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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國人與西方人肉品飲食習慣之差異，對豬肉之需求較為多，尤其

是對豬隻內臟之嗜食程度尤甚。自 2005 年起豬肉市場開放自由進口，國內

養豬成本較國外豬肉出口國高出 1.7~1.8 倍，屬西方飲食甚少利用的豬雜

碎，肝、心、腎、肚、腸等豬內臟，低價且大量進口巳壓低了國產豬內臟

價格，也使豬隻在肉品市場拍賣價格降低，養豬農民獲利的空間變小。再

者 2021 年開始開放美國豬肉進入台灣，而美國豬因餵食萊克多巴胺(瘦肉

精)，致使美國豬肉較台灣豬肉價格低，此無異更增添國內養豬戶於肉品

市場販售之競爭壓力。豬隻繁殖及育成效率低，主因為國內高溫多濕，再

加上疫病控制不易，生物安全觀念不足，導致在保育階段的小豬死亡率比

國外高。本論文針對在保育階段的小豬死亡率高的狀況。建置對哺乳期仔

豬之飼養管理環節中，產房環境溫度控制及輔助哺乳設備的執行與實現。 

 

關鍵詞：小豬、溫度控制、輔助哺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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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meat eating habit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there is a 

greater demand for pork, especially for pig offal. Since 2005, the pork market has been open 

for free import. The cost of domestic pig raising is 1.7 to 1.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pork 

exporting countries. The low prices of heart, kidney, belly, intestines and other pig offal, and 

the large amount of imports have lowered the price of domestic pig offal, and also lowered 

the auction price of pigs in the meat market, reducing the profitability of pig farmers. In addi-

tion, since 2021, American pork will be allowed to enter Taiwan. Because American pigs are 

fed ractopamine (clenbuterol), the price of American pork is lower than that of Taiwanese 

pork. This will increase the competition of domestic pig farmers in the meat market pressure. 

The breeding and rearing efficiency of pigs is low.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domestic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upled with the difficulty of disease control, and the inadequate 

biosafety concept, lead to higher piglet mortality in the nursery stage than abroa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 mortality of piglets in the nursery stage. Establish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control of the farrowing room and auxiliary 

breastfeeding equipment in the feeding and management links of the suckling piglets. 

 

Keywords: Piglets, Temperature Control, Auxiliary Breastfeed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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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由於東西方人對肉品飲食習慣之差異，致使東方人對豬肉之需求較西方人

為多，尤其是國人對豬隻內臟之嗜食程度尤甚。再者，2021年開始開放美國豬

肉進入台灣，而餵食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國豬價較台灣豬低廉，此無異更

增添台灣豬農於肉品市場販售之競爭壓力。另外，相較於國外種母豬每年可繁

殖及育成22～30頭，然而國內種母豬目前每年帄均僅有15頭多。探究此因，係

國內母豬產仔少及仔豬存活率低，且國內高溫多濕，再加上疫病控制不易，生

物安全觀念不足，導致在保育階段的小豬死亡率高達8.5~15％，為先進國家的

2~3倍之多。 

        一般而言，當仔豬從母豬出生之後，依其生理特點與對所食營養之需要時

段，通常可將其分成哺乳期、保育期與育肥期等三個階段，而每個階段又依其

飼養管理措施之不同，其所採用之手段與方法亦有所差異。有關仔豬於哺乳期 

      、保育期與育肥期之相關敘述，茲分述如下： 

（1）哺乳期 

    仔豬從出生至離乳期，一般時間為3~5週。由於仔豬從出生之後，仔豬的

本體抵抗能力較弱，此時仔豬很容易受到一些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招致生病

或死亡，尤其是在酷暑或寒冬出生之仔豬，其死亡率更高。此時，如再加上一

些飼養管理不當之因素，其更易導致仔豬死亡率往上升。故如何使仔豬出生後

之初，加強哺乳期之飼養管理，提高仔豬的存活率和其最後養豬之收益，此哺

乳期是關係飼養管理者未來是否能夠有所豐厚收益的一個非常重要之關鍵時期。 

（2）保育期 

       所謂保育期，係指仔豬離乳至保育結束這段時間，其所花費之時間通常

約需5週之久。此階段仔豬自離乳後，其會失去與母豬共同生活的環境。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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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仔豬所食之飼料類型和環境亦會發生改變，故對其整體生長與發育會

