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45560.9

(22)申请日 2018.04.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63374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0.12

(73)专利权人 夏津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

地址 253000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苏留庄

镇郭寨林场

(72)发明人 宋之波　李鑫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智圆行方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企业) 37231

代理人 张玉琳

(51)Int.Cl.

A01K 1/00(2006.01)

A01K 1/01(2006.01)

A01K 1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EP 1226750 A2,2002.07.31

KR 20060122299 A,2006.11.30

CN 107593463 A,2018.01.19

CN 101779599 A,2010.07.21

JP H10150877 A,1998.06.09

CN 205492043 U,2016.08.24

CN 107711569 A,2018.02.23

CN 107135953 A,2017.09.08

CN 104920235 A,2015.09.23

审查员 李政道

 

(54)发明名称

一种猪舍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猪舍，属于家畜养殖领

域。其技术方案为：一种猪舍，包括具有门的圈舍

本体，所述圈舍本体内部两端一侧固定设置有丝

杠，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光轴，还包括矩形刮板，所

述刮板一端套接在所述光轴上，另一端套接在所

述丝杠上，所述丝杠上位于所述刮板一侧设置有

限位锥齿轮，所述限位锥齿轮与电机一通过锥齿

轮传动，所述电机一固定在所述刮板上，所述圈

舍本体外侧设置有通道，所述通道靠近所述圈舍

本体的侧壁两端设置有门，还包括设置在所述通

道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机构，设置在所述圈舍本

体上方的洒水结构，设置在所述刮板一侧的清扫

机构。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结构简单，方便清理

猪的排泄物，并且能对猪进行简单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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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猪舍，包括具有门的圈舍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圈舍本体内部两端一侧固定设

置有丝杠，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光轴，还包括矩形刮板，所述刮板一端套接在所述光轴上，另

一端套接在所述丝杠上，所述丝杠上位于所述刮板一侧设置有限位锥齿轮，所述限位锥齿

轮外部设置有限位罩，所述限位罩与所述刮板固定连接，所述限位锥齿轮与电机一通过锥

齿轮传动，所述电机一固定在所述刮板上，所述圈舍本体外侧设置有通道，所述通道靠近所

述圈舍本体的侧壁两端设置有门；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通道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机构，设置在所述圈舍本体上方的洒水结

构，设置在所述刮板一侧的清扫机构；

所述洗猪机构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内部两侧分别设置有带有转轴的滚筒毛刷，所述任

意转轴通过电机二驱动，所述转轴之间通过链传动，所述电机二固定在所述机架上；

所述清扫机构包括清扫转轴，所述清扫转轴固定在所述刮板两端下方，所述清扫转轴

与电机一通过链传动，所述刮板上位于所述清扫转轴下方设置有扫盘转轴，所述扫盘转轴

与所述清扫转轴通过锥齿轮传动，所述扫盘转轴底部设置有清扫盘，所述刮板位于所述清

扫盘外侧设置有挡板；

所述挡板底部和所述刮板底部设置有缺口，所述清扫盘为椭圆形，所述清扫盘可伸出

所述缺口，所述缺口上方两端铰接有清理垫，所述清理垫为弹性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方设置有水箱，所述水箱

下方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水管，还包括增压水泵，所述增压水泵的进水口连接所述水箱，所

述增压水泵的出水口连接所述洗猪水管，所述洗猪水管与所述通道平行设置，所述洗猪水

管底部设置有喷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洒水结构包括洒水管，所述洒水

管水平设置在所述圈舍本体的上方，所述洒水管底部设置有喷嘴，所述洒水管连接水源。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洒水结构包括洒水管，所述洒水

管水平设置在所述圈舍本体的上方，所述洒水管底部设置有喷嘴，所述洒水管通过连接管

道与所述增压水泵出水口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道另一侧设置有所述圈舍本

体，所述通道侧壁两端均设置有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洒水管设置有控制阀。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猪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洗猪水管设置有电磁阀，所述机

架上设置有感应装置，所述电磁阀和所述感应装置连接有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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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猪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畜养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猪舍。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养猪业集约化和工厂化，猪舍的环境控制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养猪规模化

