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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者

李    职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物本天成，所以更美；

物竞天择，所以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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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2020年
9月

2020年
11月

2021年
2月

2021年
6月中试车间&万吨级生产线动工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中试生产车间建成并调试

万吨级生产线
竣工投产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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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激情 梦想

专注年轻 专业

拥有一支专注于仔猪液态奶开发及应用的科研团队；

博士4人，硕士5人，专业人员若干；

已申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

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开展产学研的深度合作。



团队成员

刘忠臣 吕    美 王蜀金 柒启恩

动物营养学博士，登封市人大

代表，致力于猪场智能化装备

的研发。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

利70多项，主持和完成的科

研成果8项

动物营养学博士，师从四川农

业大学陈代文教授。河南所以

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发表论文10篇，取得国

家专利授权18项

荷兰（Maastricht 

University/Wageningen 

University）基础医学博士，

重庆医科大学助理研究员。专

注于断奶仔猪肠道免疫发育的

机制研究。发表国际/国内期

刊论文20余篇

动物营养学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教师，岭南学者（四岗）。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发表 SCI 

论文3篇，申请发明专利5项。

主要从事动物生理生化与分子营养、

动物肠道健康等研究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袁宏辉 郑威迪 李泽磊 董    翔

预防兽医学硕士，河南所以更

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致力于仔猪液态奶（乳）生产，

技术推广

悉尼大学MBA硕士，纽卡素

大学金融会计硕士。曾任職於

美國投資銀行悉尼分行JP 

MORGAN投資部，澳大利亞

聖佐治銀行悉尼分行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硕士，河

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致力于猪饲料配方设计、

研究及应用推广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硕士，技术

总监。专注于母仔猪营养方面的

研究，猪饲料配方设计及饲料加

工工艺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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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环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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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背景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养环境的改变，生态随之发生改变；

每次改变就需要对其进行生态补偿。

自然环境 农户圈养 集约化
养殖

现代化
养殖

现代养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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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现状及研发背景
研发背景

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实现乳仔猪的自动化饲养

如何解决母猪奶水不足

如何解决仔猪早期断奶应激

如何提高母猪断奶发情率、配种率

1.

2.

3.

4.

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乳仔猪饲喂要少量多餐，

要消耗大量人力

乳仔猪料槽清洗频

繁，操作繁琐

病弱乳仔猪需要特别强

化护理，减少死淘率

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规模化养猪场自动化养猪设备的应用

母猪高产造成奶水不足：

有效乳头＜14，产仔数＞14，造成普遍的哺乳期奶水相对不足。

注：数据出自柒启恩等（2018年）

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母猪采食量不足造成奶水不足：

哺乳母猪适宜采食量(kg)=1.5+0.5×所带的仔猪头数

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母猪体况透支造成低发情率、低配种率：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求年产胎次需要对仔猪进行早期、超早期断奶：

减少母猪的体况损失、提高年产胎次，普遍采用21天早期断奶技术。

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早期断奶造成断奶应激：本质——能量的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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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业问题聚焦

乳仔猪断奶后采用传统方法，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仔猪断奶应激！

断奶仔猪肠道绒
毛膜结构的变化 

断奶前 断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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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介绍

乳仔猪液态奶

所以更妙

乳仔猪多功能综合型生态应用平台

所以更美



经工艺加工，脂肪球粒径达0.5μm，脂

肪酸组成与母乳接近，更易吸收

乳化脂肪

裂解发生水解及水合反应，产生风味

独特的各类小分子功能性风味物质

风味独特

刺激并促进乳仔猪充分采食固体饲料，

激发生长潜能，减少病弱仔猪死亡率

母乳补充品

经分子裂解技术，产品蛋白质分子量85%

以上小于10KD，易于乳仔猪消化吸收

彻底消除植物抗原

经分子裂解技术释放中药的有

效成分，提高药效

传统中医药配方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介绍

调节合理的pH值来提高仔

猪肠道适应性

适宜的pH值

所以更妙

适用于：哺乳期仔猪、早期及超早期断奶仔猪、断奶后2-3周仔猪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介绍

