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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动物养殖房舍技术领域，公

开了动物养殖用楼房，包括建设的用于养殖动物

的养殖楼体和旧房改造的用于养殖动物的养殖

楼体；养殖楼体包括多层养殖楼层，多层养殖楼

层的底部均设有支粪沟和与支粪沟相隔离的风

道，风道的一端与养殖楼体外部连通，风道的另

一端与养殖楼层的上部连通。采用本实用新型能

够解决现有的动物养殖房舍通风换气效果差，不

理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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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包括建设的用于养殖动物的养殖楼体和旧房改造的

用于养殖动物的养殖楼体；养殖楼体包括多层养殖楼层，多层养殖楼层的底部均设有支粪

沟和与支粪沟相隔离的风道，风道的一端与养殖楼体外部连通，风道的另一端与养殖楼层

的上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设置于支粪沟的两

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楼体的顶部设有出风

口，养殖楼体的侧部设有进风口，进风口与风道的一端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与支粪沟之间设有隔

层，风道与支粪沟之间通过隔层隔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隔层下部为混凝土层，上

部为金属层。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多层养殖楼层的最底

层设有主粪沟，主粪沟与支粪沟相通，且主粪沟连通有集粪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粪沟的端部设有下粪

口，下粪口与主粪沟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与养殖楼层的上部连

通处设有湿帘。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楼体至少有四层。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动物养殖用楼房，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口处设有湿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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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养殖用楼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动物养殖房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动物养殖用楼房。

背景技术

[0002] 在动物的养殖行业中，为了保证动物在不同阶段的正常健康生长，通常需要对动

物进行分类养殖。现目前的养殖方式通常为平层分别养殖，即采用平层结构的方式，建设多

个养殖场地对不同类型的动物分别进行养殖，此种养殖方式占地面积较大，浪费了土地资

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养殖场采用楼房式结构将动物分楼层进行养殖，此种楼房结构

一般为新建设的楼房或在平层基础上改造建成的楼房，能够适应于对不同类型动物的养

殖，但是此种结构的房舍在养殖过程中，各楼层的通风换气通常仅仅是依靠窗户或排风扇

进行，如此，造成养殖舍内味道较大，通风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意在提供动物养殖用楼房，以解决现有的动物养殖房舍通风换气效果

差，不理想的问题。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动物养殖用楼房，包括建设的用

于养殖动物的养殖楼体和旧房改造的用于养殖动物的养殖楼体；养殖楼体包括多层养殖楼

层，多层养殖楼层的底部均设有支粪沟和与支粪沟相隔离的风道，风道的一端与养殖楼体

外部连通，风道的另一端与养殖楼层的上部连通。

[0005] 本方案的原理及优点是：采用楼房式的结构对动物进行养殖，相比现有的不断扩

充平层结构对不同类型的动物分别进行养殖，能够实现养殖活动的集约化，既能够便于对

动物进行分区养殖，又能够便于对动物的统一集中管理，使养殖活动更加便捷集中，同时实

现对养殖区的合理规划，减少占用的土地面积，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养殖楼体的每层均

设置支粪沟和风道，支粪沟用于排出动物产生的排泄物，以保持养殖环境的洁净，避免造成

环境污染的问题。风道能够用于为养殖楼层通风，养殖楼体外部的气流经由风道进入养殖

楼层上部而对养殖楼层进行通风换气，能够促使养殖楼层内的浊气快速排出，保持养殖环

境的卫生。同时支粪沟和风道将相邻养殖楼层之间隔离，使得相邻养殖楼层之间的热传导

作用降低，由此保证各楼层的温度适宜高楼层动物的生长。且支粪沟内的排泄物所具有的

热量，能够向风道内传到，从而对流经风道的气流进行调温，以保证冬季进入室内的气流温

暖，避免动物受凉生病。

[0006]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风道设置于支粪沟的两侧。如此，能够增大气流与支粪沟

的接触面积，使得冬季时，外界的冷空气经由风道进入养殖层时，在风道内与粪沟之间发生

全面充分的热交换，利用排泄物中的热量令空气升温而变得温暖，避免冷空气直接进入养

殖层内而引起动物感冒生病。

[0007]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养殖楼体的顶部设有出风口，养殖楼体的侧部设有进风

口，进风口与风道的一端连通。出风口用于养殖楼体同一集中排出浊气，进风口用以向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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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进气，由此使得养殖楼体内的气流进行单向循环，相比现有的采用窗户直接排风，能够

保证气流的有序进入和有序排出，既使得养殖楼体内的空气得以有效更换，保证了养殖楼

体的通风排气效果，又能够利于养殖楼体内保温，利于动物的生长。

[0008]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风道与支粪沟之间设有隔层，风道与支粪沟之间通过隔层

隔离。隔层用以将支粪沟与风道分隔，保证由风道吹入养殖楼层上部的空气洁净卫生，利于

保持养殖楼层的通风换气效果。

[0009]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隔层下部为混凝土层，上部为金属层。隔层下部采用混凝

土层，能够保证隔层结构的稳定性，上部采用金属结构，能够增强风道与支粪沟之前的热传

导效果，从而实现对支粪沟所释放热量的充分有效利用。

[0010]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多层养殖楼层的最底层设有主粪沟，主粪沟与支粪沟相

通，且主粪沟连通有集粪池。主粪沟用于汇聚各楼层支粪沟中排出的排泄物，将排泄物引入

集粪池内，以便于利用排泄物进行发酵而获取更多的能源，对排泄物进行充分利用，实现物

尽其用，绿色养殖，并降低养殖成本。

[0011]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支粪沟的端部设有下粪口，下粪口与主粪沟连通。下粪口

