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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猪舍，属于养殖设备

领域。其技术方案为：包括设置在厂房中的若干

猪舍；猪舍由两个等大的子猪舍组成，子猪舍之

间通过两处冲洗间连通；子猪舍包括设置在厂房

地面上的猪舍基座，猪舍基座上设置有若干挡板

和猪舍门，挡板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连接杆A连

接，子猪舍中间位置铺设有漏粪板A，子猪舍靠近

挡板位置铺设有漏粪板B。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能够便捷、有序的对猪身体进行清洗、降温，节省

了大量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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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猪舍，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厂房中的若干猪舍；

所述猪舍由两个等大的子猪舍组成，所述子猪舍之间通过两处冲洗间连通；

所述子猪舍包括设置在所述厂房地面上的猪舍基座，所述猪舍基座上设置有若干挡板

和猪舍门，所述挡板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连接杆A连接，所述子猪舍中间位置铺设有漏粪板

A，所述子猪舍靠近所述挡板位置铺设有漏粪板B；

所述冲洗间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两侧分别搭设在两侧所述猪舍基座上，所述底板左右

两侧分别设置有外挡板和内挡板，所述外挡板与所述子猪舍侧面的所述挡板齐平，所述外

挡板内侧和所述内挡板内侧盘绕设置有冲洗管,所述冲洗管由所述外挡板进入所述冲洗

间，分别固定在所述内挡板和所述外挡板上，所述外挡板外侧设置有与所述冲洗管连接的

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一侧设置有与所述电磁阀连接的控制器，所述外挡板内侧设置有传感

器，所述冲洗管上设置有若干喷头，所述底板由两块倾斜的方板和弧形板连接组成，所述方

板分别连接在所述弧形板两侧，所述底板上方所述外挡板和所述内挡板之间设置有漏水

板，所述内挡板上对应所述弧形板位置设置有排水管，两侧所述冲洗间之间设置有储水桶，

两侧所述排水管接入所述储水桶中；

所述子猪舍上还设置有赶猪机构，所述赶猪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猪舍基座上的固定撑

杆和赶猪板，所述猪舍基座前后两侧设置有一对所述固定撑杆，所述固定撑杆包括设置在

所述猪舍基座左右两侧的竖杆，两侧所述竖杆上设置有横杆，两侧所述横杆上均设置有滑

动机构，所述滑动机构包括一对V形架，所述V形架底部通过连接板连接，所述V形架顶部设

置有一对贴近所述横杆表面的滑轮，两侧所述滑动机构的连接板之间设置有连接杆B，所述

连接杆B两端分别固定在两侧所述连接板上，所述连接杆B上设置有所述赶猪板；

所述冲洗间前后两侧所述外挡板和所述内挡板之间设置有转门，所述转门包括转轴和

门板，所述转轴两端分别固定在所述外挡板和所述内挡板上，所述门板两侧设置有插销，所

述外挡板内侧设置有配合两侧所述插销使用的挡块；

所述漏粪板下方所述基座内侧设置有倾斜的导粪板，沿所述导粪板倾斜方向，位于所

述导粪板较低一侧设置有排粪口，所述排粪口一侧所述厂房地面上设置有排污沟；

所述储水桶一侧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上设置有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一端连

接在所述水泵上，所述进水管另一端设置在所述储水桶底部，所述猪舍基座远离所述排粪

口一侧内侧设置有冲粪管，所述冲粪管一端设置在所述猪舍基座内侧，所述冲粪管另一端

连接在所述水泵的所述出水管上；

所述子猪舍内还设置有料槽和饮水器；

所述漏粪板A和所述漏粪板B上均开设有若干漏粪孔，所述漏粪板A的漏粪孔孔径小于

所述漏粪板B的漏粪孔孔径；

需要对猪舍内的猪进行清洗时，先将所述冲洗间两侧的所述插销分别插死，使两侧转

门只能沿猪清洗过程中的运动方向转动，然后将两侧子猪舍的赶猪板从相对两侧推动，将

猪分别赶入两侧所述冲洗间中，一侧子猪舍内的猪清洗完后会进入另一侧所述子猪舍，依

次清洗，使一侧子猪舍内的猪全部清洗完后进入另一侧所述子猪舍，将转门固定插死，完成

清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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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猪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养殖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猪舍。

