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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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81960.3

(22)申请日 2017.04.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2764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1

(73)专利权人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66102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

路592-26号3号楼4楼

(72)发明人 黄河　李鑫　唐婷婷　

(51)Int.Cl.

A01K 1/03(2006.01)

A01K 1/00(2006.01)

A01K 3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750688 U,2011.02.23

JP 2007218581 A,2007.08.30

审查员 梁韬

 

(54)发明名称

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

殖舍。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将从地面以

下L型导风管中的冷风新鲜空气与畜禽养殖舍上

层的空气或者根据畜禽养殖舍所需要的温度从

暖风进风口进入的暖风进行预混合，并通过中央

分流板与侧导风板构成的气流预混合通道将预

混合后的气体均匀向畜禽养殖舍底部排入，能够

很好地将沉于畜禽养殖舍下方的污浊空气通过

地板的通孔进入地下排风仓，再经过地下排风仓

排风管下端内的风机将污浊空气排入氨气溶解

槽中；此外，本发明侧墙上的湿帘，能够满足夏季

等室外温度较高时对畜禽养殖舍降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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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包括由山墙，侧墙（2），屋顶（3）和地板（4）构成的

畜禽养殖舍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畜禽养殖舍本体的两相对的侧墙（2）上段分别设有暖风

进风口（21）和冷风进风口（22），所述冷风进风口（22）处设有L型导风管（23），所述L型导风

管（23）的竖直段管道位于所述侧墙（2）一侧，其横向段管道置于地板以下，且在所述L型导

风管（23）的进风口处设有风机（24）；

在所述暖风进风口（21）和冷风进风口（22）下方的所述侧墙（2）内侧面上各设有一个侧

导风板（25），所述侧导风板（25）上方的所述屋顶（3）上设有中央分流板（26），所述中央分流

板（26）与每个所述侧导风板（25）构成气流预混合通道；

在所述畜禽养殖舍本体地面以下开设有与所述地板（4）相连通的地下排风仓（5），所述

地下排风仓（5）的排风口处设有排风机（6），所述地下排风仓（5）一侧设有氨气溶解槽（7）；

所述地板（4）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与所述地下排风仓（5）连通的通孔，所述地下排风仓

（5）顶面设有若干个排风孔，所述排风孔连接有排风管，所述排风管下端内设有风机；

在所述山墙（1）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进风小窗；位于所述侧导风板（25）下方所述侧墙

上设置有若干个湿帘（8），所述湿帘（8）的外侧或内侧设有保温帘（9），在所述湿帘（8）窗框

上设有驱动所述保温帘（9）的牵拉机构;

所述牵拉机构包括位于所述湿帘（8）窗框上的两相对峙的侧板（13），分别设置在所述

侧板（13）同一端部的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贯穿所述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上

的旋转轴（16），位于所述支撑板A（14）外侧的动力驱动机构，以及设置在所述支撑板A（14）

和支撑板B（15）端 面上的联动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暖风进风口

（21）处连接暖风进气管（10），在所述暖风进气管（10）内设有抽风机（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分流板

（26）的中部为凸弧曲面，在所述中央分流板（26）的顶面等间距布置若干个暖水管（12），所

述暖水管（12）内循环流通有热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导风板（25）

为异形板，其底面为凹弧曲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排风仓

（5）的底面远离所述排风管一侧向下倾斜，且远离所述排风管一侧所述地下排风仓（5）一侧

设置有若干个污水排水管（51），靠近所述污水排水管（51）的出水端置于所述氨气溶解槽

（7）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

设置在所述支撑板A（14）上的主动驱动轮（161），输出轴与所述主动驱动轮（161）中心转轴

相连接的减速电机（171），设置在所述主动驱动轮（161）圆心外侧的偏心块（18），与所述偏

心块（18）相配合的U型插件（19），铰接在所述U型插件（19）底部的限位播杆（20），连接在所

述旋转轴（16）一端部的限位齿轮（32），所述限位齿轮（32）与所述限位播杆（20）相互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机构包括

分别设置在所述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上的第一连接板（141）和第二连接板（151），一

