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與增加或減少工作
量無關—關鍵是此系
統讓工作更智慧化」

探索一切可能

自動擠奶解決方案為您提供了一種新
模式，您可以藉此獲得更多空閒時間， 
也可以有更多時間照顧您的奶牛。

您的農場如何才能實現最佳運營。 
對您和您的農場來說，什麼最重要？

無論您採用常規擠奶還是自動擠奶， 
要想賺錢，您必須謹記五條法則。

04 12新的農場優化模式
創建您自己的 Lely 搾
乳機器人擠奶賺錢的五條規則

自動擠奶

www.le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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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更大的靈活度， 
但我得到的遠大於此。」

這意味著工作做得好，更具可持續性和社會責任感。如果您的目
標之一是將興旺的事業傳給下一代，那麼這一點您已經做到了。

只有您知道您希望自己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每個人的熱情、興
趣和目標都不盡相同。所以，想想您自己的可能性是什麼。讓您的
熱情、興趣和目標促使您打開心胸去面對那些可能性和解決方
案，並朝著變革的方向發展。

探索一切可能

您有多久沒有花時間認真考慮您自己，您的牛群以及您的事業還
有哪些發展可能性？如果您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您會想做什麼？
認真做一名更好的酪農，還是擁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兩者兼
顧？如果您有機會得到兩者平衡，您會怎麼做？

想像一下利用空閒時間來管理個別的奶牛帶來的滿足感。可以少花
時間做出被動應對，多花時間主動應對。健康的奶牛顯然更容
易管理。他們也要提高效率，提升生產力和更多利潤。管理一個
健康的牛群所帶來的滿足感是無法計量的。

大衛瓊斯
威爾姆斯洛，柴郡東，英國
「說實話，我從來都不討厭擠奶。我習慣了這種工
作模式，覺得這是監測奶牛健康的唯一方法。最
終，由於身體原因，我決定改為自動擠奶。
現在，我覺得這樣做真的有太多好處。我現在有更
多的時間照顧小牛，這是我和妻子蘇珊一直喜歡
做的事情。而且，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現在比以
前更加了解我的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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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把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花在像擠奶這樣的重
複性工作上時，您可以想像當這一切實現自動化
之後會是什麼樣子。減輕身體負擔、節省時間和
更大的靈活性使每個農場主獲得了更多良機。
讓您將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牛群的健
康、改善管理，當然還有家庭生活。
放手意味著掌控更多
你不再在奶牛下工作 - 你正在他們之間工作。換句話說。如果有
需要，您可以更加關注某一頭奶牛的情況。系統會幫助您識別並
分離奶牛，讓您對其進行檢查和處理。工作流程周密，搾乳機器
人、柵門和分離區域協同工作，將極大地幫助您獲得自動擠奶的
好處。隨時掌握所有資訊，讓您輕鬆無憂。
新模式意味著一切盡在掌握中。您來決定日常管理所包含的內
容。您自己設定日程、設立重點和目標。您和您的奶牛都能享受
自由，這一點十分重要。

相信您的奶牛
新模式可以讓奶牛按照自己的節奏生活。讓奶牛自己來決定進
食、擠奶或休息的時間。它們自己完全可以實現自我管理。這樣環
境變得更為寧靜，奶牛可以更自由地展現牠們的自然行為。隨著
擠奶次數的增加，管理奶牛的健康和生育能力的時間也會增加，
這是延長奶牛壽命、優化生產、降低淘汰率所必需的。您所要做
的就是信任您的奶牛。

新模式
自動化為您的農場帶來了新模式，可實現更大的時間
彈性、更高的效率和工作與生活間更完美的平衡。

「我不用再花大量時間給牛擠奶，
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它們。」

酪農的一天生活

星期四上午
7.30 am	  15 分鐘
• 檢查牛舍內是否一切正常。
• 確認是否完成了關注奶牛的T4C飼養管理的任務
• 清掃牛床
• 更換牛奶濾紙器並快速清潔機器人
• 追蹤檢查兩頭關注奶牛

8.00 am	  50 分鐘
• 提供奶牛新鮮飼料餵飼
• 鋪上新的床上墊料
• 餵小牛

9.00 am	  10 分鐘
• 檢查並治療已經分流的奶牛，為了乾奶牛和授精

其他活動時間

4.30 pm	  60 分鐘
• 檢查牛舍內是否一切正常。
• 確認是否完成了關注奶牛的T4C飼養管理的任務
• 更換牛奶過濾器濾紙並清潔機器人手臂
• 清理牛床，在隔離區域治療關注奶牛
• 檢查 T4C Office 並為第二天做計畫
• 餵小牛