造成很大的影響，此一階段仔豬體重容易減輕，體質會更虛弱，且發病率亦

會增加。倘若此時仔豬飼養管理不當，其會更容易形成所謂之「僵豬」，甚至

情形嚴重者，更會導致豬隻死亡。因此，在此階段豬隻做好離乳後的飼養管

理，對豬隻之未來育肥階段是一非常重要之關鍵時期。 

（3）育肥期 

保育期結束之後，豬隻開始進入生長房舍以進行育肥飼養，直至出欄販

售宰殺前這一階段，其飼養時間約7週左右。此育肥階段是豬生長發育最快的

時期，亦是養豬業者是否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重要關鍵時刻。一般而言，豬

隻在育肥期時，飼養管理者應加強豬隻之營養供給、提供充足乾淨的飲水、

做好豬舍內外的環境衛生，以及疫苗計畫疾病防治等工作，以提供豬隻有充

分的生長發育環境。 

此外，豬隻之死亡率亦會直接影響飼養管理者之整體獲利，甚至造成肉

品市場缺豬的現象。台灣飼育豬隻的死亡率約15%/年，此值較丹麥5%/年飼育

豬隻死亡率高出達3倍之多。依據畜詴所專員報導，台灣毛豬出生的第一個月

(哺乳期)死亡率約在12 %左右[1]。然分析其死亡原因不外乎有出生體重較輕 

、體質弱、吃不到母乳、營養不夠與抵抗力較弱等因素造成。至於豬隻在保

育飼養階段，其體重可達40kg 以上，此時豬隻的死亡率約在5 %左右，而此

階段豬隻的死亡率與德國的3～5%豬隻死亡率差異不大。有鑒於此，現在台

灣的年輕豬農比較注重環控投資，願意仿照丹麥或德國等指標國家的批次生

產或分工異地生產等「統進統出」做法，以降低台灣豬隻飼育的死亡率，並

期盼在哺乳期這階段的豬隻死亡率亦能降至於10 %以內。 

另一方面，在養豬行業中，母豬在產下乳豬後，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哺乳

期，才能再配種，且飼養管理者為了增加收益，故都會提高母豬的生產繁殖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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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般母豬一年可懷孕2.2～2.5窩乳豬，而母豬每頭年帄均出欄的仔豬頭數

可為20頭以上，因此仔豬的存活率亦成為豬場管理者關心之標的。然要提高

母豬的繁殖次數，一般飼養管理者均會對仔豬採取提早斷奶的手段，而仔豬

斷奶後應激所導致的腹瀉或死亡等問題，亦為豬場經營者及管理者困擾不已

之事。 

對仔豬免疫系統，以及腸道和腸道微生物組的發育而言，斷奶是一個有

潛在壓力影響很大的時期[2-3]。一般斷奶會造成仔豬消化系統從液體飼料變

到固體飼料之過渡期間腸道結構和功能的生理變化，而此變化會影響仔豬之

小腸的吸收能力，且可能會影響仔豬之生長和飼料換肉的效率[4]。另外，母

豬母乳的免疫調節成分和免疫保護成分亦會被去除。因此斷奶的仔豬會很容

易高度受到病原性腸道疾病的影響，如斷奶後腹瀉，而此疾病可能是由腸毒

素性大腸桿菌的血清型所引起的[3,5]。通常國內飼養管理者會於仔豬出生後

21～28天進行斷奶，而國外甚至在仔豬出生14天就會開始斷奶[6]。 

 

García 等人研究不同斷奶年齡對斷奶仔豬生理，免疫和微生物學參數的

長期影響。他們於仔豬斷奶後即立刻觀察，結果發現其血漿 IgG(免疫球蛋白

G)濃度有顯著下降，然於14天和21天之間的血漿 IgG 濃度，則未發現有明顯

差異[6]。根據仔豬的年齡，García 等人亦觀察到腸道 S-IgA 升高。與21天仔

豬相比，14天仔豬的腸道 S-IgA(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有更高顯著的增加。而

且14天的動物絨毛長度以及杯狀細胞和上皮內淋巴細胞的數量亦均有減少，

而其他測詴參數則不受斷奶年齡的影響。而且在此二實驗組中，仔豬斷奶後

均觀察到其皮質醇會有短期增加現象。而此二組仔豬斷奶後的腸桿菌亦會有

顯著下降，且斷奶後的乳酸菌數亦均有下降。然其乳酸菌的數量總是高於腸

道細菌的數量。至於在厭氧菌數方面，在14天和21天之間並未觀察到二者差

異。母乳餵養時間的縮短，將有利於仔豬斷奶後腸道 S-IgA 的早期合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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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仔豬腸道的微生物群變化，可以減少仔豬斷奶後腸道的感染。仔豬早

期斷奶對其腸道先天免疫和絨毛萎縮細胞會產生負面影響。 

儘管母豬餵食母乳對仔豬有益，然一些文獻報告認為，母豬母體之抗體

可能會對其後代的粘膜免疫反應的發展具有抑制的作用，因而造成仔豬於斷

奶後，影響其部分之免疫系統發育[7-9]。據此，在仔豬斷奶後20天起，其腸

道內容物中的 IgA 濃度會開始增加，此與缺乏母體抗體和自身免疫系統的成

熟有關。同樣重要的是，與21天斷奶的仔豬相比，斷奶14天的仔豬顯示腸道

S-IgA 顯著增加。而該結果亦證實，早期斷奶可刺激新生之仔豬自身適應性免

疫系統的成熟，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不同時間斷奶對仔豬生理、免疫和微生物學參數的影響 

 

 

         至於新生仔豬因喝不到母奶，而招致其發育不良或直接餓死，而其因不

乏有以下幾點： 

1、母豬有充分分泌的乳頭只有12~14個，但母豬一胎可以產下16至20多頭

仔豬，母豬整個哺乳過程持續3～5分鐘，但每次哺乳實際放乳的時間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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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秒，乳頭的缺乏勢必會造成仔豬以強欺弱，強奪弱食，使體弱仔

豬因搶不到乳頭錯過放奶時間。 

2、從母豬破羊水分娩到分娩後72小時是哺乳的關鍵的時期，但此時母豬產

道全開，最容易感染細菌，容易發生乳房炎、子宮炎、無乳綜合征等，

致母豬無乳汁可哺乳。 

3、母豬因黴菌毒素、便秘、飼料不足、營養不良、環境及管理因素會造成

無乳症狀，而影響仔豬哺乳。 

 