端铰接所述第一连接板（141）上的主动连杆A（142），所述主动连杆A（142）的另一端铰接有

从动连杆A（143），所述从动连杆A（143）的底端连接于跨接在所述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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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之间的联杆（27）上，所述联杆（27）的两端各设有导向轮（17），所述导向轮（17）分别置

于所述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内侧面的滑道（1415）内；

所述联动机构还包括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二连接板（151）上的从动连杆B（30），所述从动

连杆B（30）的另一端铰接有从动连杆C（31），所述从动连杆C（31）的底端铰接在所述联杆

（27）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所述联杆（27）一侧

面开设有固定所述保温帘（9）底端的夹紧槽，所述保温帘（9）的顶部连接在所述旋转轴（16）

上。

9.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屋

顶（3）内侧面设有若干个紫外线灯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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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畜禽养殖舍，尤其涉及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

背景技术

[0002] 畜禽养殖舍内环境（包括温湿度、氨气浓度、细菌病毒含量等）控制是畜禽健康饲

养的关键技术。我国大部分地区因受季节性沙尘天气影响，地域阶段性空气污染相当严重，

畜禽直接吸入这些未经处理的气体后，极易引起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相对

湿度较低，使粉尘危害更加严重，造成畜禽的呼吸道病时有发生。

[0003] 另外，温差剧烈变化或长时间高温，也会引起畜禽的生产性能下降，从而引发传染

病。因此，在夏季为了保证养殖舍内舒适的温度，防止舍内氨气浓度超标，刺激畜禽呼吸道，

造成畜禽呼吸道疾病增加，对病原抵抗力下降，导致畜禽患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现在多数的

鸡舍采用内嵌式湿帘，湿帘镶嵌在鸡舍的侧墙内，湿帘外表面仅设置有简易的防尘帘或保

温帘，当室外温度过高时，室外的高温空气很容易透过湿帘进入鸡舍，造成鸡舍的温度过

高，外界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无法根据鸡舍实际情况进行调节和控制，导致鸡舍整体通风效

果不好，影响鸡只的健康状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进风风速均匀、污浊气体易排出且进风温度、湿度可

调且能够满足夏季通风和降温双重效果的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

[0005]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措施实现的：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包括由山墙，侧

墙，屋顶和地板构成的畜禽养殖舍本体，其中，所述畜禽养殖舍本体的两相对的侧墙上段分

别设有暖风进风口和冷风进风口，所述冷风进风口处设有L型导风管，所述L型导风管的竖

直段管道位于所述侧墙一侧，其横向段管道置于地板以下，且在所述L型导风管的进风口处

设有风机；在所述L型导风管的竖直段管道内还设有引风机。

[0006] 在所述暖风进风口和冷风进风口下方的所述侧墙内侧面上各设有一个侧导风板，

所述侧导风板上方的所述屋顶上设有中央分流板，所述中央分流板与每个所述侧导风板构

成气流预混合通道；

[0007] 在所述畜禽养殖舍本体地面以下开设有与所述地板相连通的地下排风仓，所述地

下排风仓的排风口处设有排风机，所述地下排风仓一侧设有氨气溶解槽；

[0008] 所述地板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与所述地下排风仓连通的通孔，所述地下排风仓顶

面设有若干个排风孔，所述排风孔连接有排风管，所述排风管下端内设有风机；

[0009] 在所述山墙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进风小窗；位于所述侧导风板下方所述侧墙上设

置有若干个湿帘，所述湿帘的外侧或内侧设有保温帘，在所述湿帘窗框上设有驱动所述保

温帘的牵拉机构。

[0010] 所述暖风进风口处连接暖风进气管，在所述暖风进气管内设有抽风机。

[0011] 所述中央分流板的中部为凸弧曲面，在所述中央分流板的顶面等间距布置若干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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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水管，所述暖水管内循环流通有热水。

