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用於條狀地板的自動推糞機
器人。

為畜舍地面與乳牛排泄物所設計的自動
吸糞機器人。

定期清潔地板可以讓乳牛的腳蹄、乳房
和尾巴更加乾淨。

08 1003 Discovery 90 S 與 SW 
自動推糞機器人

Discovery 120 自動吸
糞機器人改善動物健康

www.lely.com

良好的畜舍衛生改
善了乳牛的健康

畜舍地板清潔
Lely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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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乾淨的畜舍地板會讓腳蹄更乾淨、牛
床上的糞便會更少，尾巴和乳房也會更加潔淨。同
時可以預防與衛生相關的蹄病和乳房感染，並促
進乳牛健康的自然行為。這樣可以讓檢測發情更
容易，從而縮短分娩間隔。而腳蹄與乳房的健康對
牧場的財務健康也有著重大的貢獻。

定期清潔地板可以抑制細菌生長並讓乳牛的腳蹄、乳房和尾巴保
持乾淨。這不僅可以改善蹄部健康，更能提高牛群整體的生產力。

透過最新技術的應用，畜舍地板可以自動保持潔淨。Lely 
Discovery 自動吸糞機器人會24小時自動清潔地面，到達畜舍內的
每個角落，顯著地改善地面、牛床和動物的整體衛生狀態。

智慧農業在於您的選擇!

從地板開始改善動物的健康
Etienne Simon
Saint‑Germain‑en‑Coglès，法國

「我們決定使用 Lely Discovery 自動吸糞機
器人取代刮糞機，因為乳牛每次跨越刮糞
機時，都會弄髒前腿和後腿。這真的讓我們
非常頭痛，因為骯髒的腳蹄會不斷弄髒牛
床。使用自動吸糞機器人後，乳牛的腳蹄與
腿部都明顯乾淨許多。牠們的後腿依然可
能在排便時被弄髒一點點，但前腿仍然非
常乾爽潔淨。」

「骯髒的腳蹄會將牛
床弄得很髒，這點真
的讓我很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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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乳牛可提供最佳的生產力，需要的注意也較少，讓大家都很樂意與之一同工
作。但令人沮喪的是，乳房炎、繁殖率下降和腳蹄健康問題仍是牧場內乳牛被淘汰的
三大主因。整潔的畜舍地板可以讓腳蹄、腿部、乳房和尾巴更乾淨，並有助於抑制細菌
的生長。進而減少與衛生有關的腳蹄和乳房健康問題。

乳房的健康
乳房炎是一種常見的乳房健康問題，致病原因是細菌
侵入導致乳房感染。良好的衛生對抑制細菌的生長非
常重要。乾淨的地板可以避免乳牛把糞便帶到牛床
上，進而保持乳房和尾巴的清潔，這相對減少了感染
的可能性。

繁殖能力
乳牛在腳蹄健康、地面不濕滑時，乳牛會更願意表露
自然行為。這可以讓您更容易發現正在發情的乳牛，
從而縮短分娩間隔。

腳蹄健康
健康的腳蹄對乳牛的成長相當重要。乳牛能夠隨心所
欲地自由活動 - 休息、進食、喝水或去擠奶。許多酪
農都常低估了乳牛腳蹄健康問題的普遍性。研究顯
示，酪農在牛群中僅僅發現25%的傳染性腳蹄疾病
(Jessica Fabian,2012)。這是相應措施採取不足的原因
之一。據估計，平均每年有 80% 的牧場的乳牛會罹患
蹄部疾病。這些疾病會導致乳牛跛腳並造成連帶的經
濟損失。

健康的腳蹄可以降低成本和減少財務上的
損失  
康乃爾大學(CornellUniversity)研究顯示，一般來說，
一個牧場有 20% 的乳牛會因活動量減少而造成產奶
量降低，每頭乳牛的經濟損失估計在 250到380歐元之
間。因此，除了乳房炎和生育率下降之外，腳蹄健康問
題也是三大最昂貴的乳牛疾病之一。這些成本中有一
部分來自於蹄部治療，但同時也須考慮到間接成本。
其中包括受孕率的降低、獸醫成本的增加以及牛群替
換比率的增大。