1.2 研究動機與範圍 

因乳房炎、子宮炎、無乳綜合症或黴菌毒素、便秘、飼料不足、營養不

良、環境及管理因素均會造成無乳症狀，而影響母豬對仔豬的哺乳。若能提

供仔豬輔助哺乳器，則不但可節省餵食人力和時間，以及額外需求之營養，

亦會增加仔豬日後的生長速度。 

以目前市售用於額外營養提供之輔助器具仔豬哺乳器的專利很多，而其

裝置元件大多包含螺紋固定頭、固定泌乳管、有孔隔板、密封板、彈簧、拉

桿與橡膠乳頭套。而其橡膠乳頭套前端會開有孔洞，以使乳汁可從橡膠乳頭

套流出，而達到仔豬喝到乳汁之目的。 

產房環境溫度控制為母豬需要的溫度偏低，而仔豬卻需要較高的溫度。

溫度過高，母豬會降低食量，導致泌乳不足，影響仔豬正常生長發育。如果

溫度過低，仔豬除生長緩慢外，還可能引起腹瀉，嚴重者死亡。所以產房環

境溫度的控制建置是必然的。養豬戶把保溫燈或保溫箱的加入，可使母豬與

仔豬的環境各獲得適宜的溫度，讓母豬和仔豬都在舒適的環境中生長。因此

本研究範圍針對在保育階段的小豬死亡率高的狀況，增添建置對哺乳期仔豬

之飼養管理中，產房環境溫控制及輔助哺乳設備的研究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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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章節說明 

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範圍、以及本論文各章節內容的摘要。 

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仔豬之管理步驟 

            2.2 仔豬提早斷奶哺乳設備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 

        第三章設備控制元件及系統 

            3.1 PLC 介紹 

            3.2  HMI 介紹 

            3.3  JY-DAM0404PT 介紹   

            3.4  LORA 通訊介紹說明各控制元件及系統構成。 

第四章結果與討論 

      4.1 傳統仔猪餵奶設備 

      4.2 控制系統組成 

  4.3 仔猪餵奶設備有小型、中型、大型三種 

  討論說明本論文研製之設備控制元件及系統成效。 

第五章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5.1 結論 

   5.2 未來研究方向 

 說明本論文研究結論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附錄 A：PLC 各部及配置 

              附錄 B：PLC 階梯圖程式 

              附錄 C：設定 ADP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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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D：編寫 HMI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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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仔豬之管理程序 

針對在保育階段的小豬死亡率高的狀態，建置對哺乳期仔豬之飼養管理與

產房環境溫控制是必要的手段。有關仔豬之管理程序，如表2-1所示。至於仔豬

之管理程序中，所需做之程序分段於後。 

表 2-1 仔豬之管理程序[14] [23] 

項次 項目 時間 

1 剪臍帶 出生 

2 哺乳 3~10分 

3 剪犬齒 1~2日齡 

4 斷尾 1~2日齡 

5 保溫 即時 

6 打鐵劑 2~3日齡 

7 教槽 5~7日齡 

8 免疫 3~6週 

9 去勢 2~3週或5~6週 

10 離乳 一般在4週 

 

2.1 仔豬之管理步驟  

   1.剪臍帶 

以手握住仔豬之臍帶根部，先將其中之血液擠出，再以剪刀在距腹部約5

公分處剪斷，隨後壓住傷口，防止出血。若臍帶本身未乾，必頇以2%碘酒 消

毒。 

   2.哺乳 

透過母乳哺育仔豬會產生之現象有: 

a.增加仔豬免疫力 

表2-2為母豬各期的成份分析。初生仔豬需即時吃上初乳，來增加自體免

疫力，以減少疾病發生。然因初生仔豬之免疫系統發育不完全，且亦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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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能力，因此要獲得完善之免疫力，其主要途徑必頇是透過哺食母乳。有

研究發現，母豬分娩後頭一天乳汁內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而仔豬在初生

的24小時內，其小腸壁的吸收性比較大，故於母豬之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

大部分能透過仔豬之腸壁，不變地進入仔豬的血液中，讓其產生全身免疫抗

病的作用。 

b.產生下痢等疾病 

 母豬乳汁成分隨品種、飼料、生育胎數、母豬身體狀況等因素有很大差

異。通常母豬哺乳後期乳汁總蛋白成分會由19.3%降至5.8%。而脂肪亦會由

4.0%增加至7.3%。然因仔豬腸壁吸收乳汁總蛋白與脂肪後，容易引起仔豬下

痢等疾病。此時在仔豬輔助代奶乳中添加預防的藥物，來減少仔豬下痢疾病

的發生。給仔豬適當之營養補充，以克服母乳不足或母乳質量差所帶來的不

良問題，促進仔豬生長發育，提高仔豬斷奶後之重量。 

 

表 2-2 乳汁成分分析表[15] 

乳汁成分 水分 總蛋白質 脂肪 乳糖 
免疫球蛋白（毫克/毫升血液） 

G A H 白蛋白 

母豬初乳 73.5 19.3 4.0 2.2 64.2* 15.6* 6.7 13.8* 

母豬常乳 81.1 5.8 7.3 4.3 3.5** 5.5** 2.3** 4.9** 

 

c.母豬產後缺奶因素 

從母豬破羊水分娩開始到分娩後72小時是哺乳的關鍵的時期，但此時母

豬產道全開，最容易感染細菌，且易發生乳房炎、子宮炎、無乳綜合症等疾

病，這時母豬無法對仔豬放奶。同時母豬因黴菌毒素、便秘、飼料不足、營

養不良 

、環境及管理等因素，會造成母豬無乳的後遺症狀，而影響其對仔豬的哺乳。

此時如能適切地提供仔豬輔助餵奶器，則不僅可節省餵食人力和時間，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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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仔豬的斷奶，且亦會增加母豬產仔胎數及仔豬日後的生長速度。有關斷

乳前仔豬生長體重狀況，以及斷乳前仔豬每日需求量，如表2-3、2-4所示。 

 

表 2-3 斷乳前仔豬生長體重狀況[16] 

仔豬飼料日齡 增長體重(公斤) 

出生 1.3~1.5 

第7天 2.5~3 

第14天 4.5~5 

第21天 6~6.5 

第28天斷乳 8~9 

 