[0012] 所述侧导风板为异形板，其底面为凹弧曲面。

[0013] 所述地下排风仓的底面远离所述排风管一侧向下倾斜，且远离所述排风管一侧所

述地下排风仓一侧设置有若干个污水排水管，靠近所述污水排水管的出水端置于所述氨气

溶解槽内。

[0014] 所述牵拉机构包括位于所述湿帘窗框上的两相对峙的侧板，分别设置在所述侧板

同一端部的支撑板A和支撑板B，贯穿所述支撑板A和支撑板B上的旋转轴，位于所述支撑板A

外侧的动力驱动机构，以及设置在所述支撑板A和支撑板B断面上的联动机构。

[0015]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支撑板A上的主动驱动轮，输出轴与所述主动驱动

轮中心转轴相连接的减速电机，设置在所述主动驱动轮圆心外侧的偏心块，与所述偏心块

相配合的U型插件，铰接在所述U型插件底部的限位播杆，连接在所述旋转轴一端部的限位

齿轮，所述限位齿轮与所述限位播杆相互啮合。

[0016] 所述联动机构包括分别设置在所述支撑板A和支撑板B上的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

接板，一端铰接所述第一连接板上的主动连杆A，所述主动连杆A的另一端铰接有从动连杆

A，所述从动连杆A的底端连接于跨接在所述支撑板A和支撑板B之间的联杆上，所述联杆的

两端各设有导向轮，所述导向轮分别置于所述支撑板A和支撑板B内侧面的滑道内；

[0017] 所述联动机构还包括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二连接板上的从动连杆B，所述从动连杆B

的另一端铰接有从动连杆C，所述从动连杆C的底端铰接在所述联杆上。

[0018] 所述联杆一侧面开设有固定所述保温帘底端的夹紧槽，所述保温帘的顶部连接在

所述旋转轴上。

[0019] 在所述屋顶内侧面设有若干个紫外线灯管。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将从地面以下L型导风管中的冷风新鲜空气与畜禽

养殖舍上层的空气或者根据畜禽养殖舍所需要的温度从暖风进风口进入的暖风进行预混

合，并通过中央分流板与侧导风板构成的气流预混合通道将预混合后的气体均匀向畜禽养

殖舍底部排入，能够很好地将沉于畜禽养殖舍下方的污浊空气通过地板的通孔进入地下排

风仓，再经过地下排风仓排风管下端内的风机将污浊空气排入氨气溶解槽中，畜禽养殖舍

内空气整体更换均匀，同时畜禽养殖舍上方还设置有暖水管和/或紫外线灯管，暖水管能够

根据需要提供热源对预混合仓内的空气进行二次升温，紫外线灯管能够根据需要将室内空

气进行杀菌消毒；室外新鲜空气经湿帘进入畜禽养殖舍上部的与气流预混合通道的气体均

匀混合，并根据需要通过暖水管或暖风进气管对预混合通道内的空气进行升温或降温，从

而实现了畜禽养殖舍内空气整体更换；此外，本发明侧墙上的湿帘，能够满足夏季等室外温

度较高时对畜禽养殖舍降温的需求，同时设置有保温帘，保温帘外侧设置的主动连杆A，从

动连杆A，联杆，从动连杆B，从动连杆C防止刮风保温帘掀起大量风进入畜禽养殖舍内，牵拉

机构控制保温帘的升降高度，根据畜禽养殖舍内温度和风量的需要调节保温帘的高度，能

在冬季等室外温度较低时对鸡舍起到保温的作用，对湿帘本体起到防尘的作用；其中，本发

明是将湿帘本体设置在侧墙上，夏季湿帘正常工作时能够对畜禽养殖舍进行正常的通风降

温，当冬季来临时，可根据室外实际温度对畜禽养殖舍采取隔温，将湿帘本体两侧的保温帘

拉下即可避免室外冷空气进入畜禽养殖舍内，起到保温的效果。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7027640 B

5



附图说明

[0021] 图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牵拉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牵拉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2的主视图。

[0025] 图5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牵拉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其中，附图标记为：2、侧墙；3、屋顶；4、地板；21、暖风进风口；22、冷风进风口；23、L

