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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
应激的猪栏系统，
它包括有围栏，
围栏其中一侧
设有进出口 ，
进出口两侧固定有立柱，
每条立柱
上活动铰接有一组长方形的侧栏，
侧栏长度方向
一端通过铰套铰接在立柱上，
侧栏另一端放置在
地面上形成移动端，
其中一组侧栏的移动端上铰
接有端部限位栏，
端部限位栏上铰接有栏栓，另
一组侧栏上设有挂板；
侧栏顶部设有前限位杆，
两条前限位杆顶部设有顶限位杆，
固定后的两条
顶限位杆之间设有头部限位区；
侧栏下部活动铰
接有猪仔限位杆。采用本方案后的结构合理、有
效保护猪仔的养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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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系统，
它包括有围栏（1），
其特征在于：
围
栏（1）其中一侧设有进出口，
进出口两侧的围栏（1）内侧壁上竖直固定有立柱（2），
每条立柱
（2）上活动铰接有一组长方形的侧栏（3），
侧栏（3）长度方向一端通过铰套铰接在立柱（2）
上，
侧栏（3）另一端放置在地面上形成移动端，
其中一组侧栏（3）的移动端上铰接有端部限
位栏（4），
端部限位栏（4）上铰接有栏栓（5），
另一组侧栏（3）上设有与有栏栓（5）相配合的挂
板（6）；侧栏（3）顶部设有前限位杆（7），
两条前限位杆（7）顶部设有相对倾斜的顶限位杆
（8），
固定后的两条顶限位杆（8）之间形成上小下大的头部限位区；
侧栏（3）下部活动铰接有
猪仔限位杆（9），
所述的猪仔限位杆（9）两端通过相应的轴承环安装在侧栏（3）下部，
猪仔限
位杆（9）中部下凹形成U形的调节部，
调节部中心处铰接有调节拉杆（10），
调节拉杆（10）上
部设有多个调节孔，
前限位杆（7）外侧设有挂销，
调节孔挂在挂销上；
猪仔限位杆（9）上方设
有母猪肚部限位杆（11），
母猪肚部限位杆（11）呈U形，
其中一侧侧壁端部通过销轴铰接在端
部限位栏（4）一端的侧栏（3）上，
侧栏（3）中部设有肚部限位板（12），
肚部限位板（12）下部向
侧栏（3）外下方折弯后与母猪肚部限位杆（11）另一侧侧壁端部铰接，
端部限位栏（4）一端的
侧栏（3）上设有水平限位块（13）。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系统，
其特征在于：
顶限位杆（8）呈n形，
n形两侧壁底部焊接在侧栏（3）顶部，
固定后的顶限位杆（8）长度方向与
侧栏（3）长度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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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养殖技术领域，
尤其是指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的母猪栏都是方框形的，
其只能对母猪两侧进行限位，
不能防止母猪突然下
蹲或起跳等应激行为，
不能对猪仔形成有效保护。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有效保护猪仔养殖
安全的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系统。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
激的猪栏系统，
它包括有围栏，
围栏其中一侧设有进出口，
进出口两侧的围栏内侧壁上竖直
固定有立柱，
每条立柱上活动铰接有一组长方形的侧栏，
侧栏长度方向一端通过铰套铰接
在立柱上，
侧栏另一端放置在地面上形成移动端，
其中一组侧栏的移动端上铰接有端部限
位栏，
端部限位栏上铰接有栏栓，
另一组侧栏上设有与有栏栓相配合的挂板；
侧栏顶部设有
前限位杆，
两条前限位杆顶部设有相对倾斜的顶限位杆，
固定后的两条顶限位杆之间形成
上小下大的头部限位区；
侧栏下部活动铰接有猪仔限位杆，
所述的猪仔限位杆两端通过相
应的轴承环安装在侧栏下部，
猪仔限位杆中部下凹形成U形的调节部，
调节部中心处铰接有
调节拉杆，
调节拉杆上部设有多个调节孔，
前限位杆外侧设有挂销，
调节孔挂在挂销上；
猪
仔限位杆上方设有母猪肚部限位杆，
母猪肚部限位杆呈U形，