程度近年来不断加大，由于高密度的饲养，对于大型现代化养猪场而言，每一个猪舍均有很

多头猪，众多头猪集聚在一起，会产生很大热量以及粪便和尿液，会严重影响猪的生活、减

缓猪的生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闷热的空气更会导致猪群的热躁不安，发生热应激反

应，如不采取降温措施，改善环境温度和湿度，猪的健康就会受到侵害，生产性能大大降低，

从而影响养殖效益。因此，一到炎热的夏季，饲养人员一般会对圈舍进行泼水以降低圈舍内

的温度，另外猪一但感到热的话，会不断的出现玩饮水器情况，大大浪费了水资源，面临高

温的挑战，需要适时运用科学合理的措施，精心予以应对，避免养殖效益受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方便清理猪的排泄物，并且能对猪进行简

单清洗，以及具有洒水结构的猪舍。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措施实现的：一种猪舍，包括具有门的圈舍本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圈舍本体内部两端一侧固定设置有丝杠，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光轴，还包括矩形刮板，所

述刮板一端套接在所述光轴上，另一端套接在所述丝杠上，所述丝杠上位于所述刮板一侧

设置有限位锥齿轮，所述限位锥齿轮外部设置有限位罩，所述限位罩与所述刮板固定连接，

所述限位锥齿轮与电机一通过锥齿轮传动，所述电机一固定在所述刮板上，所述圈舍本体

外侧设置有通道，所述通道靠近所述圈舍本体的侧壁两端设置有门，所述电机一为带有减

速器可正反转的电机。

[0005]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通道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机构，设置在所述圈舍本体上方的洒

水结构，设置在所述刮板一侧的清扫机构。

[0006] 所述洗猪机构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内部两侧分别设置有带有转轴的滚筒毛刷，所

述任意转轴通过电机二驱动，所述转轴之间通过链传动，所述电机二固定在所述机架上。所

述机架内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所述滚筒毛刷，所述滚筒毛刷之间距离只能通过一头猪。

[0007] 所述机架上方设置有水箱，所述水箱下方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水管，还包括增压

水泵，所述增压水泵的进水口连接所述水箱，所述增压水泵的出水口连接所述洗猪水管，所

述洗猪水管与所述通道平行设置，所述洗猪水管底部设置有喷嘴，所述洗猪水管贯穿整个

机架。

[0008] 所述洒水结构包括洒水管，所述洒水管水平设置在所述圈舍的上方，所述洒水管

底部设置有喷嘴，所述洒水管连接水源，所述洒水管可根据所述圈舍本体的长度设置若干

个。

[0009] 所述清扫机构包括清扫转轴，所述清扫转轴固定在所述刮板两端下方，所述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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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与电机一通过链传动，所述刮板上位于所述清扫转轴下方设置有扫盘转轴，所述扫盘

转轴与所述清扫转轴通过锥齿轮传动，所述扫盘转轴底部设置有清扫盘，所述刮板位于所

述清扫盘外侧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可避免猪踩到所述清扫盘。

[0010] 所述挡板底部和所述刮板底部设置有缺口，所述清扫盘为椭圆形，所述清扫盘可

伸出所述缺口，所述缺口上方两端铰接有清理垫，所述清理垫为弹性材料。椭圆形的所述清

扫盘可以使两个所述清扫盘之间的间隙更小，并且也可以顶住所述清理垫，使粪便和杂物

一直保持一个方向。

[0011] 所述洒水结构包括洒水管，所述洒水管水平设置在所述圈舍的上方，所述洒水管

底部设置有喷嘴，所述洒水管通过连接管道与所述增压水泵出水口连接。

[0012] 所述通道另一侧设置有所述圈舍本体，所述通道侧壁两端均设置有门。所述通道

两侧均设置圈舍本体，使各种机构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节省了空间。

[0013] 所述洒水管设置有控制阀。

[0014] 所述洗猪水管设置有电磁阀，所述机架上设置有感应装置，所述电磁阀和所述感

应装置连接有控制器，可实现自动控制。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猪在猪舍内就可以对猪舍进行打扫，并且

还可以对猪进行简单的清洗，还可以对猪舍内部进行自动洒水降温，有效的节省了人力，效

果明显，保证了猪舍内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具体实施方式，需要对猪舍进行清理时，启动所

述电机一，所述电机一通过锥齿轮传动带动所述刮板移动，所述刮板将猪感到一侧，猪舍内

的空间越来越小，猪进入所述通道，到达所述机架时，所述感应装置发出信号，所述洗猪水

管的喷嘴开始向猪身上喷水，所述电机二带动所述滚筒毛刷转动对猪进行清洗，清洗完之

后猪通过所述通道另一端的门回到猪舍，通过链传动带动所述清扫盘对猪舍进行清理。

附图说明

[0016] 图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洗猪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图2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扫机构的结构局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图4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理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附图标记为：  1、圈舍本体；2、刮板；3、丝杠；4、洗猪机构；5、清扫机构；6、洒