表 2-4 斷乳前仔豬每日需求量[16] 

哺乳豬日齡 每日需求量 

出生~5天 約470㏄ 

6天~10天 約700㏄ 

11天~15天 約800㏄ 

16天~20天 約1,170㏄ 

21天~28天 約1,410㏄ 

3.剪犬齒 

  仔豬出生時，在仔豬的上下顎前之四個邊角處，可見一對細長且尖銳

的乳牙，此乳牙又稱為「針齒(Needle Teeth)」。這些銳利的牙齒在仔豬吮

乳時 

，容易造成媽媽乳頭受傷，而導致母豬疼痛不願意哺乳自己的仔豬；又或

在嬉戲時，可能劃傷其他仔豬的皮膚，增加仔豬傷口的產生，以致引發後

續皮膚發炎感染的問題。因此，仔豬的小乳牙通常會在吸吮初乳後的數小

時內，用剪齒方式處理，以保證母豬的正常哺乳、小豬的健康生長發育，

以及育肥仔豬的正常生長。 



11 

4.斷尾 

  因豬出於好奇或好玩，在自然習性上喜好咬尾，致較弱小的豬會導致

受傷，甚至斷尾而影響其進食意願。若傷口感染，亦會有組織壞死、敗血

死亡等風險。為減少與改善豬隻咬尾情形，會在1~2日齡出生後之仔豬進

行剪尾的程序。斷尾的目的是預防仔豬在育肥期間相互咬尾，且斷尾與剪

犬齒同時進行。其斷尾方法是於仔豬尾1/3(約2.5cm)處用鉗子剪斷，然後

再塗上碘酒消毒，以防止傷口感染及其他併發病產生。 

5.保溫 

a.初生豬需要保溫之原因： 

  仔豬初生時由於大腦皮層發育不完全，致體表面積大且缺乏皮毛、皮

下脂肪少，體表面積相對於體重比值小，使體溫調節機能差。如果產房環

境溫度過低，很容易導致仔豬感冒、腹瀉，甚至嚴重的可能會導致其死亡 

               。 

b.適宜仔豬之溫度： 

一般1~3日齡的仔豬適宜溫度為31~35℃，4~7日齡的仔豬適宜溫度為

30~28℃，8~14日齡的仔豬適宜溫度為28~25℃，15~30日齡的仔豬適宜溫

度為25~22℃，31~60日齡的仔豬適宜溫度為25~23℃，故合適的產房溫度，

可有效提高仔豬存活率。有關仔豬及母豬適宜溫度資料，如表2-5所示。 

表 2-5 仔豬及母豬適宜溫度[21] 

 日齡或體重 最適當溫度 帶仔母豬 

出生當天 35℃ 

16℃ 

第2天 33℃ 

第3天 31℃ 

第4天 30℃ 

第5天 29℃ 

第6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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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27℃ 

第8天 26℃ 

至體重30kg           21℃ 

至體重45kg          20~16℃ 

出售時                  15~13℃ 

註：濕度50~80％ 

 

c.仔豬適宜溫度行為的表現 

當環境溫度太低，仔豬會相互靠緊或集中於母豬身旁，如圖2-1及圖2-

2所示。而環境溫度太高時，仔豬會由熱源往邊散開，如圖2-3所示。而環

境溫度適宜時，則仔豬會散開各自在不同位置休息，如圖2-4所示。 

 

 

圖 2-1 仔豬場產床使用保溫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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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仔豬場產床未使用保溫燈 

 

圖 2-3 使用保溫燈溫度夠高 

 

圖 2-4 使用保溫燈溫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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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打鐵劑 

      鐵於出生仔豬體內總鐵儲存量約40毫克，大部分在血中以血紅蛋白或

儲存於肝臟的形態存在，正常新生仔豬每日生長約需7毫克的鐵劑來維持

血中血紅蛋白質，而母豬初乳與一般乳汁的鐵濃度極低（帄均約1～2 

ppm），所以如不另外幫仔豬補充鐵劑，仔豬很容易發生缺鐵性貧血的問題。 

      豬隻大多飼養於水泥地面，豬隻無法自行採食泥土或牧草，故無法由

自然界中攝取其生長所需之鐵。故鐵之攝取皆頇仰賴飼料之供給。而每公

升之母乳中僅含三毫克鐵，無法充足提供哺乳中之仔豬足夠量的鐵，哺乳

仔豬若缺乏鐵會發生貧血，其臨床特徵會有呼吸困難、身體浮腫及虛弱等

症狀發生。為避免哺乳仔豬因缺鐵而產生貧血，故需於二至三日齡時，替

仔豬注射所需量之鐵劑。 

7.教槽 

           母豬泌乳能力於分娩後3週逐漸下降，仔豬對營養需求相對提升，故於

5~7日齡(或10~14日齡)對仔豬實施教槽。先期以粉狀料較易被仔豬接受,逐漸

加顆粒飼料。由於仔豬消化系統尚未發育完全，故每次少量及多次給予，並

頇每日更新為佳。教槽料應添加乳製品以增加適口性、需含少量粗纖維、濕

餵等。每胎10~20g，至離乳時，完全已人工乳替換。越早教槽越能促進仔豬

適應固態飼料  ，並提高生長速率。 

8.免疫 

    豬隻免疫是預防疾病良好的方法之一，而預防疾病疫苗可分兩大類，即

死毒（菌）與活毒（菌）。而常用的預防疾病疫苗，除了必頇使用的豬瘟

（HC）及口 蹄疫（FMD）疫苗以外，其他常用的疫苗有假性狂犬病（PR）

疫苗、日本腦炎（JE）疫苗、丹毒（Ery）疫苗、萎縮性鼻炎（AR）疫苗等。

仔豬、保育豬與肥育豬常用疫苗的免疫時間，如圖2-5、表2-6所示。至於常

用於仔豬的預防疾病疫苗期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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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豬瘟疫苗：配合豬瘟撲滅計劃，所有豬隻至少應於出生後第六至七週齡期  

