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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的生产工艺导
致牛场设施简陋，，劳
产率低下饲养环境恶劣，
奶牛肢体损伤严重，蹄
病和乳房炎发病率高 
 
 
 



        先进的生产工艺，
可为奶牛创造良好的
生产生活条件，可有
效的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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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种 

•不同生长阶段提供相应的全价配合饲料 

•顺畅的物流、人流和牛流 

•严格的兽医卫生防疫制度 

•适宜的舍内外环境 

•队伍建设和企业管理 

•较高的劳动效率 

 
 
 
 

先进的生产工艺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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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品种 

• 我国目前奶牛养殖的主要品种 

 

• 一荷斯坦：原产于荷兰北部的西弗里斯和德国的荷尔斯坦
省，目前分布于世界许多国家。 

 

• 二娟珊牛：原产于英国，于19世纪被欧美各国引入。毛色
以褐色为主，鼻镜、副蹄和尾梢呈黑色，腹下、四肢内侧
为淡色毛，角尖为黑色。颈细长、多皱纹，垂皮发达。体
格小，结构匀称，乳房形态好，乳静脉发达。 

 

•  三弗莱维赫：即德系西门塔尔，由西门塔尔和德国红荷斯
坦，爱尔夏等品种杂交选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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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饲养，分群管理 

优点： 

根据奶牛不同泌乳期的生理特点单独分群科
学管理 

 

根据奶牛的不同泌乳期营养需要单独饲喂科
学饲养 

 

根据奶牛不同生理阶段单独分群便于精细化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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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奶牛的转群和泌乳牛挤奶的行走路
线 

人流------工作人员的行走路线 

物流------饲草料运输路线、TMR饲喂车饲喂
路线、原料奶运输路线以及污粪车的运行路
线等的统称。 

 

     这三条“流线”的运行效率直接影响了整个
奶牛场的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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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 

产犊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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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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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饲粮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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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舍内外环境 

• 合理的牛舍样式 

• 完善的饲养设备 

• 舒适的挤奶环境 

• 先进的清粪系统 

• 有效的粪污处理方式 

• 高效的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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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牛舍样式 

为各个生长阶段的奶牛提供最适宜的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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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犊牛舍 ----清洁，干燥，防寒保暖，哺乳犊牛单栏饲养 
，断奶犊牛小群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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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母牛舍——关注通风、防风、降温、保温、干燥、强调舒适度；              
根据通风方式不同，分为以下三种： 

                                        三种类型的成母牛舍 

 

 

 

1 

自然通风牛舍 

3 

低屋面横向通风牛舍 

2 

隧道通风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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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通风牛舍是散栏式饲养技术产生以来运行最久，
流传最广的牛舍建筑形式，适用于各种气候环境（除
极端恶劣气候），运行成本较低，依靠良好的屋面坡
度和通风口保证舍内良好的环境。 

 屋脊通风带宽度：牛舍跨度每增加3米, 通风带宽度增
加50毫米。 

 牛舍两侧夏季完全敞开，冬季放下卷帘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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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风牛舍空气流通示意 

新鲜 
空气 

新鲜 
空气 

污浊 
空气 

污浊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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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山墙的风机强通风，沿牛舍形成纵向的隧道式通
风带。 

隧道通风牛舍，可针对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征，采用
不同的通风模式；冬季通过对侧墙卷帘和屋顶轴流风
机的控制，实现舍内换气，保证舍内的温度；夏季采
用山墙风机+山墙卷帘+舍内风机的模式，增大通风量，

与喷雾配合能有效的降低空气温度；春秋季节利用自
然气候环境，将侧墙卷帘全部打开，可降低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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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式通风牛舍实景 隧道式通风山墙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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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化奶牛饲养中，饲养密度最大，规模化效应最明显的牛
舍建筑形式； 

 

适用于各种气候环境（尤其适用于极端恶劣气候），运行成本
偏高，但高质量的舍内环境极大的提高了生产能力。 

 
根据项目地点的气候，LPCV牛舍在冬天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舍内
温度。夏季通风效果好，但在春秋两季时也需要通过机械通风来
保证舍内的空气质量，极大的增加了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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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奶牛处于等热区的时间，减少冷热应激的不利影响。 