星期四晚上
10.00 pm	  15 分鐘
• 檢查牛舍
內是否一切正常。

• 更換牛奶過濾器濾紙	

星期三晚上
6.00 pm	  <5 分鐘
• 已經在 Lely T4C 的自動分流任務中安排了奶牛觸檢例
程。所以，需要進行觸檢的奶牛在特定的日期和時間會
自動分流到隔離區域。明天是「乾奶日」，晚上奶牛顯示
出了第一次發情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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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MS 擠奶的奶牛平均產
量增加了約 2000 公升。」

您的收益取決於您的表現
乳品生產需要投資新設備並部署新系統。作為生產者，您需要確
保您的投資可以帶來實際收益。採用了自動擠奶系統後，牛奶產
量通常會增加，生產者可以期望每頭奶牛都能獲得最大的產奶
量。這是因為有了自動擠奶系統，奶牛的擠奶頻率有所增加，達
到平均每天 2.7 次。透過減少勞動力，增加產奶量，奶牛的收益隨
之增加。挖掘您牛群的潛力，探索一切可能。即時掌握有關產
量、蛋白質、乳脂、擠奶速度和健康狀況的所有資訊。培育優良品
種，淘汰低劣品種。

提升牛群健康水平
更多收入也可能是庫存銷售增加的結果，特別是小母牛的銷售。
這可以透過提高奶牛的健康、降低牛群替代率實現，而反過來這
也意味著非自願宰殺的機率會隨之降低。搾乳機器人有助於提高
牛群的健康，減少奶牛腳蹄受傷和乳房炎情況的發生率。長期來
看，這些好處提高了 Lely 搾乳機器人的回報率。

持續投入和產出
少對勞動力的依賴，了解 搾乳機器人的運行成本，加上穩定、可
預測的產奶量，均將為企業提供穩定的現金流。

控制投入，優化產出

擠奶賺錢的五
條規則

自動擠奶讓生產商控制擠奶的成
本。成本固定，而不像人工擠奶那
樣容易變化。一切均可預知，這對
於成本控制和財務計畫非常關鍵。

1 奶牛自由及選擇

為奶牛提供一個無壓力的環
境，讓其釋放天性。

奶牛自己來決定進食、擠奶或休
息的時間。因此擠奶機器人周圍
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奶牛
自由出入以促使奶牛去擠奶。奶
牛應該是受到「鼓勵」，而不是
被迫為之。

2 奶牛不喜歡變化

讓奶牛按照它們的需要和哺乳
期形成自己的節奏。

奶牛不喜歡變化，所以穩定和
自學式的擠奶系統是盈利性擠
奶的一個重要因素。自動擠奶
系統允許每頭牛制定一個適合
其個人節奏，需求和哺乳階段
的一貫程序。

3 單獨治療

每頭奶牛，甚至她的每一個乳
頭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需要
單獨治療。

最佳擠奶過程滿足每頭奶牛、
每個乳房和各個體之需要。自
動化擠奶可以很輕易地滿足不
同的需求。

4 優化牛群健康

奶牛健康，產奶量就會增加。
必須達到健康需求。

自動擠奶能快速識別出牛奶或
奶牛行為中可能反應健康問題
的任何異常。這種「早期預警」
意味著在出現真正問題之前可
以儘快採取預防措施並進行
治療。

5 謹慎處置牛奶

牛奶是一種高價值但易腐的
商品，需要謹慎處理，以保持
品質。

對於擠奶而言，時機最為重
要，可以保證牛奶最佳的品質，
和最佳的脂肪和蛋白質含量。
減少擠奶過程中的牛奶損失也
就是最大程度增加最終獲得的
奶量。牛奶應保持像剛擠出一
樣的高品質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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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當地的 Lely 中心是您產奶自動化的合作夥伴。
多年來，Lely 建立了一個綜合的專家網絡，結合他
們在乳品自動化方面的經驗和本地知識。他們的
主要目標是幫助您獲得 Lely 設備的所有益處。

一開始就找到正確的方法
全球各地 Lely 中心的所有設施均由國家或地區組織支援，負責監
控所提供服務的品質，並且能夠隨時根據您的需要提供升級。有
專人提供快速、高效率的服務。他們的技術和經驗可以保證一切
從開始就走上正軌。 

共同的旅程
當你仰望過渡階段時，只要你知道你絕對不是第一個。實際上，
已經有超過1.5萬名酪農完成了過渡期。集合所有這些經驗，
Lely 中心可以幫助您實現完美的安裝和啟動。

區域知識和經驗
當地 Lely 中心的農場管理顧問讓您的視野更為廣闊--從平穩過
渡開始，然後定期與您一起為牛群提供檢查，確保奶牛發揮全部
潛力。因為他們在您所在地區還安裝了其他系統，能夠立即解決
任何區域性的挑戰或問題，並滿足您的需求。