間，施行豬瘟疫苗預 防注射一次。 

b. 口蹄疫疫苗：6~8 週齡注射一次，10~12 週再補強注射一次。台灣黑豬因

生長較慢，於六月齡時 需再補強注射一次。 

c. 豬丹毒疫苗：6 週齡注射一次。  

d. 假性狂犬病疫苗：視需要在7~10 週齡時注射一次，3~4 週後補強注射一次。 

 

 

圖 2-5 仔豬、保育豬與肥育豬的免疫計畫[18]  

 

 

表 2-6 仔豬、保育豬與肥育豬常用疫苗的免疫時間[18] 

免疫時間 疫苗名稱 注射方式 備註 

3週 豬瘟(HC) 肌肉或皮下注射 選擇 

6週 豬瘟(HC)、丹毒(Ery)  強制 

7週 假性狂犬病 ( PR )  強制 

8週 口蹄疫（FMD）  已拔針 

10週 放線桿菌胸膜肺炎 (AP)  強制 

11週 假性狂犬病 (PR)  強制 

12週 口蹄疫（FMD）  已拔針 

14週 放線桿菌胸膜肺炎(AP)  強制 

24週 口蹄疫（FMD）  已拔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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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去勢 

  未去勢公豬肉於烹調或製成加工品時，會出現令人討厭的臊味或氣味。

至於形成公豬異味的原因，係其兩種化合物(雄酮和糞臭素)在公豬的脂肪中儲

存。雄酮為一種雄性信息素，於雄性豬隻性成熟時，會在其睪丸內產生。而

另一種糞臭素（腸道菌的副產物，或是色氨酸的細菌代謝產物）會在雄性和

雌性豬隻體內都會產生。但是，未去勢公豬體內糞臭素的水帄較要雌性豬隻

高得多，此因係睪丸激素抑制了肝臟對其的降解。於是糞臭素會在雄性豬隻

成熟過程中於其脂肪中累積。而此兩種化合物在雄性豬隻性成熟時自然產生，

長時間積累在公豬體內，當被宰殺烹食，產生讓人難接受的異味。往往豬農

會在2~3週或5~6週齡實施去勢。去勢時，需注意止血及消毒，以避免傷口受

病菌侵入。 

 

10.離乳 

   一般在仔豬在4週齡時，會實施離乳程序。而進行仔豬離乳時，其體重

至少需達4~5kg 以上，且已學會攝取教槽料，始可離乳。至於母豬部分，會先

將母豬趕走，然後經3~4天再將仔豬趕往保育舍一起趕離分娩舍。仔豬離乳後 

，會常發生有厭食、下痢、生長停滯、失重…等現象，其嚴重性會受到離乳

仔豬的體重及日齡的影響。離乳仔豬飼養的好壞，對往後生長肥育期的發育

有很大影響。而離乳仔豬的飼養目標，應是縮短生長停滯期，使仔豬能快速

生長，故必頇有適當的離乳體重、注意飼料原料的選擇及營養含量、良好的

管理、衛生防疫及飼料添加物的添加…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達成。 

2.2 仔豬提早斷奶哺乳設備探討 

1.仔豬餵奶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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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仔豬具有敏銳的嗅覺和味覺，但其視覺不是很發達，且很容易與聲音

建立進食條件反射。仔豬天生對周圍的環境中的東西有很強的好奇心，特別

是覓食好奇心甚強。一般仔豬在食用乳汁完畢時，會有一個重要的行為學特

性，就是用鼻盤和嘴拱的方式，給母豬乳房做按摩。利用仔豬的這些生理、

心理和行為學之特點，可開發出一種具有授乳功能的互動性假母豬，其可增

強仔豬的營養、縮短母豬的哺乳期、減少仔豬的斷奶心理反應、減少藥物的

使用和環境污染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市售之仔豬餵奶器多採用人工餵養的方式來給予仔豬餵奶，其餵食的

方式通常會採用奶瓶逐個給予仔豬餵奶，此種餵奶效率較低且費時費力，不適

合大規模養豬場的仔豬餵養。而且仔豬在哺乳過程中，母豬會因仔豬在吸吮乳

頭時之不適或餵奶姿態不舒服，而會有無規律的翻動身體動作，致而造成會有

壓死仔豬的現象。容器加吸食器之設備，長時間奶水未食用，導致餵奶期間奶

水病菌滋生，混雜病菌的奶水被仔豬攝取後，而影響仔豬的生長。或進行奶水

配製時，對奶水攪拌不充分，導致混合不均勻，致使盛奶器內沒有壓力閥，仔

豬吸奶困難，導致飲奶量不足等問題孳生，故一可行之仔豬餵奶器設計是必要

的。 

   目前仔豬哺乳器的專利很多，而其裝置的元件大多包含螺紋固定頭、固

定泌乳管、有孔隔板、密封板、彈簧、拉桿與橡膠乳頭套(10-12)。而其橡膠

乳頭套前端會開有孔洞，以使乳汁可從橡膠乳頭套流出，而達到仔豬喝到乳

汁之目的。 

   圖2-6所示為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仔豬哺乳器乳頭實際構造的剖視圖(10)。

其整體元件包括控制桿1，出乳孔2、灌注本體3、金屬本體4、密封 O 型環5、

後方的密封板6、向密封板施壓的固定彈簧7、後固定螺絲8、橡膠乳頭與開孔

10。當仔豬吸吮橡膠乳頭9時會觸碰到控制桿1，因而帶動後方的密封板6與金

屬本體4分開，此時一端的人工調配好之乳汁會經過出乳孔2流向橡膠乳頭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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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孔10流出。當無外力施加(仔豬不吸吮橡膠乳頭9)於控制桿1時，固定彈簧7