自主研发独立知识产权的

下料口设计

辅助人工控料1

2

5

3

4
针对产床规格尺寸设计背挂

式安装

拆装简易

通过生态应用接口，该功能可额外补充口服铁

剂，微生态制剂，口服抗生素等

独特的生态应用接口设计

满足乳仔猪既可采食液态奶，

又可采食固体颗粒配合料

独立式双供料体系

使用特殊材质，较长的使用

寿命，部分组件可拆装清洗

整体设计方便清洗

所以更美

适用于：产房哺乳期乳仔猪（10-15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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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核心价值

彻底解决仔猪断奶应激的问题，提高成活

率及活仔数、断奶重，改善仔猪均匀度

核心价值 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批次化生产，彻底解决

仔猪自动化养殖的最后一公分；

首创应用综合型生态平台接口，实现仔猪

口服铁剂，口服疫苗，口服抗生素等应用

解决

实现

应用

所以更妙

所以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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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料加工成饲料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猪乳如何产生的？

母猪采食饲料后体

内进行酶解、发酵

等一系列生物反应

03

通过母猪乳腺的转

化，生成母乳

04

母猪通过泌乳哺喂

乳猪

技术核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猪乳的成分与功能 猪乳

乳蛋白 乳糖 乳脂

比
例
适
合
的aa

种
类
齐
全

消
化
酶

提
供
能
量

维
持
胃pH

3.8

提
供
能
量

比
合
适
的
脂
肪
酸

种
类
齐
全

技术核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转化
生物酶解

活菌发酵
中草药提取

分子裂解

构建人工猪奶生物仿生系统

模拟猪乳中三大营养物质的功能

技术核心



蛋白

蛋白质分子量分布
M：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1：长大14d常乳；

2：4d哺乳仔猪十二指肠内容物；

3：60d仔猪十二指肠内容物；

4：“所以更妙”。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核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母猪常乳  &“所以更妙”肽分布比较（%）

样品名称 14d常乳 “所以更妙”
＜1kDa 0 34.4
1～2kDa 0 8.8
2～5kDa 0 14.1
5～10kDa 2 25.9
＞10kDa 98 16.8

＜1kDa 0 34.4

技术核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豆抗原蛋白含量

注：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龙科方舟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若样品OD值高于0ppb校准品OD值，则检测结果显示为#NUM，表示样本为阴性。

编号 大豆球蛋白（mg/g） β-伴大豆球蛋白（mg/g）

大豆 75.93 127.79 

速爆大豆 17.84 40.40 

膨化大豆 74.70 39.40 

46%豆粕 184.21 93.23 

分子裂解大豆 #NUM! #NUM!

所以更妙 #NUM! #NUM!所以更妙 #NUM! #NUM!

技术核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乳糖

A:转化成乳酸，调节pH3.4-3.8：

Ø 调节液态奶pH4.7左右；

Ø 胃内分泌一部分H+。

9-12天乳猪胃酸分泌3.4 mmolH+/h，

27-40天乳猪胃酸分泌7.6 mmolH+/h，

28日龄断奶仔猪每日胃酸分泌140 mL。

B:水解为半乳糖和葡萄糖功能，采用

净能体系进行模拟
注：数据出自PETER D. CRANWELL（1985年）。

技术核心



脂肪

脂肪酸组成（%） 常乳 所以更妙

UFA（不饱和脂肪酸） 71.45 74.29

SFA（饱和脂肪酸） 26.59 25.70

U/S 2.69 2.89

ω-6脂肪酸 37.21 39.74

ω-3脂肪酸 2.13 2.41

ω-6:ω-3 17.47 16.48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母猪常乳&“所以更妙”脂肪酸组成对比

技术核心



技术核心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猪乳脂肪球粒径为3.8μm

特殊工艺的作用下，分解成0.5~3μm以下粒径的脂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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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分 含量
粗蛋白质Crude protein ≥7.00%

乳糖Lactose ≥6.00%

粗脂肪Crude fat ≥6.80%

粗纤维Crude fibre ≤1.00%

粗灰分Crude ash ≤2.00%

钙Calcium 0.10%～0.50%

磷Phosphorus ≥0.10%

赖氨酸Lysine ≥0.70%

干物质Dry matter ≥35.00%

“所以更妙-I”营养成分指标
产品使用方法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使用阶段 推荐用量

哺乳期（0-21日龄） 1 kg/头仔猪

“所以更妙-I”使用阶段及推荐用量

产品使用方法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以更美”乳仔猪多功能生态应用平台   安装图示