專業自動化支援
請記得您可以透過當地的 Lely 中心聯絡 Lely 的所有認證技術人
員。他們可以 24/7 全天候為您提供知識、幫助和支援，確保您
的 Lely 搾乳機器人在最佳的農場工作效率和盈利能力方面發揮
作用。

我們天生具備乳牛養殖能力
Lely 的許多員工本身俱有養殖背景。他們了解農場的運作方式，
每年均接受過相關知識的培訓和測試。可全天候為新客戶和現有
客戶提供可靠和專業知識協助。

安心無憂
在日常活動中，安心無憂最為重要。這意味著可以依靠員工，機械
設備和穩定的合作夥伴對您最重要的設備進行維修和支援。Lely 

搾乳機器人背後的組織值得信任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可以處理，
您可以安心。

受益於當地知識和全天候24小時/7天的支持

「每個農場主對於
最佳的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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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成長
擴大乳牛場是您可以長期計畫和實施的方式。這
可以通過漸進的方式完成，以便在融資和勞動效
率方面保持控制。

搾乳機器人完美地適合這一過程。因為牛奶的產能和投資可以隨
著乳牛數量的增長而增長。這避免了擠奶場和等待區的巨大投
資，為以後更高的牛奶產能做準備。

表現最佳的機器人系統
乳牛是擠奶系統性能的最重要因素。了解乳牛、以最好的方式
對待每一頭乳牛正是 搾乳機器人所重視的。搾乳機器人便於
乳牛出入，設計友好，確保乳牛願意前來擠奶。刷子確保在擠
奶前對乳牛進行最佳的前治療和刺激，而擠奶過程根據個體
不同分別設置。管理系統自動安排理想的擠奶間隔。從而確保
乳房的健康和良好的牛奶產量。系統還能提供重要的乳牛和
牛奶資料等有價值資訊，使酪農盡可能提早採取措施。
從 I-flow 到最準確的混合式機械手臂。從靠近乳房的所有感
應器到自我調整脈動。從靠近乳房的所有傳感器到適應的脈
動。搾乳機器人利用每一點時間減少擠奶時間，最佳化地增
加產出。

適合所有人
在擠奶過程中迅速瀏覽乳牛的資訊、或者快速簡單的首次擠
奶。Lely 搾乳機器人比以往都容易理解和使用。Lely 專注於
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對控制台和功能有重大的改變。系統的步
驟指令非常簡單易懂，功能表考慮周到，圖示清晰。

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透過消除重複性的工作來減少勞動，使酪農更靈活地利用他
們的時間，增加牛奶產量，提高乳牛健康狀態，這是自動擠奶
流程公認且經過證明的好處。Lely 提供這些益處，而降低了所
有的成本。使用了新的混合式機械手臂，能源消耗已經減少了 

70%。與傳統擠奶系統相比，系統的耗水量也有所降低。

可以信任的品質
您希望您的擠奶系統完全值得信任。搾乳機器人中包含了 25 

年的累積工程經驗以及每天四百萬次仔細監測的擠奶經驗。
其設計優勢是執行時間長、快速維護和性能穩定。所有高品
質的元件和機器人的細節都經過了有史以來最密集的測試程
式檢測。

乳牛從機器人擠奶中受益。它們更放鬆、更健康，產奶量也隨之增加。這是因為該系統能更好地
滿足他們的需求，並且讓酪農有時間真正關注奶牛。這是最好的擠奶系統。考慮到這一點，您只
需要尋找性能最好、最可靠、性價比高的機器人。

Lely 搾乳機器人

最受乳牛和酪農喜愛的擠奶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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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ow
革命性的 I-flow 理念代表革新的自動化操
作。奶牛舒適地待在牧群之中。

客製化擠奶
基於個體的脈動、自動擠奶間隔和單獨情
況，Lely 搾乳機器人根據每頭牛各自的需
求實現適應性擠奶。

使用者介面
控制台重新設計的功能表更智能，更易於
使用。

可靠性
Lely 此前從未推出過這樣徹底檢測的自動
搾乳機器人。所有的技術都經過了極端條
件的檢測。

簡單的首次擠奶
這一新開發的功能便於酪農使用，讓乳牛
感到放鬆。 第一次為乳牛擠奶時，只需將
機器手臂靠近乳房。

混合式機械手臂
新的機器手臂準確且靜音，比以往更具人
性化，也更加友善牛隻。

軟刷清潔乳房
軟刷去除乳頭甚至乳房底部的污垢和糞
便。同時對乳房下奶也是最佳的刺激。

LelyT4C 和 T4C 飼養管理系統
智慧的管理系統不斷地以最清晰的方式呈
現更智慧的 KPI。

與我們的客戶一起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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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 
經過了 25 年的發展，自動擠奶已經朝著成熟和完善的系統發展。重點是如何
提升機器人的擠奶水平。以 A4 的性能和原理為出發點，Lely 在開發搾乳機
器人的新階段中脫穎而出。