背景技术

[0002] 猪舍是大规模的养猪的地方，为了保证生猪生长，需要定时对猪舍进行清洗，猪舍

地板作为生猪主要活动场所，卫生环境直接影响猪的生长，因此清洗频率需要更高，猪本身

也需要定时对其就行清洗，清理猪身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便捷、有序的对猪身体进行清洗、降温，节省了大

量的人力的新型猪舍。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措施实现的：

[0005] 一种便捷消毒、冲洗猪身的猪舍，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厂房中的若干猪舍；

[0006] 所述猪舍由两个等大的子猪舍组成，所述子猪舍之间通过两处冲洗间连通；

[0007] 所述子猪舍包括设置在所述厂房地面上的猪舍基座，所述猪舍基座上设置有若干

挡板和猪舍门，所述挡板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连接杆A连接，所述子猪舍中间位置铺设有漏

粪板A，所述子猪舍靠近所述挡板位置铺设有漏粪板B；

[0008] 本发明的具体特点还有：

[0009] 所述冲洗间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两侧分别搭设在两侧所述猪舍基座上，所述底板

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外挡板和内挡板，所述外挡板与所述子猪舍侧面的所述挡板齐平，所

述外挡板内侧和所述内挡板内侧盘绕设置有冲洗管,所述冲洗管由所述外挡板进入所述冲

洗间，分别固定在所述内挡板和所述外挡板上，所述外挡板外侧设置有与所述冲洗管连接

的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一侧设置有与所述电磁阀连接的控制器，所述外挡板内侧设置有传

感器，所述冲洗管上设置有若干喷头，所述底板由两块倾斜的方板和弧形板连接组成，所述

方板分别连接在所述弧形板两侧，所述底板上方所述外挡板和所述内挡板之间设置有漏水

板，所述内挡板上对应所述弧形板位置设置有排水管，所述冲洗间冲洗过后的水沿排水管

流入所述储水桶中，两侧所述冲洗间之间设置有储水桶，两侧所述排水管接入所述储水桶

中。

[0010] 当猪进入所述冲洗间中并经过所述传感器时，所述传感器将电信号传递给所述控

制器，所述控制器将电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传递给所述电磁阀，所述电磁阀打开，所述冲洗

管出水，进行猪身的冲洗，冲洗时间到后，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电磁阀关闭，切断所述冲水

管中的水。

[0011] 所述冲洗间前后两侧所述外挡板和所述内挡板之间设置有转门，所述转门包括转

轴和门板，所述转轴两端分别固定在所述外挡板和所述内挡板上，所述门板两侧设置有插

销，所述外挡板内侧设置有配合两侧所述插销使用的挡块。

[0012] 所述子猪舍上还设置有赶猪机构，所述赶猪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猪舍基座上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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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撑杆和赶猪板，所述猪舍基座前后两侧设置有一对所述固定撑杆，所述固定撑杆包括设

置在所述猪舍基座左右两侧的竖杆，两侧所述竖杆上设置有横杆，两侧所述横杆上均设置

有滑动机构，所述滑动机构包括一对V形架，所述V形架底部通过连接板连接，所述V形架顶

部设置有一对贴近所述横杆表面的滑轮，两侧所述滑动机构的连接板之间设置有连接杆B，

所述连接杆B两端分别固定在两侧所述连接板上，所述连接杆B上设置有所述赶猪板，所述

赶猪板依靠所述滑道机构可以在在所述横杆上活动。

[0013] 所述漏粪板下方所述基座内侧设置有倾斜的导粪板，沿所述导粪板倾斜方向，位

于所述导粪板较低一侧设置有排粪口，所述排粪口一侧所述厂房地面上设置有排污沟。

[0014] 所述储水桶一侧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上设置有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一

