场景

具有较高的局限性，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通过设有的丝杆及第一

滑块，可以通过第二把手控制丝杆进行转动，从而控制第一滑块的高度，使装置可以根据使

用的环境调节喷洒的高度，从而提高了装置的适用性。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包括推车，所述推车上

设有固定连接的消毒箱，所述消毒箱的顶部设有进料口，所述进料口的右侧设有第一电机，

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转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轴的右侧设有过滤网，所述消毒

箱的右侧设有水泵、蓄电池，所述水泵的右侧设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中设有第一滑轨，所

述第一滑轨的内腔中设有丝杆、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中设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

上方设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上方设有摇摆装置，所述摇摆装置中设有第二滑轨，所述第

二滑轨的内腔中设有滑动连接的第二滑块，所述摇摆装置的顶部设有固定连接的连接管，

所述推车的底端设有车轮。

[0005] 其中，所述进料口上设有手动阀门，所述手动阀门的顶端设有固定连接的第一把

手；通过设有的进料口，可以在对养殖场进行消毒前，通过进料口将消毒药剂及水按比例投

放至消毒箱内进行配比，投放前可以通过第一把手手动开启手动阀门，投放后可以通过第

一把手将手动阀门进行关闭，使消毒箱处于密封的状态，避免消毒药液挥发影响消毒的效

果。

[0006] 其中，所述第一转轴上设有固定连接的搅拌杆，且搅拌杆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

槽，且搅拌杆的上方设有过滤板，且过滤板的表面设有密布的尖头朝外的针头；通过设有的

第一转轴，可以通过启动第一电机从而控制第一转轴进行旋转，从而带动搅拌杆进行旋转，

而搅拌杆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槽，引流槽可以在搅拌杆旋转过程中控制消毒液的流动，

从而使消毒液被搅拌的更加均匀，而消毒液在被搅拌的过程中会因搅拌而产生气泡，气泡

的存在会使消毒液被喷洒时占据相应的空间，从而会影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而搅拌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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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设有过滤板，且过滤板的表面设有密布的尖头朝外的针头，所以过滤板在转动时，会对

