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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挤奶与奶衬特性
文∕威廉·施米茨 译∕马 茜
（利拉伐（中国））
摘 要：本文重点介绍了挤奶设备与奶牛乳房健康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奶衬对于维护乳头末端良好状况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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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乳头“开花”。

1 奶衬是设备与奶牛的
关键连接点

挤奶后，乳头末端角质化严
重，基部出现环状突起、肿胀和变
色（红、紫）等都属于不好的乳头

奶牛可通过4 个路径感染乳房

状况。乳头状况不好，尤其是乳头

炎，即致病菌通过4 个乳头进入乳

粗糙的奶牛更容易感染乳房炎，这

房引起感染。因此，保护乳头，尤

是因为粗糙的乳头末端皮肤极易藏

其是乳头末端，是减少新发乳房炎

匿细菌并使其更易侵入乳房。图1

感染的关键手段（结合良好的牛舍

是乳头评分标准。

环境，保证奶牛乳房和乳头干净且
干燥）。

运作良好的挤奶设备和优质的
挤奶流程是保证高效挤奶及降低乳
房炎感染的首要前提。一台运作良

2 挤奶程序与乳头末端
健康

好的挤奶设备可提供稳定的挤奶真
空水平，并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脉

图 1 乳头末端评分

动装置，使得奶衬可以正常地开启

量。设计先进的奶衬可快速完成

挤奶设备通过真空将牛奶从乳

和关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

挤奶，减少滑杯次数，并有效维

房中挤出来。脉动切断乳头处的真

有优质的挤奶流程，保证足够的预

护乳头健康状况。一些因素和参

空，并在休息相通过奶衬给乳头进

刺激，上杯前乳头干净且干燥，并

数决定了奶衬性能的高低及减少

行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乳头过多

避免过挤。

滑杯和保护乳头的效果，以下是

的暴露于真空中可导致乳头皮肤受
损、乳头末端皲裂和角质化。

其中的重要几项。

3 奶衬的功能

基于全群的乳头末端状况评分

3.1 乳头末端真空水平

可作为检查和比较乳头状况的有力

奶衬是奶牛和挤奶设备之间

乳头末端真空水平与系统真

手段。乳头末端过度角质化是乳导

的关键连接点。奶衬性能决定了

空水平不完全相同。对一头下奶速

管上皮细胞以及乳头口外周皮肤增

乳头末端的健康状况，从而很大

度快的奶牛进行乳头末端真空度测

生的结果。乳头末端过度粗糙会形

程度上影响到新发乳房炎病例数

试，图2的曲线图显示了在每个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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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周期的实际真空度，以及整个挤