端连接在所述水泵上，所述进水管另一端设置在所述储水桶底部，所述猪舍基座远离所述

排粪口一侧内侧设置有冲粪管，所述冲粪管一端设置在所述猪舍基座内侧，所述冲粪管另

一端连接在所述水泵的所述出水管上，利用水将储水桶中收集的水对导粪板进行清洗。

[0015] 所述子猪舍内还设置有料槽和饮水器。

[0016] 所述漏粪板A和所述漏粪板B上均开设有若干漏粪孔，所述漏粪板A的漏粪孔孔径

小于所述漏粪板B的漏粪孔孔径，猪有靠近护栏排便的习性，所述漏粪板漏粪口较大便于漏

下粪便，所述漏粪板A位于猪舍中间位置，所述漏粪板A漏粪孔较小，防止卡伤猪脚。

[0017] 需要对猪舍内的猪进行清洗时，先将所述清洗间两侧的所述插销分别插死，使两

侧转门只能沿猪清洗过程中的运动方向转动，然后将两侧子猪舍的赶猪板从相对两侧推

动，将猪驱分别赶入两侧所述冲洗间中，一侧子猪舍内的猪清洗完后会进入另一侧所述子

猪舍，依次清洗，使一侧子猪舍内的猪全部清洗完后进入另一侧所述子猪舍，将转门固定插

死，完成清洗工作，然后利用水泵将收集的废水对所述导粪板进行清。：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能够便捷、有序的对猪身体进行清洗、降温，节省了大量的

人力。

附图说明

[0019] 图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子猪舍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 为图2中A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4 为图2中B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5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冲洗间省略内挡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 为图5中C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7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冲洗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 为7中D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9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冲洗间、储水桶和水泵配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0 为9中E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9] 图11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子猪舍和储水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2 为11中F部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13 为11中G部的局部放大图。

[0032] 其中，附图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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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猪舍；

[0034] 2、子猪舍；201、猪舍基座；202、挡板；203、连接杆B；204、料槽；205、饮水器；206、排

粪口；207、竖杆；208、横杆；209、赶猪板；210、漏粪板B；211、漏粪板A；212、V形架；213、滑轮；

214、连接板；215、连接杆B；216、猪舍门；217、导粪板；218、冲粪管；219、排水管；

[0035] 3、冲洗间；301、外挡板；302、内挡板；303、漏水板；304、方板；305、弧形板；306、冲

洗管；307、转门；308、插销；309、挡块；310、转轴；311、传感器；312、电磁阀；313、控制器；

[0036] 4、储水桶；5、循环水泵；501、进水管；502、出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方案进行阐述。

[0038] 参见图1，一种便捷消毒、冲洗猪身的猪舍，包括设置在厂房中的若干猪舍（1）；

[0039] 参见图1猪舍由两个等大的子猪舍（2）组成，子猪舍（2）之间通过两处冲洗间（3）连

通；

[0040] 参见图1-4，子猪舍（2）包括设置在厂房地面上的猪舍基座（201），猪舍基座（201）

上设置有若干挡板（202）和猪舍门（216），挡板（202）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连接杆A（203）连

接，子猪舍（2）中间位置铺设有漏粪板A，子猪舍（2）靠近挡板（202）位置铺设有漏粪板A

（211）（210）；

[0041] 参见图5-10，冲洗间（3）包括底板，底板两侧分别搭设在两侧猪舍基座（201）上，底

板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外挡板（301）和内挡板（302），外挡板（301）与子猪舍（2）侧面的挡板