 

2、卷帘开口以及轴流风机的配合使用可以保证舍内空气新鲜。 

 

3、极大的降低了粪污处理的难度，能够保持良好的牧场环境。 

 

4、可抵挡极端恶劣气候条件对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5、能有效控制蚊蝇对牛群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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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牛舍与自然通风牛舍的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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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墙卷帘 

侧墙风机 牛舍山墙 

舍内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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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的饲养设备 

     牛舍内设施是与养殖工艺密切相关，与未
来牛舍使用效果有直接联系的最重要的产品。牛
舍内部主要设施设备有：牛颈枷、牛卧栏、挤奶
系统、饮水系统、照明系统、清粪系统、通风和
环境控制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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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锁颈枷：满足畜牧兽医操作保定奶牛的需要 

 自由卧栏：提供干燥、清洁的休息场所 

 自控饮水池：满足奶牛对饮水卫生和温度的需要 

 

完善的饲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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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饲养条件下需要提供奶牛处置与保定的条件， 

颈枷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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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枷规格及适用奶牛群 

奶牛发育阶段 颈枷规格 

断奶犊牛（3-6月龄） 斜杠颈枷 

后备牛（7-9月龄） 14牛位/6米 

后备牛（10-15月龄） 12牛位/6米 

后备牛（16-20） 10牛位/6米 

后备（20-26） 9牛位/6米 

成母牛、干奶牛 9牛位/6米或者8牛位/6米颈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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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优秀的卧床拥有良好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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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发育阶段 

卧床长度（头对头两
列卧床，两侧卧床挡
墙外沿间距离） 

卧床宽度 

后备牛（7-9月龄） 3000mm 750mm 

后备牛（10-15月
龄） 

3200mm 850mm 

后备牛（16-20） 3600mm 950mm 

后备牛（20-26） 4000mm 1100mm 

成母牛、干奶牛 5000mm 1200mm 

产前牛、围产期
牛 

5000mm 1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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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生产阶段和气候条件不同，奶牛每天的饮水量有一个范围，
大约在50－150L，甚至更高。保证及时、足量、清洁的饮水供应是保
持奶牛健康、持续、稳定高产的重要条件。 

        传统的饮水池不能满足全部这些要求，水和人工的浪费极大，且
饮水环境恶劣。 



www.bjzbn.com 北京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模化集约化奶牛

场在任何气候条件
下能够保证奶牛正
常饮水供应是至关
重要的！ 

     北方型要考虑冬季
防冻和保持饮水适
宜温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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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奶厅不仅是给奶牛提供挤奶的地方，它常常被人们比喻为奶

牛场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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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挤奶中心最先考虑的就是挤奶机的类型。当选择挤
奶机时，应该考虑到每头牛的投资和获益。虽然最初投资和
运行时成本投入对选择挤奶机非常重要，但是当考虑到挤奶
效率，挤奶时间和发展潜力时，并不一定最便宜的挤奶系统
就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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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收集运输设计理念 

    对于规模化奶牛养殖场集中产生的大量含水率较高的
牛粪,重点考虑如何低能耗的将其收集清运至粪污处理区域,
同时避免为后续处理带来困难。       

考虑冬季气温对清粪的影响。 
 考虑清运操作便利,对卫生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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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洗后地面粪污残留量少，更

好的保证牛舍卫生； 
  一次性投资较低，运行成本较
低。同时水冲清粪方式对牛的影响
较小，人员效率也很高。 
  但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 

文件/中博农/冲洗后.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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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机与喷淋（喷雾）设施 

北京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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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卷轴及手动或电动机构卷动具有抗老化性能好、
透光率高的卷膜材料，可形成牛舍侧面的窗体空间，具
有经济实惠、操作简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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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窗通风量占整个牛室通风的比例较大，从顶窗进
入的气流遍及几乎整个舍体大部分空间。顶窗分为单翼
式和双翼式。单翼式即一侧为固定采光带，一侧为可开
启窗体。双翼式即为两侧均为可开启窗体。 

 



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愿伴随在座的各
位同中国乳业一起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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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观看本片，期待与您共享未来！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