內部改進
儘管 A5 和 A4 外觀幾乎相同，其實經過了很多改進。混合式機械手臂是最明
顯的範例，它更加節約能源，而且能為乳牛和酪農提供更多的休息時間。內部
的改良多集中在可靠性、易用性等方面(參考第 12 頁）。

Lely 搾乳機器人 A5

搾乳機器人A5 的混合式手臂將電動運動
的優點與空氣的柔軟性和力量相結合。一
個幾乎並不需要使用空氣的巨大氣動氣缸
承載手臂的重量，而電子元件則以極大的
精準度移動手臂。

友善乳牛
• 操作安靜，乳牛可以有更長的休息時間
• 連接準確快捷，擠奶過程簡單方便
• 機器手臂覆蓋範圍廣，適於每頭牛使用

節約能源
• 機器手臂就位後能源消耗極低
• 移動時無需使用空氣
• 準確移動迅速就位

Lely 的機器人手臂原理已經證明是針對擠奶過程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在整個擠奶過程中，機器人手臂
均位於乳牛下方，一旦奶杯掉下來時可以迅速反應，以保持奶杯清潔。機器手臂隨著乳牛移動，在擠奶
的同時給乳牛最大的活動自由。

新型混合式機械手臂 

友善使用者
• 新的控制台和機器手臂的準確性使得首
次擠奶變得簡單。

• 操作安靜，更加舒適
• 使用方便，維護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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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均有可能

建立您的 Lely 搾乳機器人

Lely 了解所有的牧場都不相同。就像您和您的目
標一樣，您的牧場也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儘管現代
奶牛養殖業可能是一項複雜的事業，但在一天結
束時，都需要在儲乳槽中加入牛奶。請花一些時間
想一想您的情況。您的農場如何才能實現最佳運
營。對您和您的牧場來說，什麼最重要？

繁殖過程更加精確 

	 繁殖選擇 
要掌控您的牧場，您需要依賴乳牛繁殖。加大監控力度，讓您的乳
牛得以受孕。提升繁殖的準確性，您可以清楚了解乳牛發情期，並
在正確的時間對其進行授精。這將提高乳牛的受孕率，並節省您
很多時間。

支援您的放牧策略 

放牧選擇 
放牧是乳牛餵養的最自然方式。正確放牧會影響乳牛的健康。讓
乳牛健康快樂地放牧，同時全程控制您的擠奶生產。放牧日益成
為一種社會期望，社會期望乳牛在田地裡活動。

改善牛蹄健康 

牛蹄健康選擇 
保持牛蹄健康對乳牛和牧場十分重要。要想自由活動，乳牛的牛
蹄必需健康。只要牛蹄健康，乳牛就可以在穀倉裡或在田間遊戲：
休息、進食、喝水、或者去擠奶機器人那裡擠奶。透過採用 Lely 

Meteor 腳蹄健康裝置，牛蹄的健康就可以持續、動物友善和安
全的方式不斷提高健康狀態。

關注餵養效率
餵養選擇 

餵養是乳牛養殖場最主要的開支之一。因此，要按照需求餵養每
頭乳牛並且要關注餵養效率。可能需要餵食更進階的日糧，甚至
有時需要結合餵食液態飼料。

控制乳房健康
乳房控制選擇 

優質的牛奶來自健康的乳房。了解乳房健康，了解何時採取措施。
每次擠奶前都要避免細菌和交叉感染。控制乳房健康，改善健康
狀態並降低您的成本。

了解您的乳牛
乳牛健康選擇 

照顧好您最寶貴的財產——您的乳牛。健康乳牛可節省成本、節約
時間並提高奶產量。對乳牛的健康有更多的控制，並用進階的感
測器和易於使用的資訊做出正確的決定。這會確保您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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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切可能

與您的當地擠奶專家一起開始探索。

「我立刻就注意到，
乳牛變得更健康了。」

只要您知道您希望自己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讓您的熱情、興趣和目標促使您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那些可能性和
解決方案。後退一步，思考未來，這是邁向更成功生活的第一步。如果您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您會想做什麼？認
真做一名更好的酪農，還是擁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兩者兼顧？您的當地 Lely 中心邀請您探索您的可能性。
撥打電話 04-22453788 或傳送郵件至 Eric.Hsieh@spli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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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標混淆，將認定為是對 Lely 專利權的侵權。保留所有權利。

本出版物中提供的資訊僅供參考，不構成報價出售。某些產品在個別國家可能未上市，所提供的產品可能與所示的產品不同。未經 Lely 

Holding S.à r.l 書面允許，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透過印刷、影印、縮微膠捲或任何其他方法複製或出版。雖然本出版物的內容已被盡

可能地小心地編纂，但是 Lely 不承擔本出版物中的錯誤或遺漏可能造成的任何損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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