對後方的密封板6、O 型環5、金屬本體4加壓形成密封，此時人工調配好之乳

汁則無法從橡膠乳頭9的開孔10流出。 

 

圖 2-6 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仔豬哺乳器乳頭實際構造的剖視圖 

 

  圖2-7所示為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乳豬哺乳器的組合示意圖，其整機係由

儲奶箱系統、加熱系統、電器控制系統及奶嘴組合搭配而成。至於乳豬哺乳

器的所有系統、元件與功能，如表2-7所示。另該乳豬哺乳器之儲奶箱與加熱

系統係由人工橡膠乳頭1、加熱器2、溫度感測器3、水位控制器4、掛勾5、

箱體6與循環泵7所組成。至於該乳豬哺乳器之運作模式為：液態的人工調配

好之乳汁先注入箱體6後，其所產生之浮力會使在箱體6的水位控制閥體4上

升，而導致該乳豬哺乳器之控制電路導通。若人工調配好之乳汁溫度低於溫

度感測器3所設定的32℃時，加熱器2會開始加熱，直到達到溫度感測器3所

設定的32℃溫度，加熱器2才會停止加熱。另為防止人工調配好之乳汁避免

粉體沉澱，循環泵7會隔一段時間對液態人工乳進行攪拌。當液態人工乳的

液位低於水位控制器4所設定的液位時 

，該乳豬哺乳器之控制電路會不導通、停止加熱及攪拌循環，且警報器會開始

輸出聲響，並使該乳豬哺乳器之系統停止，直至液態人工乳的液位高於水位控

制器4所設定的液位，該乳豬哺乳器方可再度啟用。而該乳豬哺乳器之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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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如圖2-8所示。 

 

表 2-7 本論文設計之乳豬哺乳器系統、元件與功能 

組合系統 元件 功能 

儲奶箱體(塑膠) 
橡膠乳頭、掛勾、箱體與

循環泵 

儲奶、液態人工乳攪拌與相關元件

鎖固之用 

加熱 電加熱管(不銹鋼) 加熱液態人工乳 

電器控制 水位控制器、溫度控制器 控制食料的水位與溫度 

 

 

 

圖 2-7 本論文設計之豬哺乳器的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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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本研究設計之乳豬哺乳器之控制系統流程圖 

 

         圖2-9為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的組合示意圖(一)，其整機係由儲奶

箱系統4、加熱系統、電器控制系統、設有控制連桿2的圓形飲水盤1，以及連

通管3等組合搭配而成。至於該乳豬哺乳器之運作模式為：液態的人工調配好

之乳汁先注入儲奶箱體4後，當控制電路導通加熱後之人工調配好乳汁經連通

管送至多個圓形飲水盤1，其內有一控制連桿2。乳豬哺乳器開始使用時，飼育

者會先用手教導仔豬之豬嘴觸碰圓型飲水盤，此時人工代奶會從控制連桿流出 

。爾後當仔豬需要飲奶時，豬嘴觸碰圓型飲水盤的控制連桿，則人工代奶會經

由連通管流至圓型飲水盤中，而被仔豬飲用。至於此新型乳豬哺乳器的所有系

統、元件與功能，如表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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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系統、元件與功能 

組合系統 元件 功能 

儲奶箱體(塑膠) 掛勾、箱體與循環泵 提供儲奶、液態人工代奶攪拌 

加熱 電加熱管(不銹鋼) 加熱液態人工代奶 

電器控制 水位控制器、溫度控制器 控制人工代奶的水位與溫度 

連通管 PE 或不鏽鋼軟管 奶品連通供給 

圓型飲水盤 PVC 或不鏽鋼水盤 仔豬飲乳物件 

控制連桿 金屬連桿 O型環 相關元件鎖固之用 

 

 

圖 2-9 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組合示意圖(一) 

         圖2-10為本論文設計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組合示意圖(二)，其整體係由儲奶

箱系統5加熱系統、電器控制系統、設有控制連桿2的圓形飲水盤1等組合搭配而

成。其中，每一圓型水盤前會設有流量調整閥4，而各圓型水盤分別用導管連通 

， 且搭配循環泵3以提供人工代奶。至於該乳豬哺乳器之運作模式為：液態的

人工代奶先注入箱體5後，當控制電路導通加熱後之人工代奶由循環泵經連通管

送至多個圓形飲水盤1 (內有一控制連桿2)，流量調整閥4調整各圓形飲水盤1的

人工代奶流量。至於多餘之人工代奶，最後再流回儲奶箱體5。至於本研究設計

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的所有系統、元件與功能，如表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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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研究設計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系統、元件與功能 

組合系統 元件 功能 

儲奶箱體(塑膠) 掛勾、箱體 提供儲奶、液態人工代奶攪拌 

加熱 電加熱管(不銹鋼) 加熱液態人工代奶 

電器控制 
水位控制器、溫度控制

器 
控制人工代奶的水位與溫度 

連通管 PE 或不鏽鋼軟管 奶品連通供給 

圓型飲水盤 PVC 或不鏽鋼水盤 仔豬飲乳物件 

控制連桿 金屬連桿 O 型環 相關元件鎖固之用 

流量調整閥 PVC 或不鏽鋼 流量調整 

循環泵 小型動能裝置 液態人人工代奶攪拌及循環 

 

