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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相信，所以坚持；

因为坚持，所以发现；

因为发现，所以更妙。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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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更妙”液态奶自动饲喂平台



尊重猪的生态，让仔猪喝足六周的奶



现代家猪是人类在8000多年前

通过不断改变野猪的原始生态，逐渐驯化而来

但猪的基因中仍保存着原始的野性

1.1 猪的原始生态



现在养殖的特种野猪仍保持较多的原始生态

1.1 猪的原始生态

现在养殖的特种野猪或者家猪仍保持较多原始生态



1.2 现代化猪业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然环境 集约化养殖散户圈养 现代化养殖

现代养猪的每一个变化，都改变了猪的原始生态；

但每一次的改变，生存环境就得到改善，

其实也是一种生态补偿措施。



生态补偿措施都有哪些？



1.2.1 现代养殖生态补偿 

饲养密度大 通风系统



1.2.1 现代养殖生态补偿 

野外觅食，食物多种多样
人工饲料补充多种营养



1.2.1 现代养殖生态补偿 

粪便量大 漏缝地板



1.2.1 现代养殖生态补偿 

野外自然条件充足 人工模拟补偿

光照，温度，湿度等



1.2.2 应激的焦点—断奶应激

现代化养猪技术的应用，对猪会产生不同的应激；

如：断奶应激、热应激、换料应激等等；

而所有焦点都集中在仔猪的断奶应激

断奶应激包括：生理应激、心理应激和环境应激等

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断奶仔猪出现机体能量负平衡。



如何解决断奶应激？

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补偿？



1.4 断奶应激的补偿措施

Ø 提高饲料消化利用率；

   加工工艺：膨化、熟化等

   原料处理：发酵、酶解等



Ø 添加大量乳制品及高质量蛋白原料，复配为代乳料；

1.4 断奶应激的补偿措施



Ø 饲料中使用多种功能性添加剂；

如：复合酶制剂、复合酸化剂、复合维生素、

    复合多糖、氨基酸……

1.4 断奶应激的补偿措施



Ø 优化饲养方式，如提前教槽，饲喂代乳料等；

1.4 断奶应激的补偿措施



事实表明：

    仔猪断奶后单独饲喂干粉代乳料，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仔猪断奶应激！！！

1.4 断奶应激的补偿措施

断奶前                 断奶后



1.5 仔猪断奶应激定义

主要原因：没有尊重猪的生态变化，

        没有足够的生态补偿措施；

对断奶应激重新诠释：

如果仔猪断奶后一周平均日增重不低于哺乳期的平均日

增重，那么就说明仔猪没有出现生理上的断奶应激！

如何让仔猪在断奶后第一周仍维持哺乳期的日增重？



尊重断奶仔猪的生态需要，进行全面的生态补偿，

让仔猪吃足六周的奶！！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提出乳仔猪三阶段补饲

“所以更妙”液态奶

的补偿方案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第一阶段：哺乳期1-21天

          建议补饲“所以更妙”液态奶1kg/头 。 

目的：1.提高断奶重1kg，提前培养仔猪采食配合饲料的适应性，

      2.断奶采食干物质量可达200g以上；提高仔猪健康水平和

均匀度；

      3.减轻母猪泌乳负担，快速恢复体况，缩短母猪的发情间

隔，提高配种率。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哺乳期母猪平均日泌乳量约为10 升（按10头仔猪计算，日平均采食

约1L/头）；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1L猪乳 干物质约183g/L 平均日增重约250g/头

