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動完成重覆性工作可使您有更多的
時間。

Lely Juno可以在各種類型的牛舍中推送
飼料，甚至可以在不同牛舍之間移動。

增加飼料推送頻率對您和奶牛都有多
種益處。

明智地分配您的時間 
它適用於
所有牛舍健康的牛奶生產

自動飼料推送
Lely Juno

www.lely.com

增加飼料攝入量
從未如此輕鬆

02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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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奶牛進食狀況更好，
我們將飼料推送頻率加倍，

在夜間也會推送飼料。”

增加飼料推送頻率確實帶來了效益。它會刺激牛
群在整個日間和夜間頻繁食用飼料，從而提高了
飼料攝取量。這對牲畜健康，生育能力，產量以及
您的財務狀況都有正面的影響。

攝入大量快速發酵的飼料引發的PH水平極度下降可能導致亞臨
床反芻酸中毒。反芻酸中毒會損害瘤胃壁。飼料通過瘤胃過快，而
令粗纖維發酵的細菌在低PH水平下不起作用。這會導致飼料利用
率更差。奶牛每24小時應進食10至14次以達到良好並且穩定的PH
水平，進而提高飼料的使用效率。

Maxime Auff rais
法國夏多布里昂 

“兩年前，我們使用加裝推刀的拖拉機每天
早上，中午和晚上推送飼料。在Juno自動推
料機器人到貨後，我們將飼料推送頻率加倍，
可以有更多時間照料奶牛。
奶牛進食狀況更好，因為推送器在夜間也會
推送飼料。我認為Juno的聲音會引誘奶牛更
頻繁地來到飼料柵欄。我們的剩餘飼料減少

了，甚至搾乳機器人的訪問行為都增加了。“

增加飼料推送頻率會刺激奶牛更頻繁地來到飼料柵欄，再次填滿
瘤胃。通過自動完成這一重複性工作，您可以在增加飼料推送頻
率的同時大幅度降低人工需求和燃料成本。

Lely Juno自動飼料推送器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提高您日常工作的靈
活性，提升餵養過程的效率並讓您的事業取得更大成功。

智能餵養高效省力

您的餵養策略對結果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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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不間斷配料
每一頭奶牛，哪怕是品種較差的奶牛，都能
攝入最適合其瘤胃健康度，成長和生產的配
料。通過定期推送飼料，讓飼料始終處於奶
牛能夠到的位置。餵養和飼料推送會刺激奶
牛來到飼料柵欄，再次填滿瘤胃。

最佳飼料攝取量
餵飼是奶牛來到飼料柵欄的最大動力。當
您使用飼料添料車餵養時，每天餵飼2至3次
可在工作量與最佳飼料攝入量之間達到最
佳平衡。這意味著您每天需要推送飼料6到
8次。

節省人工
人工往往是整個日間和夜間讓飼料保持在
奶牛可進食範圍內的限制因素。以每天三輪
每次10分鐘的飼料推送計算，自動飼料推送
器每年至少可為您節省180小時。這超過了一
名全職員工每年的月工資。如果您改為每天
推送飼料6次，該節省額會加倍！

更多的彈性時間
通過自動完成重覆性的飼料推送工作，您就
不必在一天中多次中斷自己的活動。將您的
農場經營技巧用於獲取更多機遇。例如，牧
場管理，牛群管理的育種方面或調整奶牛配
料以及優化飼料轉化效率。這些工作都比您
自己推送飼料更有價值。

“奶牛會在聽到 Juno開始運行
的蜂鳴聲時前來進食。”

法國Jérôme Auff rais
120頭產奶牛和400頭犢牛

增加飼料推送頻率對您
和奶牛都有多種益處

自動飼料推送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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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頻繁地使用擠奶機器人
與自動搾乳機器人結合使用時，Lely Juno已經證明，
它可以增加機器人的訪問率。增加訪問次數會增加牛
奶產量，尤其是品種較差的奶牛。此外，擠奶時需要趕
入的奶牛數量下降，搾乳機器人的使用效率更高。

減輕壓力
奶牛成群地進食，躺臥和走動。當飼料有限或難
以接觸時，飼料柵欄處會發生緊迫和攻擊行為。
品種較差的奶牛會等到主牛群休息時再進食。它
們進食速度更快，進食量也往往更少。這會造成
問題牲畜數量增加。如果適口飼料的供應量始終
充足，就能減少進食點過少的不良影響。