 

圖 2-10 本研究設計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組合示意圖(二) 

2.3 分娩豬舍之環境溫度控制探討 

        養豬是國内農牧生產的主要產業之一，提升飼養管理技術及自動化監控管

理系統的建立，是促成產業自動化的主要因素。因自動化設備以及智慧型微電

腦系統的應用，均對生產作業的管理運用有所幫助，並能達到省工與提高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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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用效率[20]。以分娩舍溫度調節而言，因氣候環境、經營者與管理方法等的

不同，又房舍的建築方式與相關設備之設置不同而異，選擇合理的房舍及設備 

，可使家畜及管理者有個適宜的環境，可提升畜牧場之管理效率與豬隻之生產

能力。 

      台灣夏季時之高温與高濕之環境，容易使分娩母豬之泌乳量滅少及發生熱

緊迫等現象：而寒流來襲時，往往會使初生仔豬之死亡率提升。因此分娩舍、

分娩床 溫度控制系統，對提高仔豬存活率與生長效率，成為重要因素。目前分

娩豬舍環境温度控制，於仔豬保温方面，一般用燈泡保温燈為多，其主要原因

爲燈泡、保温燈之價格便宜與容易取得維修也容易，但燈泡容易故障，而且保

温之保溫範圍小，其保溫效果有限，仔豬所處位置温度稍低時，無法得到充分

的熱量補充，嚴重時將引起仔緒發生下痢，爲防止此一現象發生並提供其更舒

適的生長環境，所以會使用給腹部給溫之電熱板。哺乳期母豬15～26℃為其最

適宜生長之環境，而初生仔豬應維持於32～34℃之床面温度，後仔豬環境溫度

依日齡逐日降低，至於分娩房舍内仔豬適宜之相對濕度一般均以80～95%爲宜，

一週後相對濕度必頇調整至60～80%[20]。 

 

1.目前仔豬保溫方式及所需設備[20] 

     仔豬保溫方式 (保温設施) 

(1)添加垫料 

(2)保温箱、電熱板 

(3)保温燈、紅外線燈、電燈泡。 

(4)地板保温設施---循環泵、熱水泵、熱水管。 

  

     (1)添加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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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墊料提供仔緖保溫，主要在於減少仔豬皮膚表面與地板接觸之熱散

失，但必頇耗費相當高的勞力去更換（稻草與麥桿），更要避免使用太細、

不乾淨發霉或味道太濃厚之墊料，以防止其對仔豬所造成之呼吸道疾病等問

題。此外亦有採用墊板或塑膠墊保暖的方式。 

(2)保溫箱 

                保温箱一般放置於分娩欄之侧面或前方，目的是使管理人員對仔豬進行剪

牙、去勢以及疾病之預防與治療較為方便，同時防止仔豬接受賊風造成危害。

初生仔豬大多不會自行進入保温箱内所以對於剛初生之仔豬較不太適合。另外

豬農都會在保溫箱內加裝保温燈具，達到良好的加溫及保温效果。 

(3)保温燈 

    保温燈的種類繁多，由於其它型態之保溫燈具較為昂貴而且其效果並不顚 

着，因此燈泡保温方式較被豬農所接受。保温燈設置高度與其保溫效果有相對

關係，懸掛保溫燈應於仔豬教槽區離地面約30～45公分，另頇根據仔豬日齡及

環境溫度而調整高度，使得保温燈下方溫度介於30℃~32℃左右。 

(4)地板保溫設施 

         目前地板保温設施以循環熱水管與電熱絲（電熱管）兩種之保溫方式為主 

，此種保温設施可獲得較為均匀之板面温度（溫度控制在溫差約3℃內，設備設

置成本較高、其缺點為能源消耗大且维修較不易；電熱絲（電熱管）因埋設在

地板容易受潮濕導電，發生短路、斷路時，維修相對的麻煩，因此地板保溫设

施，應以循環熱水管保溫方式爲佳[20]。圖2-11為母豬產床保溫設施，圖2-12 產

床於分娩前一天消毒及保持室溫20℃，圖2-13 母豬產床仔豬保溫區，依仔豬日

齡更換設備調整溫度。圖2-14、圖2-15為使用保暖燈保暖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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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母豬產床及保溫設備(一) 

 

圖 2-12 母豬產床及保溫設備(二) 

 

圖 2-13 母豬產床及保溫設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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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母豬產床及保溫設備 

 

 

圖 2-15 母豬產床及保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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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應用設備 

      本論文所應用之設備包含有控制與機構二個部分 

    3.1 控制系統組成部分 

本控制系統由兩組控制小系統組成: 

 1. 仔豬哺乳設備、2.產床溫控設備。仔豬輔助哺乳器加熱及輸送集中於母豬生   

     產舍的一區，由動力泵輸送數個產床，產床溫控設備經 LoRa 無線傳輸控制。      

     相對應的仔豬之管理程序: 程序2(哺乳)、程序5(保溫)兩程序建置與實現。 

 

圖 3-1 設備控制元件及系統圖 

本論文產床保溫及輔助哺乳設備使用的控制元件，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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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控制元件表 

名稱 廠牌 型號 規格 

PLC 永宏 FBS-20MC  

通訊板 永宏 FBS-CBE  

AI+溫度擴充模組 永宏 FBs-2A4RTD 

2通道之0~10V，或-

20~20mA，4通道之 RTD溫度

輸入 

HMI HITECH PWS6500S-S  

HUB    

LORA 通訊 億佰特 E32-DTU 1W 410~441MHz 

控制模組 聚英電子 DAM0404-PT 4通道 PT100 、4通道輸出 

PT100溫度 Sensor    

 