其中一侧侧壁端部通过销轴铰
接在端部限位栏一端的侧栏上，
侧栏中部设有肚部限位板，
肚部限位板下部向侧栏外下方
折弯后与母猪肚部限位杆另一侧侧壁端部铰接，
端部限位栏一端的侧栏上设有水平限位
块。
[0005] 所述的顶限位杆呈n形，
n形两侧壁底部焊接在侧栏顶部，
固定后的顶限位杆长度
方向与侧栏长度方向一致。
[0006] 本发明在采用上述方案后，
母猪从进出口进入，
向外打开侧栏的移动端，
使母猪转
身头向进出口，
在哺乳时，
根据猪仔的大小调节猪仔限位杆调节部的高度，
使猪仔只能成排
的进行吸食，
防止成堆发生踩踏，
母猪肚部限位杆用于限制母猪肚部的位置，
防止母猪突然
下蹲压到猪仔，
有效保护猪仔的安全，
头部限位区用于防止母猪向上跳起，
用于对母猪抬头
高度进行限位；
水平限位块用于对母猪肚部限位杆侧壁进行限位，
使母猪肚部限位杆不会
向下旋转，
只能向上旋转；
母猪肚部限位杆侧壁长度大于肚部限位板折弯端的高度，
使母猪
肚部限位杆也不会向外旋转，
其旋转到一定角度后母猪肚部限位杆顶部就会通过侧栏最下
方的横杆限位；
采用本方案后的结构合理、
可有效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时母猪的应激反应，
有效保护猪仔的养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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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所有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为：
参见附图1，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母猪应激的猪栏系统包括有围栏1，
围栏1其中一
侧设有进出口，
进出口两侧的围栏1内侧壁上竖直固定有立柱2，
每条立柱2上活动铰接有一
组长方形的侧栏3，
侧栏3长度方向一端通过铰套铰接在立柱2上，
侧栏3另一端放置在地面
上形成移动端，
其中一组侧栏3的移动端上铰接有端部限位栏4，
端部限位栏4上铰接有栏栓
5，
另一组侧栏3上设有与有栏栓5相配合的挂板6；
侧栏3顶部设有前限位杆7，
两条前限位杆
7顶部设有相对倾斜的顶限位杆8，
固定后的两条顶限位杆8之间形成上小下大的头部限位
区，
顶限位杆8呈n形，
n形两侧壁底部焊接在侧栏3顶部，
固定后的顶限位杆8长度方向与侧
栏3长度方向一致；
侧栏3下部活动铰接有猪仔限位杆9，
所述的猪仔限位杆9两端通过相应
的轴承环安装在侧栏3下部，
猪仔限位杆9中部下凹形成U形的调节部，
调节部中心处铰接有
调节拉杆10，
调节拉杆10上部设有多个调节孔，
前限位杆7外侧设有挂销，
调节孔挂在挂销
上；
猪仔限位杆9上方设有母猪肚部限位杆11，
母猪肚部限位杆11呈U形，
其中一侧侧壁端部
通过销轴铰接在端部限位栏4一端的侧栏3上，
侧栏3中部设有肚部限位板12，
肚部限位板12
下部向侧栏3外下方折弯后与母猪肚部限位杆11另一侧侧壁端部铰接，
端部限位栏4一端的
侧栏3上设有水平限位块13。采用本实施例后，
母猪从进出口进入，
向外打开侧栏的移动端，
使母猪转身头向进出口，
在哺乳时，
根据猪仔的大小调节猪仔限位杆调节部的高度，
使猪仔
只能成排的进行吸食，
防止成堆发生踩踏，
母猪肚部限位杆用于限制母猪肚部的位置，
防止
母猪突然下蹲压到猪仔，
有效保护猪仔的安全，
头部限位区用于防止母猪向上跳起，
用于对
母猪抬头高度进行限位；
水平限位块用于对母猪肚部限位杆侧壁进行限位，
使母猪肚部限
位杆不会向下旋转，
只能向上旋转；
母猪肚部限位杆侧壁长度大于肚部限位板折弯端的高
度，
使母猪肚部限位杆也不会向外旋转，
其旋转到一定角度后母猪肚部限位杆顶部就会通
过侧栏最下方的横杆限位；
采用本实施例后的结构合理、可有效缓解集约化养殖哺乳时母
猪的应激反应，
有效保护猪仔的养殖安全。
[0009]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只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
并非以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范围，
故凡依本发明之形状、
原理所作的变化，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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