生长沉积约50g/头

日维持需要约133g/头

（增重含水按80%计）

说明哺乳期，母乳具有极高的效率

（哺乳期增重约5kg计）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干物质约350g/头

生长沉积约210g/头

（增重含水按80%计）

仔猪增重1kg

生长沉积200g/头

所以更妙1kg/头

按60%沉积率计算

断奶仔猪多增重1kg/头

仔猪在哺乳期，充分采食母乳的情况下，多采食1kg所以更妙，

就意味着可换来约1kg的增重！

同时提前培养仔猪的断奶适应性！

＝



第二阶段：仔猪21日龄断奶后一周（第22～28日龄）

          建议饲喂“所以更妙”液态奶2kg/头

目的：1.用于提前培养仔猪断奶适应性，仔猪可进一步采食

        固体饲料，达到日平均200g/头；

      2.在28日龄前日采食干物质量达400g/头，仔猪4周龄体

        重达到8～9kg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干物质约700g/头

采食总量约2.20kg/头

（料肉比按1.30:1计）

日均采食教槽料约200g/头

断奶猪增重约1.70kg/头

所以更妙2kg/头

采食教槽料量约1.4kg/头

如果仔猪断奶重为6.5～7.5kg

断奶第一周体重可达8～9kg/头！！

按88%风干物质计算



第三阶段：断奶后第二～三周（第5～6周龄），

          建议饲喂“所以更妙”液态奶2kg/头

目的：1.防止断奶仔猪出现二次应激；

      2.促进仔猪固体料平均日采食量达到450g/头以上；

      3.在六周龄前日采食量最高可达到750g/头，体重达到13～15kg；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1.6 尊重猪的生态需求

干物质约700g/头

采食总量约7.10kg/头

（料肉比按1.30:1）

日均采食教槽料约450g/头

仔猪增重约5.50kg/头

所以更妙2kg/头

按88%风干物质计

采食教槽料总量约6.3kg

如果断奶第一周体重达8～9kg以上

六周龄体重可达13～15kg/头！缩短两周达到上市体重！！



1.7 奶从何处来？



“所以更妙”人工猪奶生物仿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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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猪奶从何而来

原料加工

成饲料 饲喂母猪 母猪泌乳

哺喂仔猪

哺乳母猪作为生物反应器将饲料转化为母奶

哺乳母猪消化吸收的过程：酶解—胃肠道各种酶系消化日粮中的原料

                        发酵—后肠微生物发酵，重吸收

                        乳腺—营养物质的进一步加工转化

母猪将营养物质经过前处理与预消化转化成为适合仔猪的母乳



2.1.1 “奶”的组成成分

奶的主要成分：

   水、脂肪、蛋白、糖、无机盐；

“所以更妙”液态奶是从何而来？

又是如何实现呢？



根据猪的生理特点，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模拟哺乳母猪产奶

机制设计“人工猪奶生物仿生系统”，生产出接近母猪奶

的“所以更妙”液态奶，为仔猪提供合适的营养来源

2.2 人工猪奶生物仿生系统



2.2.1 “所以更妙”液态奶从何而来

大豆（Soy）、谷物（Grain）、奶（Milk）

Soy Grain Milk “所以更妙”

