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ding Management

饲养管理

如何提高奶厅使用效率
文∕威 廉
（利拉伐中国牧场管理总监）

William
1 为什么有的牧场产奶
量更高

威廉出生于荷兰，畜牧学
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家庭牧场
工作，曾在中东地区担任2 000~
4 000 头奶牛牧场的项目经理。
1997 ~ 2003年加入利拉伐，并在
中东地区担任项目经理，主要负
责新牧场的设计和设备选型，并
从2003~2008年，担任土耳其地区
总经理。2008~2012年，担任东南
亚地区总经理，2013年后常驻北
京作为牧场管理服务总监。

2 提高5%的产奶量

William

对牧场人员培训方案进行管理。

充足的刺激时间，并且在预刺激后
60~90 s内上杯。过早上杯并不能

牧场的挤奶工进行正确的预挤

加快挤奶速度，而可能会增加乳头

2 个牧场可能有相同的奶牛品

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诱导放乳反

损伤。推迟上杯则会降低挤奶速度

种，相同的饲料和相似的设备。但

射，他们先按摩乳头，但如果他们

和产奶量。

可能出于某些原因，只有其中1 个

上杯太早或太迟，将会导致很多牛

牧场的产奶量更高。这是为什么

奶的丢失。他们在上杯前应该等待

呢？怎么样才能改善呢？

多久呢？

3 提高30%的挤奶效率

通过分析牧场的挤奶流程和员

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中，通

为什么有的牧场平均12 min就

工操作，并与行业内最佳水平进行

过建立正确的时间程序，奶牛会被

可以挤1 个批次，而另一些则需要

比较，改善挤奶操作中需要改进的

很好地刺激，并进行很好的放乳。

将近20 min呢？这也是挤奶流程的

部分，就可以降低乳房炎发生率，

同时该研究还证实产奶量可以增加

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奶厅像一个

提高牛奶质量和奶牛产奶量。

5.5%。正确挤奶流程的一部分包括

钟表：如果从待挤区到挤奶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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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步都做对，那么就可以提高