型导风管；24、风机；25、侧导风板；26、中央分流板；5、地下排风仓；51、污水排水管；6、排风

机；7、氨气溶解槽；8、湿帘；9、保温帘；10、暖风进气管；11、抽风机；12、暖水管；13、侧板；14、

支撑板A；15、支撑板B；16、旋转轴；171、减速电机；161、主动驱动轮；18、偏心块；19、U型插

件；20、限位播杆；141、第一连接板；151、第二连接板；142、主动连杆A；143、从动连杆A；

1415、滑道；27、联杆；28、紫外线灯管；29、引风机；30、从动连杆B；31、从动连杆C；32、限位齿

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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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参见图1至图6，本发明是一种地下通风降温式畜禽养殖舍，包括由山墙，侧墙2，屋

顶3和地板4构成的畜禽养殖舍本体，其中，畜禽养殖舍本体的两相对的侧墙2上段分别设有

暖风进风口21和冷风进风口22，冷风进风口22处设有L型导风管23，L型导风管23的竖直段

管道位于侧墙2一侧，其横向段管道置于底面以下，且在L型导风管23的进风口处设有风机

24；在L型导风管23的竖直段管道内还设有引风机29。

[0030] 在暖风进风口21和冷风进风口22下方的侧墙2内侧面上各设有一个侧导风板25，

侧导风板25上方的屋顶3上设有中央分流板26，中央分流板26与每个侧导风板25构成气流

预混合通道；

[0031] 在畜禽养殖舍本体地面以下开设有与地板4相连通的地下排风仓5，地下排风仓5

的排风口处设有排风机6，地下排风仓5一侧设有氨气溶解槽7；

[0032] 地板4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与地下排风仓5连通的通孔，地下排风仓5顶面设有若

干个排风孔，排风孔连接有排风管，排风管下端内设有风机；

[0033] 在山墙1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进风小窗；位于侧导风板25下方侧墙上设置有若干

个湿帘8，湿帘8的外侧或内侧设有保温帘9，在湿帘8窗框上设有驱动保温帘9的牵拉机构。

[0034] 暖风进风口21处连接暖风进气管10，在暖风进气管10内设有抽风机11。

[0035] 中央分流板26的中部为凸弧曲面，在中央分流板26的顶面等间距布置若干个暖水

管12，暖水管12内循环流通有热水。

[0036] 侧导风板25为异形板，其底面为凹弧曲面。

[0037] 地下排风仓5的底面远离排风管一侧向下倾斜，且远离排风管一侧地下排风仓5一

侧设置有若干个污水排水管51，靠近污水排水管51的出水端置于氨气溶解槽7内。

[0038] 牵拉机构包括位于湿帘8窗框上的两相对峙的侧板13，分别设置在侧板13同一端

部的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贯穿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上的旋转轴16，位于支撑板A1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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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动力驱动机构，以及设置在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断面上的联动机构。

[0039] 驱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支撑板A14上的主动驱动轮161，输出轴与主动驱动轮161中

心转轴相连接的减速电机171，设置在主动驱动轮161圆心外侧的偏心块18，与偏心块18相

配合的U型插件19，铰接在U型插件19底部的限位播杆20，连接在旋转轴16一端部的限位齿

轮32，限位齿轮32与限位播杆20相互啮合。

[0040] 联动机构包括分别设置在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上的第一连接板141和第二连接

板151，一端铰接第一连接板141上的主动连杆A142，主动连杆A142的另一端铰接有从动连

杆A143，从动连杆A143的底端连接于跨接在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之间的联杆27上，联杆

27的两端各设有导向轮17，导向轮17分别置于支撑板A14和支撑板B15内侧面的滑道1415

内；

[0041] 联动机构还包括一端铰接在第二连接板151上的从动连杆B30，从动连杆B30的另

一端铰接有从动连杆C31，从动连杆C31的底端铰接在联杆27上。

[0042] 联杆27一侧面开设有固定保温帘9底端的夹紧槽，保温帘9的顶部连接在旋转轴16

上。

[0043] 在屋顶3内侧面设有若干个紫外线灯管28。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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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