人工猪奶生

物仿生系统
酶解

发酵

分子裂解

中药植物转化



2.3 所以更妙生产及工艺

通过“生物技术四合一平台”，利用植物转化，酶解，发酵

等工艺处理约5%的物料获取关键组分；

酶解

发酵

中药熬制

植物转化



2.3 所以更妙生产及工艺

“生物技术四合一”专利



2.3 所以更妙生产及工艺

通过自主创新及工艺优化，经过长期的

摸索，“分子裂解” 工艺目前已取得

所有生产参数，同时利用“生物技术四

合一平台”获取仔猪营养的关键组分，

完美整合“生物技术五合一” ，实现

“所以更妙”液态奶的批量生产



2.3 所以更妙生产及工艺

分子裂解工艺是本系统中作用最强大的创新，具有流程

简易，耗时短、能耗低的物理过程，同时不消耗物料中的

营养成分，因此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物料中的营养物质，而

且在分子链断裂的同时产生水合及水解反应，产生丰富

多彩的各类小分子功能性风味物质。



2.4 “所以更妙”液态奶与猪奶相仿

参照猪常乳的基本参数，

在乳制品的基础上，用经

过预消化处理的低分子量

的植物蛋白进行强化



Ø  猪乳均一稳定，含有大量大分子蛋白，仔猪体内的酶系

不活跃，但能激活猪乳中含有的约60多种酶将大分子蛋白

分解为小肽及氨基酸，进行吸收利用。

Ø  “所以更妙”液态奶通过分子裂解技术，大大降低

   蛋白分子量，经检测90%的蛋白质分子量小于10KD以

   下，仔猪依靠自身少量的酶就可直接吸收利用。

2.4 “所以更妙”液态奶与猪奶相仿



2.4 “所以更妙”液态奶与猪奶相仿

经过分子裂解技术

的大豆蛋白质分子

量分布

1.普通大豆样品

2 ～ 5.分子裂解后的大

豆样品



1和2：所以更妙样品；  3.大豆样品；  4.微波大豆；  5.膨化大豆； 6和7.豆粕；

2.4 “所以更妙”液态奶与猪奶相仿



u 均一液体，适合乳仔猪采食习性及提前培养断奶适应性

2.5 “所以更妙”液态奶的特点



u 零添加人工诱食剂，独特的风味，极高的诱食性

2.5 所以更妙特点



u零抗生素，零抗原，减少腹泻率，提高健康水平

2.5 所以更妙特点



u 纯天然原料，与猪乳成分高度接近

2.5 所以更妙特点

脂肪酸组成（%） 常乳 进口酸奶 所以更妙 所以更妙

UFA（不饱和脂肪酸） 71.45 49.63 74.07 74.29

SFA（饱和脂肪酸） 26.59 50.38 25.93 25.70

U/S 2.69 0.99 2.86 2.89

ω-6脂肪酸 37.21 14.99 41.10 39.74

ω-3脂肪酸 2.13 1.21 2.56 2.41

ω-6:ω-3 17.47 12.39 16.05 16.48



u 配方独特，融合现代动物营养学成果，中华中医药遗产，

活血健脾，独创的分子裂解工艺造就“所以更妙”液态奶。

2.5 所以更妙特点



如何实现仔猪自动补饲

“所以更妙”液态奶呢？



“所以更妙”液态奶自动饲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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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产房及保育舍通用型饲喂器—所以更美SGM-I

所以更美SGM-I

u节省人工，方便使用，安装简单，人工辅助控料；

u可满足仔猪同时采食液体奶及固体饲料；

u易于更换，降低整体成本；

u利于诱食，培养仔猪对干料的采食适应性；



3.1 产房及保育舍通用型饲喂器—所以更美SGM-I

产
房
及
保
育
舍
通
用
型
饲
喂
器



3.1 产房及保育舍通用型饲喂器—所以更美SGM-I

产房（10-15头仔猪）



3.1 产房及保育舍通用型饲喂器—所以更美SGM-I

保育舍（10-20头）



3.2 多功能组合式饲喂平台—所以更美SGM-II

所以更美SGM-II（15-20头仔猪）

u安装简单，组合式箱体多种选择；

u可满足仔猪同时采食液体奶及固体饲料，根

据需要自由组合；

u易于更换，降低整体成本；

u人工辅助控料，避免浪费；

u可搭配散装泵送，组合升级，功能延伸，可

安装辅助补液系统；



1.左右两边是奶桶，中间为干料桶；

2.中间挡板可实现两种饲料过渡，

多种组合搭配；

如：教槽料/保育料

    保育料/小猪料……

3.备用接口可进行泵送液体饲喂；

3.2 多功能组合式饲喂平台—所以更美SGM-II



多
功
能
组
合
式
饲
喂
平
台

3.2 多功能组合式饲喂平台—所以更美SGM-II



3.3 大保育（50—100头）自动给奶系统



第三代饲喂器

母仔同食饲喂系统

所以更美SGM-III

敬请期待

3.4 第三代饲喂器—所以更美SGM-III



3.5 “所以更妙”液态奶饲喂视频



“所以更妙”液态奶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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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0年广东某猪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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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验动物和材料

试验动物：哺乳期仔猪、早期断奶仔猪360头

试验材料：“所以更妙”液态奶，某酸奶，颗粒教槽料等



4.1  2020年广东某猪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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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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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20年广东某猪场试验



4.2  2020年广东某猪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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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020年广东某猪场试验

断奶后头三天



4.2  2020年广东某猪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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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田间试验

全国多地田间试验数据统计

　 试验头数（头） 21日龄断奶均重 42日龄均重

福建某猪场 80 6.8kg 13.68kg

广东某猪场1 360 7.2kg 14.6kg

广东某猪场2 160 6.93kg 13.85kg

河南某猪场 200 7.25kg 14.95kg

江西某猪场 360 7.18kg 14.6kg

四川某猪场 200 6.9kg 14.75kg



物本天成，所以更美

物竞天择，所以更妙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