真空度过高，可观察到奶衬“上

奶过程中真空度的平均水平。从中

爬”，这导致奶流受阻且乳房剩奶

可以发现，曲线初始时的巨大波动

增多。唇腔真空度过高也会导致挤

重型杯组需要奶衬作用于乳头

为上杯后出现的滑杯现象；开始挤

奶后乳头基部肿胀（乳环）及乳头

的压力较高，以预防滑杯和掉杯。

奶后，奶流量达到高峰时，乳头末

充血变色。

柔软的奶衬配合使用轻型杯组，可

端的真空度下降到最低；在挤奶即

3.4 杯组和奶衬的结合

减少乳头受到的压力。利拉伐和谐

3.3 奶衬材质的厚度、柔韧
性和延展性

杯组是轻型杯组和柔软奶衬的组

当系统工作真空为42 kPa时，

合成橡胶奶衬的寿命可维持

真空的稳定性，奶流高峰流量甚至

挤奶时，乳头末端的真空水平应稳

2 500 次挤奶，在这期间，奶衬至

可达到15 L/min。相对于大多数重

定在38～42 kPa。对于下奶快速的

少开启和关闭750 000次。随着使

量在2.7～3.2 kg的杯组，和谐杯组

奶牛，在其奶流量达到峰值时，真

用时间延长，奶衬弹性逐渐降低。

的重量仅有2.1 kg。

空值不应低于36 kPa。挤奶开始阶

如果拿旧奶衬和新奶衬进行对比，

段及低奶流量阶段，乳头末端真空

由于开合作用以及对于乳脂的吸

值不应超过42 kPa，以避免过挤对

收，可明显看到旧奶衬变长、变宽

乳头末端的损伤。挤奶时，乳头末

大了。随着奶衬变形，奶衬的延展

端真空度也不能低于32 kPa，否则

性降低，挤奶性能下降。同时，旧

降低挤奶速度，延长挤奶时间，从

奶衬中生成的裂缝为细菌提供了生

而对乳头末端造成损伤。

长环境，因此，按时更换奶衬是有

将结束阶段，奶流量下降，真空度
回升。

合，可在快速挤奶的同时保证奶爪

图 4 利拉伐和谐杯组

4 奶衬技术的新突破
4.1 利拉伐三叶草 TM 奶衬特
点
利 拉 伐 三 叶 草 TM奶 衬 正 在
投放中国市场。这款基于多种特
性进行设计且获得专利的奶衬与
图 2 每个脉动周期的实际真空度以及整个挤奶过程中真空度的平均水平

轻型杯组一起，更加适合高产
牛（图5）。主要有以下几点：

3.2 奶衬唇腔真空度

（一）奶衬桶壁与乳头贴合更紧

奶衬唇腔是奶衬凸出部位与乳

密，减少滑杯；（二）柔软的唇

头侧壁形成的密闭腔室（图3）。

口及低唇腔真空度，预防乳头肿

奶衬唇腔真空度升高可导致乳头肿

胀及奶衬上爬；（三）休息阶

胀变紫，从而限制奶流量。对于传

段，更温柔的按摩乳头；（四）

统的（圆形）奶衬，过高的奶衬唇

挤奶快速，挤奶时间缩短。

腔真空度常见于短小乳头，这是因

图 3 奶衬唇腔

为奶衬桶壁不能紧密包裹住乳头，
使得真空传输到奶衬唇腔。正常情

效保障挤奶性能，避免微生物生

况下，奶衬唇腔真空度为10～15 kPa，

长，以及预防乳房炎的推荐做法。

4.2 利拉伐三叶草 TM 奶衬在
中国的使用情况
利拉伐牛奶质量团队在中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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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5.6%；漏气比率平均下降了
12.0%。
同时，试验发现牛奶产量有所
提升，新发乳房炎病例有所减少。
但由于对这2 项数据的影响因素众
多，因此，不能将此改善完全归
功于三叶草 TM奶衬。但不可否认，
三叶草 TM奶衬与其变化具有一定关
联。C
图 5 利拉伐三叶草 TM 奶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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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先生在家族牧场工作。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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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进行评估等。整个试验过程，

三 叶 草 TM奶 衬 项 目 在 位 于 山
东、内蒙古、北京、天津、安徽和

评测的乳头数量超过80 000 个，并
对3 次采集的数据进行比较。

辽宁的共9 个示范牧场展开，每个
牧场试用三叶草 TM奶衬4 个月，按
2 500 头次的标准定时更换奶衬。
整个试验过程，三叶草 TM奶衬共完
成了730 多万次挤奶。
利拉伐牛奶质量团队分别在使
TM

4.3 利拉伐三叶草
用结果

奶衬使

体细胞数平均下降了12.7%；
肿胀和变色的乳头平均减少了

及使用4 个月后，3 次拜访牧场并

了5.6%，3分和4分的比例平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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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设计新农场、挑选配套设备以
及培训农场工作人员的工作。2003
其公司总经理，并于2008年被任命
为利拉伐东南亚地区总经理。2013
年，施米茨先生来到北京，担任利
拉伐中国牧场管理服务总监。

8.0%；全群乳头末端状况评分结
果显示1 分和2 分的比例平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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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利拉伐中东区的项目经理，负

年，施米茨先生升任利拉伐土耳
TM

用三叶草 奶衬前、使用2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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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茨先生进入利拉伐集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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