消毒液上层因搅拌而产生的气泡进行收集及清除，从而避免气泡对消毒效果的影响。

[0007] 其中，所述水泵与消毒箱固定连接，且水泵通过设有的水管与连接管螺旋连接；通

过设有的水泵，可以将消毒箱内的消毒液运输至水管中，从而使消毒液从连接管中喷洒至

养殖场内，并对养殖场进行有效的消毒作用，且消毒箱的右侧设有的过滤网，可以有效的过

滤消毒液中的杂质及气泡，从而避免水泵被异物堵塞，提升装置的使用效果。

[0008] 其中，所述丝杆贯穿第一滑块并与第一滑块螺旋传动连接，且丝杆的底端设有固

定连接的第一伞齿轮，且第一伞齿轮与第二伞齿轮相啮合，第二伞齿轮与第二转轴固定连

接，且第二转轴的顶端贯穿固定杆的侧壁并与第二把手固定连接；通过设有的丝杆，可以控

制第一滑块上下移动，从而可以使装置根据使用的环境调节喷洒的高度，当喷洒的高度需

要调高时，可以通过正向旋转第二把手，因第二把手通过第二转轴与第二伞齿轮固定连接，

而第二伞齿轮与第一伞齿轮相啮合，所以第一伞齿轮将控制丝杆进行正向旋转，从而控制

第一滑块向上移动，当喷洒的高度需要调低时，可以通过逆向旋转第二把手，第二把手将通

过第二转轴带动丝杆进行逆向旋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向下移动。

[0009] 其中，所述第二滑块通过设有的第四转轴与连接杆的右端转动连接，且连接杆的

左端与第三转轴转动连接，且第三转轴与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且摇摆装置的左端

通过设有的第五转轴与第一滑块转动连接；通过设有的第二电机，可以通过控制第二电机

旋转，从而带动连接杆进行转动，因连接杆的右端通过第四转轴与第二滑块转动连接，且摇

摆装置的左端通过设有的第五转轴与第一滑块转动连接，所以连接杆转动将带动第二滑块

在第二滑轨的内腔中进行移动，从而使摇摆装置沿第五转轴进行左右摇摆，从而使消毒液

被喷洒的更加均匀。

[0010] 其中，所述连接管的顶端设有喷头，且喷头的顶端均设有外螺纹；通过喷头顶端设

有的外螺纹，可以根据场地需要，通过喷头进行外接喷杆，从而提高装置的适用性。

[0011] 其中，所述推车的左侧设有推杆，且推杆上设有橡胶套，且橡胶套的外表面设有防

滑纹；通过设有的推杆，可以通过推杆控制推车进行移动，且推杆上设有橡胶套的外表面设

有的防滑纹，可以使操作人员在控制推车移动时，增加手部的摩擦力，避免因手滑而产生的

一些操作上的危险。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设有的进料口，可以在对养殖场进行消毒前，通过

进料口将消毒药剂及水按比例投放至消毒箱内进行配比，投放前可以通过第一把手手动开

启手动阀门，投放后可以通过第一把手将手动阀门进行关闭，使消毒箱处于密封的状态，避

免消毒药液挥发影响消毒的效果，通过设有的第一转轴，可以通过启动第一电机从而控制

第一转轴进行旋转，从而带动搅拌杆进行旋转，而搅拌杆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槽，引流槽

可以在搅拌杆旋转过程中控制消毒液的流动，从而使消毒液被搅拌的更加均匀，而消毒液

在被搅拌的过程中会因搅拌而产生气泡，气泡的存在会使消毒液被喷洒时占据相应的空

间，从而会影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而搅拌杆的上方设有过滤板，且过滤板的表面设有密布

的尖头朝外的针头，所以过滤板在转动时，会对消毒液上层因搅拌而产生的气泡进行收集

及清除，从而避免气泡对消毒效果的影响，通过设有的水泵，可以将消毒箱内的消毒液运输

至水管中，从而使消毒液从连接管中喷洒至养殖场内，并对养殖场进行有效的消毒作用，且

消毒箱的右侧设有的过滤网，可以有效的过滤消毒液中的杂质及气泡，从而避免水泵被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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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堵塞，提升装置的使用效果，通过设有的丝杆，可以控制第一滑块上下移动，从而可以使

装置根据使用的环境调节喷洒的高度，当喷洒的高度需要调高时，可以通过正向旋转第二

把手，因第二把手通过第二转轴与第二伞齿轮固定连接，而第二伞齿轮与第一伞齿轮相啮

合，所以第一伞齿轮将控制丝杆进行正向旋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向上移动，当喷洒的高度

需要调低时，可以通过逆向旋转第二把手，第二把手将通过第二转轴带动丝杆进行逆向旋

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向下移动，通过设有的推杆，可以通过推杆控制推车进行移动，且推

杆上设有橡胶套的外表面设有的防滑纹，可以使操作人员在控制推车移动时，增加手部的

摩擦力，避免因手滑而产生的一些操作上的危险。

[0013] 该装置中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左前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摇摆装置的左前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推车；2、消毒箱；3、第一电机；4、进料口；5、推杆；6、第一把手；7、第一转

轴；8、搅拌杆；9、引流槽；10、过滤板；11、过滤网；12、水泵；13、蓄电池；14、水管；15、连接管；

16、固定杆；17、丝杆；18、第一滑轨；19、第一滑块；20、第一伞齿轮；21、第二伞齿轮；22、第二

转轴；23、第二电机；24、第三转轴；25、连接杆；26、第四转轴；27、第二滑块；28、第二滑轨；

29、第五转轴；30、摇摆装置；31、喷头；32、第二把手；33、车轮；34、手动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请参阅图1‑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场畜牧养殖场消毒装置，包括