M a n a g e m e n t

Plus+服务和牛奶质量Plus+服务。

操作流程每一步的时间标准进行对

牛奶转移到奶罐中。使用VPR200
和连接的无线传感器可以进行一

挤奶效率。通过对挤奶流程的每一
步进行时间计算，然后与最佳挤奶

［饲养管理］

6 有强大的技术力量
支持

些测试（图1）。其中一个测试是
测定一些牛只在挤奶过程中集乳
器的真空水平。VPR200存储数据

照，找出可缩短时间的环节。
利拉伐的经验表明，通过分

机器挤奶有大约100 年的历

并将结果以图形表示，可以显示

析操作流程并实施最有效的挤奶流

史，因此世界各地有大量的可获得

出真空稳定度，集乳器真空度在

程可以提高30%的挤奶效率。在

的相关知识。利拉伐发明了挤奶

挤奶过程中下降，同时检测脉动

中国的一些大型奶厅，通过分析

机，从一开始利拉伐就在这个领

器的功能和真空泵的容量是否达

挤奶工和开展挤奶培训可以提高

域，伴随着这个新服务，利拉伐与

到国际标准。

15%~20%的奶厅效率。

中国养殖者和挤奶工分享上千个成

第三步，牛奶质量专家观察奶

功牧场的和来自世界各地牛奶质量

厅操作员如何赶牛，牛只如何进入

专家的成功经验。

奶厅。奶牛是否自信地进入奶厅，

4 降低奶牛应激

还是害怕进入奶厅？操作人员是否
研究表明，应激促进了奶牛
肾上腺素的释放，高水平的肾上

7 在几天内学到几年的
经验

平静地操作奶牛或是打牛？所有增
加奶牛应激水平的活动最终都会导
致放乳减慢，降低奶厅效率并降低

腺素会降低奶牛的产奶量。但什

牛奶产量。

么导致了应激？一个常见的原因

利拉伐Plus+服务的工作模式

是奶牛长时间呆在待挤区内，在

是经过培训、考核并且拥有实施

第四步，牛奶质量专家会监

任何一个牛群中，都有一些具有

Plus+服务经验的利拉伐牛奶质量

测挤奶流程细节。奶牛的预刺激如

支配地位的牛只欺负一些等级比

专家来到牧场，观察挤奶工在一

何？挤奶工是否检视头三把奶并检

较低的牛只。提高奶厅工作效率

个挤奶班次中的所有操作，记录

测乳房炎？上杯如何？杯组的位置

可以帮助促进牛群移动，并降低

每个动作花费的时间，以及是怎

如何？滑杯预防情况如何及是否及

奶牛应激。

么操作的。

时纠正？脱杯时是否检查乳房？药

正确的赶牛技巧可以营造一个

第二步是监督挤奶系统的操

安静的挤奶环境，降低奶牛应激，

作及集乳器是如何收集牛奶并将

浴液覆盖乳头情况如何？
最后，牛奶质量专家会检查乳

并提高奶厅效率。同时观察一下奶
厅的灯光强度，奶牛不喜欢进入比
待挤区灯光更暗的奶厅。

5 给牛场场长提供一系
列全新的服务
利拉伐现在发布了一个全新的
服务系统：可以分析挤奶效率、牛
奶质量，并将牛场与行业最先进牛
场进行各方面的比较，然后给牧场
提供改善建议。
这套新的服务称之为奶厅效率

图 1 利拉伐牛奶质量专家用利拉伐奶厅利拉伐重型掌上电脑（VPR200）
记录挤奶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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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炎并降低体细胞数。

头和乳头末端情况。乳头末端的状
况会指示设备的功能情况，并指示

8.3 优化奶厅操作的好处

是否有过挤发生。
牛奶质量专家随后会将奶

牧场的功能是给消费者提供尽

厅的数据与行业标准数据进行比

可能优质的牛奶，并给场长创造收

较。这样，牛奶质量专家会发现

益和利润。优化奶厅操作可以提高

牧场做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

挤奶工效率并提高牛奶质量。

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牛奶质

然而，最大的收入和利润增

量专家会给牧场一些建议，以提
高挤奶流程的具体步骤，提高奶
厅效率和产奶量。

8 利拉伐牛奶质量Plus+
服务介绍

加来源于牛奶产量的增加。通过
图 2 改善乳头状况在降低乳房炎发
病率方面非常重要

改善挤奶流程、降低过挤、降低

会使用更多的水和清洗剂以确保好

牛奶产量。即使每头牛每天只多

的清洗质量。

产0.1 L牛奶，对于有1 000 头

奶牛应激及其它方面后可以提高

挤奶牛的牧场来讲，也可以增加

8.2 关注体细胞数

14.6 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牛奶质量Plus+服务与生产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管理

降低体细胞数对牧场的好处最

Plus+服务类似，但会更专注于控

好的牛场，体细胞数水平在15~

大，表1所示体细胞数增加会导致

制牛奶质量的特殊方面。

20 万个/mL 。许多低体细胞数的牧

产奶量降低。

场使用利拉伐的挤奶设备和服务以

8.1 关注细菌数

保持高水平的牛奶质量。

如果将表中的数字转换成收
益：把体细胞从35 万个/mL降到

除了奶厅效率外，清洗的效率

当查看牧场如何降低体细胞

20 万个/mL ，产奶量将增加3%，

也会被进行评估，检测清洗的效率

数时，利拉伐专家不仅会看挤奶

以1 000 头泌乳牛，平均日产奶量

并与行业最佳操作进行比较。通过

流程及挤奶机，还会看牧场各项

25 L计算，产奶量增加3%，可以增

检查清洗流程并打开挤奶设备检视

操作的时间；奶牛是否在挤奶后

加100 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内部，可以发现清洗的质量及清洗

有新鲜的饲料可以吃；奶牛休息

提高奶厅效率，培训挤奶工按

薄弱环节，从而降低细菌在设备内

区清洗次数；乳房炎病例是否进

照最佳挤奶流程并平静的赶牛可以

部任何一处滋生的机会，并确保维

行细菌培养；牧场是否检测并记

提高产奶量，提升牛奶质量并降低

持低的总细菌数。通过检查清洗循

录所有的乳房炎病倒。只有所有

乳房炎发病率。 C

环，可以发现潜在的节省用水和清

的乳房炎控制和预防方案在牧场

洗剂的地方，因为很多牧场操作者

得到落实后，牧场才可以管理乳

（收稿日期：2014-11-07）

表 1 体细胞数与产奶量的关系
大缸奶体细胞数（个 / mL）

牛群乳区感染比例（%）

产奶量损失比例（%）*

200 000

6

0

500 000

16

6

1 000 000

32

18

1 500 000

48

29

* 产量损失的计算以体细胞 20 万个 /mL 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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