畜舍地板潔淨的重要性

每頭乳牛每年蹄部疾病的平均成本為
53.17歐元

€ 23.70 乳產量的損失
€ 11.33 屠宰成本
€ 6.56 分娩間隔成本
€ 6.31 勞動力成本
€ 2.02 廢棄乳成本
€ 1.68 修蹄成本
€ 0.84 獸醫成本
€ 0.73 醫藥成本

乳產量的損失

屠宰成本

分娩間隔成本

勞動力成本

廢棄乳成本
修蹄成本

獸醫成本
 醫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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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無憂
內心的安定對您事業的營運至關
重要。這是指您能有可靠的員工、
機器人和長期配合的合作夥伴來
提供服務與支援。  
Lely Discovery 背後的組織值得信
賴，您可以安心無憂。

Lely認證工程師
您可以透過當地的Lely中心接洽到
經Lely認證的工程師。他們可以確
保安裝的完善、設定所需路線，並
提供最佳的服務，進而延長機器使
用壽命。

您當地的牧場自動化
專家
當地的 Lely 中心是您可靠的牧場自動化合作夥伴。多年來，Lely 已建立
了一個全面性的專家網，將牧場自動化方面的經驗與當地的知識、資訊相
結合。主要目標就是協助您透過使用 Lely 設備去獲得最佳的收益。

「時間會說明他們
的一切功效。」

Severin Batzill
Schlier，德國

當地的知識和經驗
您也可以依靠當地 Lely 中心的牧場
管理顧問提供的知識、協助和支援。
他們可以確保您的Lely Discovery機
器人在最佳化牧場生產力和營利方面
發揮它最大的作用。 

我們天生具備乳牛養殖基因
許多Lely的員工本身都俱有畜牧背景。他們了
解牧場的工作方式，並接受過相關知識的培訓
和測試。他們提供了可靠性和專業的知識來協
助顧客。您當地專家具有從當地類似案子中獲
得的知識與見解，因此您始終可以獲得與時俱
進的建議。

最具牧場自動化經驗 
Lely是牧場自動化領域的市場領導者。在
牧場自動清潔方面，我們已經累積了超過 
10 年的經驗。我們運用這些知識來開發新
一代的LelyDiscovery機器人。

7



行駛間灑水以達到最佳的清潔效果 
Discovery 90 SW 型號配有噴嘴，可以灑水提高畜舍地面的清潔效
果。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乾燥的環境、佔用率較低的畜舍或有
寬敞通道的畜舍都會容易形成一層薄薄的乾糞便。這樣的糞便層
會讓地面更滑。透過在刮板前方噴水，就可以將地板清潔得更徹
底且不易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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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90 S 與 SW

導航方式
機器人運行時不需要在地板下方或內部安裝鏈條、纜線或感應
器。內建的超音波感應器可確保 Discovery 90 在預定的距離內沿
牆壁或柵欄行駛。而內建的陀螺儀讓 Discovery 90 可以隨時追蹤
其位置。

輕鬆掌控
機器人也許正在您的畜舍內工作，但您仍可以掌控清掃的路線與
頻率。很多酪農選擇根據餵飼時間設定清潔時間。這有助於卻跑
乳牛不受到機器人通過的干擾。除此之外，您可以選擇定期清潔
乳牛主要的通道，以確保地板始終乾燥潔淨。 

運作方式
Discovery 90 自動推糞機器人是由電池驅動的。在安裝後，當地
的Lely中心人員會依您的畜舍需求設定路線。利用手機的App，您
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安排路線。完成路線設定後，Discovery 90 
會自動回到充電站。而充電站便是每次清潔路線的起點。

智慧化設計
Lely Discovery 90 可讓您的畜舍地面全天候保持潔淨。這一款自
動推糞機器人可以到達畜舍的每個角落，進而改善整體的衛生狀
況。前面彎曲的圓弧設計可防止機器被卡住，同時確保正確地沿
著牆壁行駛路線。它小巧的設計讓 Discovery 90 能在任何分隔門
下面行駛，可清潔更大部分的畜舍地面。

人工畜舍清潔是一項繁重且不太令人愉快的工作，而且只能
在短時間內讓地板保持乾燥清潔。傳統的系統則存在弊端，
它需要大量的後續維護且無法清潔到交錯的通道。因此，我
們開發了適用於條狀地板的Discovery 90 S和 SW 自動推糞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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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糞而非刮糞 
機器人不再是將排泄物向前推動，而是使
用真空幫浦將乳牛排泄物吸到箱內。與傳
統刮糞機相比，這樣的清潔效果更好。 