产品使用方法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以更美”乳仔猪多功能生态应用平台

干料档位旋钮

出奶档位旋钮
干料触碰开关

出奶触碰装置

干料仓奶篮及奶仓

顶盖

独创
生态应用接口

产品使用方法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使用方法

“所以更妙”&“所以更美”安装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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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产生关键组分

2,分子量降解

3,消除抗原

4,风味物质产生

5,衍生物产生

1,发芽

2,酶解及发酵

3,分子裂解技术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工艺流程



第四章

    生物安全&质量保障
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聚集区

科技园区
缓冲区

生产区
主车间

灌装间

产业聚集区：

科技园区：

缓冲区：

生产区：

主车间：

灌装间：

了解入驻企业情况及地县疫
情动态

禁止养宠物、携带猪肉制品、
定期驱蝇蚊虫鼠

持卡进入消毒通道、无关人
员禁止进入

根据分类，穿着相应衣物，
经第一消毒通道进入

根据分类，洗消后更换相应
衣服

非灌装人员或未通过批准的
维修人员禁止入内

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环境六级分区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进厂人员按不同类型洗消

原料进厂统一消毒

车辆进出多级洗消

智能化仓库管理，出厂前留库3天检验合格后出厂

产品智能仓储及出厂

01

02

03

04

四项
措施

进厂车辆进行多次洗消程序，合格后方可放行

所有进厂原料独立消毒仓库，消毒3天后方可使用

进入不同区域的人员，洗消级别不同

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第一消毒间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第
二
消
毒
间

第
三
消
毒
间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车辆烘干房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智能仓储



第四章

    生物安全&质量保障
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化验&品控室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高
效
液
相
分
析
仪

定
氮
仪

非
瘟
检
测
成
套
设
备

微
生
物
检
测
设
备

多
功
能
酶
标
仪



第五章

    产品应用效果介绍
动物科学试验

田间试验效果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试验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0年4月——2020年6月

地点：广东某猪场Ⅰ

2．试验设计：

同车间选择24头长×大分娩母猪，平均分为三组，每组12头，分别为对照组、试

验组I、试验组II。不同的是对照组仔猪正常补料，而试验组仔猪除正常补料外，

还补喂“所以更妙”液态奶（仔猪4天龄开始补“所以更妙”液态奶）。

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表1 液体奶对哺乳期仔猪（0-21日龄）生长性能的影响
对照组 试验组I 试验组II

样本数 12 12 12
总头数 120 120 120
平均头数 /头 10.00±0.58 10.00±0.23 10.00±0.82
初始体重 /kg 1.54±0.07 1.53±0.05 1.52±0.05
终末体重 /kg 6.75±0.59 7.11±0.67 7.31±0.54
平均日增重 /g/d 248.28±25.6 265.63±29.92 275.6±24.14
平均日采食量（液体料） /g/d 70.00±5.20 75.67±7.12
平均日采食量（固体料）/g/d 9.70±2.30 9.23±1.63 8.93±1.57
腹泻率 /% 2.22±1.04 0.5±0.5 0.15±0.34
成活率 /% 96.82±4.51 100±0.00 100±0.00

动物科学试验

日增重两组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增重的趋势明显，腹泻率两组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约2%，成活率两组试验组都高于对照组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表2 液体奶对仔猪断奶后第一周（22-28日龄）生长性能的影响

对照组 试验组I 试验组II
样本数 12 12 12
总头数 116 120 120
平均头数 /头 9.60±0.53 10.00±0.86 10.00±0.82
初始体重 /kg 6.75±0.59 7.11±0.67 7.31±0.54
终末体重 /kg 8.03±0.8a 9.03±0.71b 9.27±0.69b
平均日增重 /g 182.09±29.44a 274.05±20.33b 280.28±26.23b
平均日采食量（干粉料） /g 280.24±24.54a 254.75±22.14b 251.6±16.96b
平均日采食量（液体料） /g 280.00±10.70 285.00±11.45
总风干物质摄入量 /g 280.24±24.54a 355.07±22.14b 354.24±16.96b
料肉比 1.56±0.16a 1.30±0.11b 1.27±0.07b
腹泻率 /% 5.31±3.04a 2.00±1.15b 1.78±0.75b
成活率 /% 100 100 100

