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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将来的光景 

     因为对未来有希翼，所以我们勇于面对
现在的困难； 

      现在我们在面临着哪些困难？这些困难
将对牧场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我们该做哪些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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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现在面临的问题 

• 劳动力短缺：已经现显，将日趋严重！ 

• 用工成本高：必然趋势，实质的问题是低效率！ 

• 饲料价格贵：高粮价业态已经形成，不可逆转！ 

• 饲养效率差：饲养工艺的缺陷和饲养技术问题！ 

• 环保压力大：相关技术滞后；无土地配套！ 

• 生产不平衡：尤其在高寒和高热、高湿地区！ 
 

      以上因素已经在严重影响牧场的生存质量,而
且必将动摇牧场的生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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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原因分析 

• 劳动力短缺:脏、累、差的工作方式和环境 

典型代表： 

--人工运送 

--人工发料 

--人工清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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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成本高—原因分析 

• 用工成本高：劳动效率低 

衡量指标：   人均养牛头数、 吨奶工资成本 

调查情况：            
拴系、管道：     20             400 

散栏、上台：     40             200 

期望目标： 
拴系、管道：    ≥25 

散栏、上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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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造成的劳动效率低？ 

• 以“散栏、上台”模式为例： 

---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牧场工艺设计上的缺
陷造成的生产过程中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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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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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价格贵—原因分析 

• 饲料价格贵：分散采购使得我们在资源整
合和物流等饲料供应链建设方面存在严重
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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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效率差—原因分析 

• 荷斯坦奶牛能产多少奶？ 

• 制约高产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没有去满足奶牛高产需要的条件！ 

1、遗传？健康？营养？ 

2、舒适度！ 

      舒适度条件影响奶牛遗传潜力的发挥、
影响奶牛健康、影响饲料的转化效率！ 



荷斯坦畜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欠科学设计、工法 

粗糙或尖锐 锉伤牛肢蹄 

太光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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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舒适的牛舍环境 

粗糙的采食地面 牛舌已划伤 裸露的螺栓伤害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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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压力大—原因分析 

• 环保压力大：载畜力的问题、粪污处理工
艺、综合利用的途径 

 

1、没有饲料地配套的养牛模式； 

2、粪污处理工艺是否对应排放标准； 

3、综合利用存在脱节、缺少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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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平衡—原因分析 

• 生产不平衡：气候因素的制约、收奶政策 

--奶牛生产怎么与牛奶消费市场相对应？不同地区

要解决的问题： 

1、南方：缓解奶牛热应激；提高夏季原料奶产量

在全年中的比例； 

2、北方：解决奶牛冷应激，平衡冬季与夏季的产

量； 

3、收奶政策：推动季节差价，利益驱动调整； 

 不顺应市场要求的奶牛生产最终会被市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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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奶牛场建设要考虑 

Facility design 

牛舍及 
配套设施 

Bedding choice 
颈枷设计 

Free stall design 
卧床设计 

Special needs area 
采光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通风系统 

Feed storage area 
饲喂系统 

Water System 
饮水系统 

Milking System 
挤奶系统 

Manure Handling 
清粪系统 

Temperature System 
温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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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途径：生产过程要很流畅 

• 牧场是一个企业，需要： 

• 生产秩序 

• 人牛安全 

•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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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流通畅示意：
人流、料流、奶
流、污流（地下

暗渠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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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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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需牛舍细节—设施位置、数量、大小 

 

围产前期牛 

产圈 围产青年牛 

病牛区 

重病区 

挤奶厅 

通道 

通道 

新产区 

兽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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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途径：最大程度地满足奶牛的舒适度 

ü 牛舍空间——宽敞 

ü 躺卧区域——松软 

ü 空气质量——清新 

ü 温湿指标——适宜 

ü 饮水采食——新鲜 

 

ü 周围环境——清洁 

ü 饲养密度——合适 

ü 光照时间——控制 

ü 奶牛通道——宽敞 

ü 站立地坪——防滑有抓力 

    处处舒适          时时舒适          样样舒适 

 

 

 



荷斯坦畜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先进的工艺—解决冷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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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工艺—缓解热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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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牛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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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舒适是基础 

u 健康 

u 高产 

u 长寿 

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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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奶牛舒适度 

• 舒适、无应激的奶牛才能发挥最大的生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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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舒适 

• 干净、干燥、舒适是奶牛健康与福利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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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起卧姿势 

躺卧动作 
1. 两前膝着地 

2. 头向前冲，维持身体
平衡 

3. 后脚伸入腹下、弯曲 

4. 臀部往左或右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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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动作 