挑食和剩餘飼料
更頻繁地推送飼料會刺激飼料攝入量和減少剩餘飼
料量。奶牛挑食飼料的機會減少，因此進食的配料幾
乎與餵養的配料相等。將提供新飼料前的剩餘飼料率
目標定在3至5％。如果飼料尚餘5至10％時奶牛等待進
食，可能是因為飼料的混合質量或適口性有問題。不
合格剩餘飼料是廢料，應予丟棄。

牲畜健康狀況改善
50-70％產奶牛的能量需求來自揮發性脂肪酸，其是碳
水化合物發酵後的殘留物。令粗纖維發酵的微生物在
低pH水平下不起作用。少量多餐可提升PH水平並使其
更穩定，從而讓奶牛能夠更好地利用其進食的飼料。
頻繁的飼料推送會刺激奶牛更頻繁地進食，並幫助它
們最充分地利用飼料。

自動飼料推送的更多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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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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完成維
修和支持。Lely Juno背後的組織
值得信任，您可安心。

認證技術人員
您可以通過當地的Lely中心聯繫
Lely的所有認證技術人員。他們可
以確保完美安裝，設定所需路線，
以及在長期無故障壽命期內提供
所需服務。

您當地的擠奶和餵養
專家

您當地的Lely中心是您可以依賴的產奶自動化合作夥伴。Lely多年以來建立
起一個全面的專家網絡，將他們的產奶自動化經驗與對當地的了解相結合。
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幫助您獲得Lely設備的所有益處。

“我們從維修工程師處獲
得了非常明確的說明。”

荷蘭Wim Wijnhout - 200頭產奶牛

區域知識和經驗
您還可以依賴當地Lely中心的農場管
理顧問提供的知識，幫助和支持。他
們可以確保您的Juno在優化農場工
作效率和盈利能力方面發揮作用。

我們天生具備乳牛養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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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受過相關知識的培訓和
測試。可隨時為新客戶和現有客戶提供可靠性
和專業知識協助。由於當地技術人員和顧問在
您當地安裝的其他系統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因
此他們能最快解決問題。

最具自動化產奶領域經驗
Lely是自動化產奶領域的市場領導者。
在自動飼料推送方面，我們在Juno和Lely 
Vector自動餵養系統上分別積累了超過10
年和5年的經驗。所有這些知識都用於開發
這款第三代J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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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
Lely Juno自動沿飼料通道移動，從而沿著飼
料柵欄推送飼料。機器下部的地面驅動式旋
轉表面將粗飼料推向飼料柵欄。一個沉重鋼
塊組成飼料推送器的“主體”，這確保機器有
足夠的質量來推送飼料。

低耗能
可安裝在牆壁上或飼料通道地面的充電站充當每個
餵養路線的離開和到達點。Juno充電快速而又輕鬆，
效能極高的電機每年只需102 kWh。與拖拉機或鏟車
相比可節省大量燃料成本，並且顯著降低牛舍的CO2 

排放量。

Lely Juno
增加飼料攝入量從未如此
輕鬆

自己推送飼料現在已成為過去。使用Lely 
Juno，您可以增加飼料推送頻率並降低
人工和能源成本。

安全
Lely Juno在飼料通道中工作，這是容易進入牛
舍的區域。因此，安全性更重要。為此，自動
推料機器人配備了碰撞檢測器。這可以確保
自動推料機器人碰到障礙立即停止前進。

設計適合任何類型的牛舍
由於Lely Juno是一台獨立機器，因此不太需要
進行牛舍改造，並且可以在幾乎任何類型的牛
舍中使用。Lely Juno可輕鬆處理所有類型的
餵飼柵欄，因此適合任何類型的牛舍。即使是
飼料通道較小的牛舍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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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傳感器
Lely Juno利用超音波傳感器來沿牆壁
和飼料柵欄按所需距離而不需改換路
線行駛。