推车1，所述推车1上设有固定连接的消毒箱2，所述消毒箱2的顶部设有进料口4，所述进料

口4的右侧设有第一电机3，所述第一电机3的输出轴与第一转轴7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轴7

的右侧设有过滤网11，所述消毒箱2的右侧设有水泵12、蓄电池13，所述水泵12的右侧设有

固定杆16，所述固定杆16中设有第一滑轨18，所述第一滑轨18的内腔中设有丝杆17、第一滑

块19，所述第一滑块19中设有第二电机23，所述第二电机23的上方设有连接杆25，所述连接

杆25的上方设有摇摆装置30，所述摇摆装置30中设有第二滑轨28，所述第二滑轨28的内腔

中设有滑动连接的第二滑块27，所述摇摆装置30的顶部设有固定连接的连接管15，所述推

车1的底端设有车轮33。

[0020] 所述进料口4上设有手动阀门34，所述手动阀门34的顶端设有固定连接的第一把

手6；通过设有的进料口4，可以在对养殖场进行消毒前，通过进料口4将消毒药剂及水按比

例投放至消毒箱2内进行配比，投放前可以通过第一把手6手动开启手动阀门34，投放后可

以通过第一把手6将手动阀门34进行关闭，使消毒箱2处于密封的状态，避免消毒药液挥发

影响消毒的效果。

[0021] 所述第一转轴7上设有固定连接的搅拌杆8，且搅拌杆8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槽

9，且搅拌杆8的上方设有过滤板10，且过滤板10的表面设有密布的尖头朝外的针头；通过设

有的第一转轴7，可以通过启动第一电机3从而控制第一转轴7进行旋转，从而带动搅拌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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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旋转，而搅拌杆8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槽9，引流槽9可以在搅拌杆8旋转过程中控制

消毒液的流动，从而使消毒液被搅拌的更加均匀，而消毒液在被搅拌的过程中会因搅拌而

产生气泡，气泡的存在会使消毒液被喷洒时占据相应的空间，从而会影响消毒液的消毒效

果，而搅拌杆8的上方设有过滤板10，且过滤板10的表面设有密布的尖头朝外的针头，所以

过滤板10在转动时，会对消毒液上层因搅拌而产生的气泡进行收集及清除，从而避免气泡

对消毒效果的影响。

[0022] 所述水泵12与消毒箱2固定连接，且水泵12通过设有的水管14与连接管15螺旋连

接；通过设有的水泵12，可以将消毒箱2内的消毒液运输至水管14中，从而使消毒液从连接

管15中喷洒至养殖场内，并对养殖场进行有效的消毒作用，且消毒箱2的右侧设有的过滤网

11，可以有效的过滤消毒液中的杂质及气泡，从而避免水泵12被异物堵塞，提升装置的使用

效果。

[0023] 所述丝杆17贯穿第一滑块19并与第一滑块19螺旋传动连接，且丝杆17的底端设有

固定连接的第一伞齿轮20，且第一伞齿轮20与第二伞齿轮21相啮合，第二伞齿轮21与第二

转轴22固定连接，且第二转轴22的顶端贯穿固定杆16的侧壁并与第二把手32固定连接；通

过设有的丝杆17，可以控制第一滑块19上下移动，从而可以使装置根据使用的环境调节喷

洒的高度，当喷洒的高度需要调高时，可以通过正向旋转第二把手32，因第二把手32通过第

二转轴22与第二伞齿轮21固定连接，而第二伞齿轮21与第一伞齿轮20相啮合，所以第一伞

齿轮20将控制丝杆17进行正向旋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19向上移动，当喷洒的高度需要调

低时，可以通过逆向旋转第二把手32，第二把手32将通过第二转轴22带动丝杆17进行逆向

旋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19向下移动。

[0024] 所述第二滑块27通过设有的第四转轴26与连接杆25的右端转动连接，且连接杆25

的左端与第三转轴24转动连接，且第三转轴24与第二电机2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且摇摆装