起立动作 

1. 肩关节直起、两前膝
着地作支点 

2. 头向前冲，维持身体
平衡 

3. 后脚后缩、撑起后躯 

4. 前伸一前肢 

5. 第二前肢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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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牛床——舒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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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牛床提高上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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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床设计—自由牛舍成败关键 

• 草原上牛的卧地时间14-16小时， 

• 舍饲奶牛的卧地时间往往低于12小时，或10小时 

• 卧地时牛乳房血流增加，增加产量、维护健康 

• 躺卧时间增加有利肢蹄健康 

• 自由、舒适、无应激---奶牛高产的关键 
 

 

松软、干净、干燥的牛床 

良好的卧栏形状与尺寸才能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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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一天的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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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2008)研究表明  

ü每天增加一小时的躺卧时间 

Ø增加奶产量1.135-1.725Kg/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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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暑降温 

可变因素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辐射 

–风速 

应对措施 

ü 通风 

ü 喷淋 

ü 喷雾 

ü 隔热 

ü 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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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暑降温主要方法 

• 风 
–自然通风+降温风机 

–隧道通风 

–横向通风 

• 水 

–喷淋 

–喷雾 

设施、方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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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地区牛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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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CV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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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通风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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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舍 

• 环境控制：通风、保温是关键 

–夏天遮阴 

–冬天保温 

–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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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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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舒适健康、操作流畅高效，才能实
现奶牛高产、牧场利润的最大化。 

 

最终目的——提高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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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素 

• 设计的目的是建立
一个有效运行系统、
不是简单的牛舍 

 

员工 

成本 

未来 效益 奶牛 
四个要素： 

奶牛：舒适、健康和高产 

员工：快乐、优秀、高效 

未来：可扩展和灵活性 

成本：简单、牢固、低成本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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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什么？ 

• 与专业公司合作： 

• 荷斯坦畜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是有资深奶牛专家组建的从事牧场设计、
牧场建设、设施配套、牧场经营管理和技
术培训服务的高科技专业公司。 

 

             是养牛人自己的专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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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的养牛专家团队   

• 权威的牧场管理专家团队 

• 先进的畜牧工艺设计团队 

• 成熟的牧场建造团队 

• 专业的奶牛产品研发团队 

• 广泛的国际交流平台 

 

公司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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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不断地将国际上最先进的牧场生产和
奶牛饲养技术融入到牧场设计当中，并使
畜牧工艺与建筑工艺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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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在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 

(1)、项目建设前与施工管理人员进行全面的工艺交底； 

(2)、在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派驻工艺设计人员在现场指导和监督施工人员执行工

艺要求； 

(3)、协助建设方进行设计方案与生产工艺相匹配的生产设备和设施的选型； 

(4)、在项目现场设立建设管理部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和项目进度管理，确保项目如

期竣工； 

(5)、帮助建设方引进牧场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牧场技术和生产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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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在项目建设后 

项目建成后： 

（1）、管理及技术人员的培训：选择技术与管理水平好的、并与本

牧场的生产工艺相近的牧场； 

（2）、提供全面的生产和技术规范培训：防疫,牛群保健,牛群管理,

育种繁殖、奶牛营养管理、机械设备操作及维护保养等 

（3）、制定牛奶均衡生产的技术方案和管理方案； 

（4）、免费长期的饲料质量检测,确保牛奶的安全生产； 

（5）、定期进行奶牛饲料配方,奶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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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牛奶集团鼎牛饲料旗下的“

上海荷斯坦奶牛科技有限公司申炎饲
料厂”是专业从事包括奶牛预混料、

犊牛颗粒料、泌乳牛全价料、围产前
期全价料、高品质膨化大豆等全系列
产品的企业。 

技术支持单位：上海奶牛研究所、美
国奥特奇公司、法国安迪苏公司、美
国达农威公司 
年产销能力：系列预混料6000吨、犊
牛颗列料3000吨、围产前期颗粒料
5000吨、各阶段奶牛精补料6万吨  

客户群：上海牛奶集团、南京卫岗乳
业、新希望乳业、深圳牛奶公司、广
州风行乳业、甘肃酒泉祁牧公司、维
维乳业公司 
               ……300多家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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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验牧场：在南方高热、高湿的
气候条件已连续五年成乳牛年单产在
九吨以上，并连续两年实现了十吨。
卓越的奶牛营养管理、缓解奶牛热应
激的环境控制技术和对奶牛舒适度技
术的研究和实施，使奶牛群在保持高
产的同时又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年成
乳牛更新率控制在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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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中国奶业将来的光景是美好的！ 

 

       “美好的未来”属于有准备的你！ 

 

        用我们的专业  

                               成就您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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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爱我 
 

我更爱您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