日增重两组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存在差异显著，日均采食干物质量两组试验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
腹泻率两组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表3  液体奶对仔猪28-42日龄生长性能的影响

对照组 试验组I 试验组II
样本数 12 12 12
总头数 116 120 120
平均头数 /头 9.60±0.58 10.00±0.86 10.00±0.82
初始体重 /kg 8.03±0.80a 9.03±0.71b 9.17±0.69b
终末体重 /kg 12.73±1.25a 14.31±1.15b 14.64±0.85b
平均日增重 /g 335.69±35.73a 376.79±33.54b 391.22±20.65bc
平均日采食量（干粉料）/g 460.04±45.58 430.8±32.99 444.74±30.76

平均日采食量（液体料）/g 140.00±12.44 148.86±13.21

总风干物质摄入量 /g 460.04±45.58a 480.46±32.99b 497.62±30.76b
料肉比 1.37±0.08a 1.30±0.06a 1.28±0.08b
腹泻率 /% 1.98±0.44a 0.30±0.2b 0.27±0.2b
成活率 /% 100 100 100

日增重两组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增重的趋势明显，腹泻率两组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断奶后d1                          断奶后d2                        断奶后d3              

动物科学试验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科学试验

1.试验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0年9月

地点：广东某猪场Ⅱ

2．试验设计：

同车间选择36头长×大分娩母猪，平均分为两组，每组18头，分别为对照组和试

验组。两组猪管理方法一致，仔猪5日龄开始补喂固体教槽料；对照组仔猪4日龄

开始补喂配方奶粉（奶粉:水：1.5:8.5），试验组仔猪4日龄开始补喂

“所以更妙”液态奶。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科学试验

表2  补喂配方奶粉与“所以更妙”液体奶对哺乳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对照组 试验组

窝数 /窝 18 18

总头数/头 180 180

窝平均头数 /头/窝 10.00±0.49 10.00±0.56

4日龄重 /kg/头 2.20±0.07    2.20±0.06              

21日龄重 /kg/头 7.00±0.19 7.48±0.32  

平均日增重  /g//d/头 282.35±9.52  310.59±15.40

日均采食量（补喂液体奶） /g/d 139.06±29.42 58.83±6.89

日均采食量（固体料）/g/d 6.02±0.55 8.49±1.12

补喂干物质日均摄入量 /g/d 26.16±3.27 28.06±1.26



第五章

    产品应用效果介绍
动物科学试验

田间试验效果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2021年
1月

2021年
2月 2021年

3月

2021年
3月 2021年

4月

2021年
5月

2020年
12月

广西客户

试验仔猪：400头
25日龄均重：7.5kg/头
42日龄均重：14.95kg/头

湖南客户

试验仔猪：160头
25日龄均重：7.6kg/头
42日龄均重：14.74kg/头

云南客户

试验仔猪：50头
21日龄均重：6.6kg/头
42日龄均重：13.85kg/头

广东客户

试验仔猪：200头
21日龄均重：6.8kg/头
42日龄均重：14.75kg/头

福建客户

试验仔猪：80头
21日龄均重：6.8kg/头
42日龄均重：13.68kg/头

广东客户
试验仔猪：360头
23日龄均重：7.2kg/头
42日龄均重：14.65kg/头

河南客户
试验仔猪：400头
21日龄均重：6.5kg/头
42日龄均重：13.85kg/头

江西客户
试验仔猪：200头
21日龄均重:7.25kg/头
42日龄均重：14.95kg/头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田间试验效果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田间试验效果
常规饲喂教槽料方式

客户 仔猪头数 断奶仔猪数 成活率 平均窝增重kg
广东 120 116 96.67% 66.7
江西 102 90 88.24% 42.1
四川 150 137 91.33% 45.2
河南 135 129 95.56% 39.98
福建 40 36 90.00% 42.4
河南 51 39 76.47% 42.2
平均 598 547 91.50% 46.43

饲喂液态奶+教槽料方式
客户 仔猪头数 断奶仔猪数 成活率 平均窝增重kg
广东 120 120 100.00% 72.3
江西 102 99 97.06% 50.82
四川 150 148 98.67% 52.5
河南 135 135 100.00% 43.02
福建 40 38 95.00% 46.3
河南 53 51 96.23% 48.88
平均 600 591 98.50% 52.30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物本天成，所以更美
物竞天择，所以更妙



河南所以更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