作为支粪沟与主粪沟之间的连接渠道，使得支粪沟内的排泄物能够有效排出至主粪沟内，

以保证支粪沟的清洁，进而利于保持养殖层的卫生洁净，避免排泄物在支粪沟内长期堆积

而产生有害的大量细菌，进而对养殖层的环境造成污染。

[0012]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风道与养殖楼层的上部连通处设有湿帘。夏季时，空气经

由风道流动至湿帘处，并穿过湿帘进入养殖层内，过程中，利用湿帘对进入养殖层内的空气

的温度进行调节，使养殖层内凉爽而利于动物的生长。

[0013]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养殖楼体至少有四层。如此，能够适应于培育、保育、生产、

配种妊娠四种养殖活动的分别同时进行和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利于养殖

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

[0014]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出风口处也设有湿帘。利用湿帘对出风口排出的气体进行

降温和除臭，以避免排出的浊气对环境造成污染，达到绿色环保养殖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外部结构图。

[0016] 图2为图1中A-A向的剖视图。

[0017] 图3和图4均为本实施例中第一至六层各楼层的俯视结构分布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负一层夹层的俯视结构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0]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养殖楼体1、湿帘2、养殖层3、支粪沟4、风道5、下粪

口6、隔层7、隔墙8、主粪沟9、调温室10。

[0021] 实施例如图1所示：动物养殖用楼房，包括用于养殖动物的养殖楼体1，养殖楼体1

为新建造或旧房改造建成。养殖楼体1的顶部设有出风口，养殖楼体1的侧部设有进风口，养

殖楼体1包括七层养殖楼层，分别为负一层、第一层至第六层。结合图2和图3所示，养殖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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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每层楼层均设有地道层和养殖层3，养殖层3位于地道层的上方，地道层位于养殖楼层的

底部，且地道层内均设有多条支粪沟4，相邻支粪沟4之间均设有两条与进风口连通的风道

5，如此，使得风道5位于支粪沟4的两侧，风道5的一端与进风口连通，风道5的另一端与养殖

楼层的上部的养殖层3连通。风道5与支粪沟4之间设有隔层7，风道5与支粪沟4之间通过隔

层7隔离，隔层7下部为混凝土层，上部为金属层，本实施例中所使用的金属为不锈钢。两条

风道5之间设有隔墙8。结合图3和图5所示，养殖楼体1的负一层设有主粪沟9，主粪沟9连通

有集粪池。支粪沟4的端部均设有与主粪沟9相通的下粪口6。结合图4所示，养殖楼体1的各

楼层均设有调温室10，调温室10位于风道5与养殖层3的连通处，调温室10内设有湿帘2，且

调温室10与养殖层3之间、调温室10与风道5之间均连通。出风口处也设有湿帘2。

[0022] 本实施例中，实际应用时，负一层用于对第一至六层中各动物产生的排泄物进行

堆放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加工，以给养殖活动提供需要的能源，实现对排泄物的充分利用。第

一至六层分别用于养殖不同类型的动物，以实现动物的集中养殖管理和对不同类型的动物

进行有效分隔，减少了对土地的占用和浪费。本实施例中，以养猪为例进行说明。第一层和

第二层作为培育室，第三层作为保育室，第四层作为产房，第五层和第六层作为配种妊娠

室，各楼层对应养殖不同类型的动物，以将各类型和生长程度不同的动物进行有效分隔，减

小相互之间的干扰和避免相互攻击伤害。同时便于养殖人员对动物的集中管理，提高养殖

工作的效率。动物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由养殖层3落入下方的支粪沟4内，以保持养

殖层3的洁净，避免细菌滋生而影响动物的生长。排泄物在外力作用下，如水的冲力或刮板

的推力作用下由下粪口6落下，并经由下一层的下粪口6排至最底层的主粪沟9内，而后沿主

粪沟9进入集粪池内而被收集，以便于后期集中发酵处理，并从中获取所需的能源。每层养

殖楼层均设置支粪沟4和风道5，使得动物产生的排泄物得以及时排出，以保持养殖层3内的

环境卫生，同时利用风道5增强养殖层3的通风排气效果，既保证了养殖层3内的空气洁净，

又使得养殖层3的环境得以保持，利于动物的生长。气流统一经由进气口进入养殖楼体1内，

并最终经由出气口统一排出，实现了气流循环的单向有序化，从而保证了养殖楼体1中每层

楼层的通风换气效率和效果，保持养殖环境适于动物的生长。且相邻养殖层3之间被地道层

分隔，减小了上下相邻两层养殖层3之间的温度干扰，从而利于各养殖层3对温度的单独调

节使用，便于为不同类型的动物营造有利的生长环境。

[0023] 夏季时，外界空气温度较高，当气流经由进风口进入风道5内，并沿风道5进入调温

室10内后，穿过湿帘2，被湿帘2上的水气冷却后，进入到养殖层3内，从而保证养殖层3内的

凉爽并保证空气的流通效果，利于动物的健康生长。冬季时，外界温度较低，当气流经由进

气口进入风道5内后，支粪沟4内的排泄物所携带的热量经由隔层7传递至风道5内的气流

中，对气流进行加热，以使进入养殖层3内的气流温暖，防止动物着凉。隔层7的下部为混凝

土材料，能够保证隔层7的结构稳定，上部采用金属材料制成，能够增强支粪沟4与风道5之

间的热交换效果，以实现对排泄物中热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绿色环保养殖。支粪沟4两侧均

设有风道5，增大了气流与支粪沟4之间发生热交换的面积，增强空气的热传导效果，以保证

对排泄物中热量的充分利用。

[002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或特性等

常识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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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会影响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

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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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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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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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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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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