金屬導軌
Lely Juno利用感應傳感器沿著金屬導軌
朝充電站行駛，並在需要時行駛到其他
牛舍。

清潔路線
Juno還可以清潔餵飼走道，例如在餵養時
間前一小時進行清潔。清潔路線始於飼料
通道外部，將所有雜物推向餵飼柵欄。

晝夜工作 
沿各種路線按與飼料柵欄間的每一
種所需距離24/7全天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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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y 
Control 
Plus 
Lely Juno可以使用“Lely Control Plus”應
用程序通過藍牙連接進行控制。這意味著您
可以通過一部或多部智慧型手機操作Lely 
Juno。可通過預設操作輕鬆創建並調整路
線，手指觸控屏幕便可完成Juno轉向。在每
個餵飼走道的一個路線內可輸入多個餵飼
輪次和與餵飼柵欄的距離。

Lely Control Plus可從Google Play和App 
Store下載，並且還可控制Discovery吸糞機
和Vector餵養系統。

動態推送
飼料在整個飼料通道上的分佈從未
均勻。由於採用智能軟體，這無關緊
要。您可以為每個路線設置與飼料
柵欄的最短距離，推送頻率和每個
飼料組的飼料類型。軟體會根據這
些數據決定合適的阻力水平和推送
力。Juno會根據某一點的飼料量自
動糾正其與飼料柵欄的最佳距離。

這可以確保Juno在每一種情況下，
在整個走道內正確推送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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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農場會逐漸擴大規模，在不同牛舍中蓄養牲
畜群。了解到Juno適用於各種類型的牛舍佈局
和飼料柵欄很令人高興，但當Juno需要在多個
畜棚中推送飼料時，可以得到下列選件的輔助：

軟包裝
軟包裝包括除用於打開和關閉電動門的牛舍門控制之外的所有選件。還可
以單獨訂購這些選件或在安裝後添加。

所有選件都集成在Lely Juno的軟包裝內。這些選件已在工廠內進行了精心
安裝。可以單獨訂購多種選件。當地Lely中心可在安裝Lely Juno期間添加想
要的選件。

擋板提升器
由於有擋板提升器，Juno可以通過地面欄杆之類的
小型障礙。它還能在行駛於斜率不超過15％的坡面
上時提供足夠的離地間隙。離地間隙還可使擋板不
接觸泥巴和肥料，從而不污染飼料。

左側和右側推送
由於具有雙向推送功能，因此進食範圍內具有更大
的容量。此外，雙向牆壁跟踪還可讓Juno左右兩側
沿牆壁行駛。

牛舍控制門
與牛舍門控制組合使用時，Juno可以在從一個牛舍
向另一牛舍時自動打開和關閉電動門。

LED燈
LED燈可提高Juno在黑暗中的可見性。這可以提高在
黑暗中從一個牛舍駛向另一牛舍時畜欄的安全性。

電動保險槓防護
電動保險槓防護是一個金屬條，具有安裝在保險槓
上的電脈衝。脈衝不會傷害奶牛或人，只是用於防止
奶牛接觸保險槓而使機器停止。

技術規格 Juno

直徑（cm） 110

高度（cm） 110 - 177

重量（kg） 620

推料高度（cm） 63 - 67 

驅動 電機

速度 12（m / min）

電池 12V / 55Ah的

決定運動方向 陀螺儀和超音波

最大斜度 15％（8.5度）

飼料通道最小寬度 1.25米+飼料寬度

不充電情況下的行駛時間 1小時

最長行駛距離 1公里

允許工作溫度 -20至+50度

動態推送 標準

左側和右側推送 可選

電動保險槓防護 可選

LED燈 可選

控制門 可選

擋板提升 可選

擋板傾斜 可選

自行組裝J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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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過Lely Juno實現智能餵飼
不分晝夜地頻繁推送飼料可刺激牛群的乾物質攝入量。這可以優化瘤胃健
康，餵飼效率和工作效率。通過自動化完成這項重複性工作，您可以讓自己
的生活更輕鬆，提高生產效率以及讓您的事業取得更大成功。
在 www.lely.com/feeding 上了解有關智能餵養的更多信息

智能化養殖是您自己的選擇。

通過您當地的Lely中心開始智能餵飼

“我寧願花更多時間照料
乳牛而不是推送飼料“。

法國Maxime Auff 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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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ce Corporation

Splice Corporation
No. 180, Sec. 2, Churng Der Rd. 
Taichung, Taiwan
t +886 4 22453788
i www.spli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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