水管；7、通道；11、猪舍门；21、限位罩；22、清扫传动链；23、扫盘主动锥齿轮；24、扫盘从动锥

齿轮；25、清扫转轴；26、清扫盘；27、电机一；28、清理垫；29、电机一锥齿轮；210、挡板；31、限

位锥齿轮；61、洒水管喷嘴；62、连接管；71、通道门；401、水箱；402、洗猪水管；403、洗猪水管

喷嘴；404、电机二；405、机架；406、传动链一；407、滚筒毛刷；408、传动链二；410、三通阀；

412、增压水泵；413、传动链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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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图1-图6，一种猪舍，包括具有门11的圈舍本体1，圈舍本体1内部两端一侧固定设置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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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3，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光轴，还包括矩形刮板2，刮板2一端套接在光轴上，另一端套接在丝

杠3上，丝杠3上位于刮板2一侧设置有限位锥齿轮，限位锥齿轮31外部设置有限位罩21，限

位罩21与刮板2固定连接，限位锥齿轮31与电机一27通过电机一锥齿轮29传动，电机一27固

定在刮板2上，圈舍本体1外侧设置有通道7，通道7靠近圈舍本体1的侧壁两端设置有门71。

[0024] 还包括设置在通道7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机构4，设置在圈舍本体1上方的洒水结

构，设置在刮板2一侧的清扫机构5。

[0025] 洗猪机构4包括机架405，机架405内部两侧分别设置有带有转轴的滚筒毛刷407，

任意转轴通过电机二404驱动，转轴之间通过链传动，电机二404固定在机架上。机架内部两

侧分别设置有两个滚筒毛刷407，通过传动链一406、传动链二408和传动链三413传动，滚筒

毛刷407之间距离只能通过一头猪。

[0026] 机架405上方设置有水箱401，水箱401下方中间位置设置有洗猪水管402，还包括

增压水泵412，增压水泵412的进水口连接水箱401，增压水泵412的出水口连接洗猪水管

402，洗猪水管402与通道7平行设置，洗猪水管402底部设置有洗猪水管喷嘴403，洗猪水管

402贯穿整个机架1。

[0027] 洒水结构包括洒水管6，洒水管6水平设置在圈舍本体1的上方，洒水管6底部设置

有洒水管喷嘴61，洒水管61连接水源，洒水管可根据圈舍本体1的长度设置若干个。

[0028] 清扫机构5包括清扫转轴25，清扫转轴25固定在刮板2两端下方，清扫转轴25与电

机一27通过清扫传动链22传动，刮板2上位于清扫转轴25下方设置有扫盘转轴，扫盘转轴与

清扫转轴25通过扫盘主动锥齿轮23和扫盘从动锥齿轮24传动，扫盘转轴25底部设置有清扫

盘26，刮板2位于清扫盘26外侧设置有挡板210，挡板可避免猪踩到清扫盘26。

[0029] 挡板210底部和刮板2底部设置有缺口，清扫盘26为椭圆形，清扫盘26可伸出缺口，

缺口上方两端铰接有清理垫28，清理垫28为弹性材料制成，椭圆形的清扫盘26可以使两个

清扫盘26之间的间隙更小，并且也可以顶住清理垫28，使粪便和杂物一直保持一个方向。

[0030] 洒水结构包括洒水管6，洒水管6水平设置在圈舍本体1的上方，洒水管6底部设置

有洒水管喷嘴61，洒水管6通过连接管道62和三通阀410与增压水泵412连接。

[0031] 通道7另一侧设置有圈舍本体1，通道7侧壁两端均设置有门71。通道7两侧均设置

圈舍本体1，使各种机构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节省了空间。

[0032] 洒水管6设置有控制阀。

[0033] 洗猪水管402设置有电磁阀，机架405上设置有感应装置，电磁阀和感应装置连接

有控制器，可实现自动控制。

[0034] 具体实施方式，需要对猪舍进行清理时，启动电机一27，电机一27通过锥齿轮传动

带动刮板2移动，电机一27通过链传动带动清扫盘26对猪舍进行清理，刮板2将猪感到一侧，

猪所在的空间越来越小，猪进入通道7，到达机架405时，感应装置发出信号，洗猪水管喷嘴

403开始向猪身上喷水，电机二404带动滚筒毛刷407转动对猪进行清洗，清洗完之后猪通过

通道7另一端的门回到清理干净的猪舍内。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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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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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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