置30的左端通过设有的第五转轴29与第一滑块19转动连接；通过设有的第二电机23，可以

通过控制第二电机23旋转，从而带动连接杆25进行转动，因连接杆25的右端通过第四转轴

26与第二滑块27转动连接，且摇摆装置30的左端通过设有的第五转轴29与第一滑块19转动

连接，所以连接杆25转动将带动第二滑块27在第二滑轨28的内腔中进行移动，从而使摇摆

装置30沿第五转轴29进行左右摇摆，从而使消毒液被喷洒的更加均匀。

[0025] 所述连接管15的顶端设有喷头31，且喷头31的顶端均设有外螺纹；通过喷头31顶

端设有的外螺纹，可以根据场地需要，通过喷头31进行外接喷杆，从而提高装置的适用性。

[0026] 所述推车1的左侧设有推杆5，且推杆5上设有橡胶套，且橡胶套的外表面设有防滑

纹；通过设有的推杆5，可以通过推杆5控制推车1进行移动，且推杆5上设有橡胶套的外表面

设有的防滑纹，可以使操作人员在控制推车1移动时，增加手部的摩擦力，避免因手滑而产

生的一些操作上的危险。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本装置在使用时，首先可以通过推杆5控制推

车1移动至施工的地点，且推杆5上设有橡胶套的外表面设有的防滑纹，可以使操作人员在

控制推车1移动时，增加手部的摩擦力，避免因手滑而产生的一些操作上的危险，然后通过

设有的进料口4，将消毒药剂及水按比例投放至消毒箱2内进行配比，投放前可以通过第一

把手6手动开启手动阀门34，投放后可以通过第一把手6将手动阀门34进行关闭，使消毒箱2

处于密封的状态，避免消毒药液挥发影响消毒的效果，此时可以通过启动第一电机3从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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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第一转轴7进行旋转，从而带动搅拌杆8进行旋转，而搅拌杆8上设有若干数量的引流槽9，

引流槽9可以在搅拌杆8旋转过程中控制消毒液的流动，从而使消毒液被搅拌的更加均匀，

而消毒液在被搅拌的过程中会因搅拌而产生气泡，气泡的存在会使消毒液被喷洒时占据相

应的空间，从而会影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而搅拌杆8的上方设有过滤板10，且过滤板10的

表面设有密布的尖头朝外的针头，所以过滤板10在转动时，会对消毒液上层因搅拌而产生

的气泡进行收集及清除，从而避免气泡对消毒效果的影响，然后通过启动水泵12将消毒箱2

内的消毒液运输至水管14中，从而使消毒液从连接管15中喷洒至养殖场内，并对养殖场进

行有效的消毒作用，且消毒箱2的右侧设有的过滤网11，可以有效的过滤消毒液中的杂质及

气泡，从而避免水泵12被异物堵塞，提升装置的使用效果，在使用时当喷洒的高度需要调高

时，可以通过正向旋转第二把手32，因第二把手32通过第二转轴22与第二伞齿轮21固定连

接，而第二伞齿轮21与第一伞齿轮20相啮合，所以第一伞齿轮20将控制丝杆17进行正向旋

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19向上移动，当喷洒的高度需要调低时，可以通过逆向旋转第二把手

32，第二把手32将通过第二转轴22带动丝杆17进行逆向旋转，从而控制第一滑块19向下移

动，然后启动第二电机23，通过控制第二电机23旋转，从而带动连接杆25进行转动，因连接

杆25的右端通过第四转轴26与第二滑块27转动连接，且摇摆装置30的左端通过设有的第五

转轴29与第一滑块19转动连接，所以连接杆25转动将带动第二滑块27在第二滑轨28的内腔

中进行移动，从而使摇摆装置30沿第五转轴29进行左右摇摆，从而使消毒液被喷洒的更加

均匀，且喷头31顶端设有的外螺纹，可以根据场地需要，通过喷头31进行外接喷杆，从而提

高装置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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