灑水以達到最佳的清潔效果與抓
地力 
Discovery Collector 自動吸糞機器人可以
從機體的前、後方灑水，自前方噴灑可以
讓機器人吸糞的效果事半功倍，而從後方
噴灑則可以有更多抓地力。 

沒有障礙並具有最大靈活性
Discovery Collector 自動吸糞機器人使用
內建的感應器獨立導航。而且它不需要纜
線、兩角的滾輪或架高的通道，而使用刮
糞機時則需要這些設置。

人工刮糞非常耗時，而不論繩索或鍊條式的刮糞機都有許多缺
點。鏈條和兩角的滾輪常常造成通道上的阻礙、等待區無法清潔
到，且每次刮糞機經過時，乳牛都會被其上的排泄物弄髒腳蹄。為
此，Lely 開發了 Discovery 120 自動吸糞機器人，這款用於畜舍地
板清潔的革命性自動吸糞機器人。

Discovery 120 自動吸糞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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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行駛路線
Collector 自動吸糞機器人從充電站開始每次的路線。
清潔的排程與路線可以輕鬆地根據牧場和乳牛的日常
節奏進行調整。

工作原理 
Discovery 120 自動吸糞機器人不會如刮糞機推動牛糞，而是吸起
排泄物並帶到排放站排掉。 導航科技

由兩個超音感應器、陀螺儀和先進的軟體技術獨特的組
合確保了可靠的導航科技。不需要修改畜舍，機器人便可
遵循設定好的路線行駛。 

用智慧型手機操控
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的app操控Collector 自動吸糞機
器人。Lely Control app透過藍芽無線連接，因此，牧場內
每台智慧型手機都可以用來操控機器人。 

灑水裝置 
前方的噴嘴會灑水以軟化牛糞乾掉形成的薄層，讓地板的清潔更
加徹底；後方也有噴嘴會灑水以保持地面濕潤並減少打滑的可能
性，這樣的方式可以防止糞便快速附著在地面上。隨著吸取的糞
便漸漸裝滿，集水袋的體積也會慢慢變小，讓機器人釋出更多空
間來裝填糞便。乳牛可以輕鬆地在機器人周圍移動，而機器人也可
以在分隔門下通過。 

排放排泄物 
進入排放站後，機器人會打開充氣閥門開始打氣，在兩分鐘內，
所有的排泄物會從箱內被排到排糞尿坑內。充氣閥還會從真空
系統中排放冷凝水。在離站後，充氣閥會關閉，真空和水幫浦開
啟，Discovery 繼續依路線行駛。

填充集水袋
如果啟用了噴水系統，則機器人會先行駛到站內去裝
水。 裝滿後，機器人會按照設定的排程時間與路線繼續
行駛。

吸取排泄物
真空幫浦會連接到箱內並產生真空，將排泄物從地板上吸
走。當箱內被填滿後，頂部的感應器會關閉真空幫浦與水幫
浦。Collector自動吸糞機器人會在行駛到排放站前用真空將排泄
物擋在箱內。 

完成路線行駛
每次路線都在充電站結束，機器人會開始充電並靜候下次排
定的時程開始。 

機動性最佳
Collector 自動吸糞機器人的前端筆直，可以更精確地清
潔角落。機器的後方採用圓弧設計，在轉彎時可以最大程
度地進行清潔。由於該機器可以在不向後行駛的情況下
執行此動作，因此在前方吸起糞便時，後方的地板可保持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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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的地面讓乳牛更健康 
大家都知道乾淨的畜舍地板會讓腳蹄更乾淨、牛床上的糞便會更少，尾巴和乳房也會更加潔淨。更可以預防與
衛生因素相關引起的腳蹄與乳房感染疾病，同時促進乳牛的自然行為。這讓酪農可以更有效率地檢測場內發
情中的乳牛。
傳統的刮糞機有許多缺點，鍊條、兩角的滾輪總變成通道中的障礙，等待區無法清潔到，每次刮板推積的糞便
都會弄髒乳牛的腳蹄。這就是為什麼Lely開發Discovery自動推糞機器人和Discovery Collector自動吸糞機器
人系列的主要原因。 

智慧農業在於您的選擇 

與您當地的Lely中心一同改善畜舍衛生 

「乳牛的腳蹄比以
前乾淨許多。」

Etienne Simon
Saint‑Germain‑en‑Coglès，法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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