（202）齐平，外挡板（301）内侧和内挡板（302）内侧盘绕设置有冲洗管（306）,冲洗管（306）由

外挡板（301）进入冲洗间（3），分别固定在内挡板（302）和外挡板（301）上，外挡板（301）外侧

设置有与冲洗管（306）连接的电磁阀（312），电磁阀（312）一侧设置有与电磁阀（312）连接的

控制器（313），外挡板（301）内侧设置有传感器（311），冲洗管（306）上设置有若干喷头，底板

由两块倾斜的方板（304）和弧形板（305）连接组成，方板（304）分别连接在弧形板（305）两

侧，底板上方外挡板（301）和内挡板（302）之间设置有漏水板（303），内挡板（302）上对应弧

形板（305）位置设置有排水管（219），冲洗间（3）冲洗过后的水沿排水管（219）流入储水桶

（4）中，两侧冲洗间（3）之间设置有储水桶（4），两侧排水管（219）接入储水桶（4）中。

[0042] 参见图5-10，当猪进入冲洗间（3）中并经过传感器（311）时，传感器（311）将电信号

传递给控制器（313），控制器（313）将电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传递给电磁阀（312），电磁阀

（312）打开，冲洗管（306）出水，进行猪身的冲洗，冲洗时间到后，控制器（313）控制电磁阀

（312）关闭，切断冲水管中的水。

[0043] 参见图5-10，冲洗间（3）前后两侧外挡板（301）和内挡板（302）之间设置有转门

（307），转门（307）包括转轴（310）和门板，转轴（310）两端分别固定在外挡板（301）和内挡板

（302）上，门板两侧设置有插销（308），外挡板（301）内侧设置有配合两侧插销（308）使用的

挡块（309）。

[0044] 参见图2和3，子猪舍（2）上还设置有赶猪机构，赶猪机构包括设置在猪舍基座

（201）上的固定撑杆和赶猪板（209），猪舍基座（201）前后两侧设置有一对固定撑杆，固定撑

杆包括设置在猪舍基座（201）左右两侧的竖杆（207），两侧竖杆（207）上设置有横杆（208），

两侧横杆（208）上均设置有滑动机构，滑动机构包括一对V形架（212），V形架（212）底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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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板（214）连接，V形架（212）顶部设置有一对贴近横杆（208）表面的滑轮（213），两侧滑动

机构的连接板（214）之间设置有连接杆B（215）（203），连接杆B（215）（203）两端分别固定在

两侧连接板（214）上，连接杆B（215）（203）上设置有赶猪板（209），赶猪板（209）依靠滑道机

构可以在在横杆（208）上活动。

[0045] 参见图11，漏粪板下方基座内侧设置有倾斜的导粪板（217），沿导粪板（217）倾斜

方向，位于导粪板（217）较低一侧设置有排粪口（206），排粪口（206）一侧厂房地面上设置有

排污沟。

[0046] 参见图8-13，储水桶（4）一侧设置有水泵，水泵上设置有进水管（501）和出水管

（502），进水管（501）一端连接在水泵上，进水管（501）另一端设置在储水桶（4）底部，猪舍基

座（201）远离排粪口（206）一侧内侧设置有冲粪管（218），冲粪管（218）一端设置在猪舍基座

（201）内侧，冲粪管（218）另一端连接在水泵的出水管（502）上，利用水将储水桶（4）中收集

的水对导粪板（217）进行清洗。

[0047] 参见图2，子猪舍（2）内还设置有料槽（204）和饮水器（205）。

[0048] 参见图2和4，漏粪板A和漏粪板A（211）（210）上均开设有若干漏粪孔，漏粪板A的漏

粪孔孔径小于漏粪板A（211）（210）的漏粪孔孔径，猪有靠近护栏排便的习性，漏粪板漏粪口

较大便于漏下粪便，漏粪板A位于猪舍中间位置，漏粪板A漏粪孔较小，防止卡伤猪脚。

[0049] 参见图1-13，需要对猪舍内的猪进行清洗时，先将清洗间两侧的插销（308）分别插

死，使两侧转门（307）只能沿猪清洗过程中的运动方向转动，然后将两侧子猪舍（2）的赶猪

板（209）从相对两侧推动，将猪驱分别赶入两侧冲洗间（3）中，一侧子猪舍（2）内的猪清洗完

后会进入另一侧子猪舍（2），依次清洗，使一侧子猪舍（2）内的猪全部清洗完后进入另一侧

子猪舍（2），将转门（307）固定插死，完成清洗工作，然后利用水泵将收集的废水对导粪板

（217）进行清洗。

[0050] 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当然，

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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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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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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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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