3.2  PLC 介紹 

可程式控制器由內部 CPU 指令及資料記憶體、輸入輸出單元、電源模組、

數位類比等單元所模組化組合成。記憶體儲存相關指令，執行邏輯、順序、計時 

、計數與演算等功能，透過數位或類比輸入輸出模組，控制各種的機械或工作程

式，其內部是由電源模組、記憶體、內部運算處理器、數位類比、輸入輸出單元

等模組所組合而成。雖然在 PLC 使用之階梯式語言中，常看到像繼電器、計時

器與計數器等相關的名詞，但事實上 PLC 內部並不具有這些硬體在實體上，而

是採用記憶體與程式開發去完成邏輯控制的撰寫，取代傳統繼電器或電子電路組

成的控制迴路。用於執行簡單 a/b 接點的邏輯用算，如 LD、OR、OUT、T、C 等

指令。並利用輸出模組去連結外部硬體設備進行控制。本論文控制設備會使用永

宏 PLC+通訊板+AI+溫度擴充模組，其相關規格及配置，如附錄 A 所示。而本研

究 PLC 階梯圖程式，如附錄 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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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機介面(HMI)介紹  

        HITECH HMI 是專為 PLC 之應用而設計的小型工作站(WorKstation)，可連

線監控各知名廠牌之 PLC ( AB、FACON Fuji Series、GE、Hitachi…) 其操作軟

體為 ADP。HITECH 工業及人機介面，表示方式如下： 

   HITECH 工業及人機介面=硬體：PLC WorKstation ……觸控螢幕 PWS+軟體 

： WindowsXP/Windows10…操作軟體 ADP。HMI 人機介面，如圖3- 2所示。

HMI PW6600T-S 設備，如表3-2所示。HMI 與電腦通訊接線，如圖3- 3所示。

ADP 軟體介紹及設定，如附錄 C 及 D所示。 

 

圖 3-2 HMI 人機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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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HMI PW6600T-S 設備表  

 

 

 

 

圖 3-3 HMI 與電腦通訊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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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LORA 通訊介紹 

 LoRa -Long Range 的簡寫，是一種巧妙的電磁訊號調製方式。訊號調製就是

將更多資訊透過編碼載入無線訊號中，這種方式本身非常聰明。調製的歷史比較

悠久，事實上，它們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期和無線電發明期間。事實上，由於收

音機的存在，大多數人都熟悉―調製‖這個術語，AM（調幅）及 FM（調頻），波

形如圖3- 4所示。調幅時，資訊透過載波幅度的變化進行編碼。類似地，調頻時 

，載波的頻率會發生變化。使用調製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可以將低頻資訊（比如語

音或音樂）―擬合‖到高頻載波中。 

 

圖 3-4 調幅和調頻[19] 

   LoRa 是一種不同類型的調製，儘管它與 FM 有一些相似之處。LoRa 實際上

是 CSS 調製—啁啾擴頻調製，如圖3- 5所示。該技術本身是專有技術，並具有專

利，但是基本原則是利用啁啾對資訊進行編碼—載波頻率隨時間逐漸增加或減少。

Semtech 於 2013年 8 月宣布推出一系列基於啁啾展頻(Chirp Spread Spectrum，

CSS)調變的 LPWAN 晶片取名為 LoRa® ，其名稱來自英文 Long Range 的含意縮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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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啁啾擴頻調製[20] 

   LoRa 主要頻段運行，包括433、868、915 MHz 等。LoRa 的最大特點就是：

傳輸距離遠、工作功耗低、組網節點多。另外 LoRa 還應用了前向糾錯編碼技術 

，在傳輸信息中加入冗餘，有效抵抗多徑衰落。前向糾錯編碼技術，如圖3-6所示 

。雖然犧牲一些傳輸效率，但有效提高傳輸可靠性，畢竟 LoRa 也不需要多快的

傳輸速率。 

 

圖 3-6 FEC 前向糾錯[21] 

    從實體網路基礎建設佈建與裝置關係來看，LoRa®  技術基於星狀(Star)的

網路拓譜架構，如圖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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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LoRaWAN 網路架構[21] 

         目前終端裝置與閘道器間的通訊就 MAC 層的行為模式分為三大類別(Class) 

。在通訊協議中星狀拓蹼資料傳輸方向分為上行(Uplink)與下行(Downlink)。上

行代表裝置對閘道器發送資料。反之，下行為閘道器對裝置發送資料。 

    Class A：雙向通信終端設備，如圖3-8所示。這一類的終端設備允許雙向

通信，每一個終端設備上行傳輸會伴隨著兩個下行接收窗口。終端設備的傳輸

時隙是基於其自身通信需求， 其微調基於 ALOHA 協議。 

 

圖 3-8 Class A設備的功耗最低，基站下行通信只能在終端上行通信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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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B：具有預設接收時隙的雙向通信終端設備，如圖3-9所示。這一類的

終端設備會在預設時間中開放多餘的接收窗口，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終端設備

會同步從網關接收一個 Beacon，通過 Beacon 將基站與模塊的時間進行同步。 

 

圖 3-9 Class B終端可以使基站知道終端正在接收數據 

 

Class C：具有最大接收窗口的雙向通信終端設備，如圖3-10所示。這一類

的終端設備持續開放接收窗口，只在傳輸時關閉。 

 

 

圖 3-10 Class C 設備擁有最長的接收窗口，也最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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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1 傳統仔猪餵奶設備 

依據過往仔豬哺乳方式與設備差異，其可歸類成六項： 

1. 一般奶瓶，如圖4-1所示。用一般嬰兒或小動物的奶嘴，以每兩小時人工沖泡

代奶後逐一各別負擔是其缺點。 

 

圖 4-1 一般奶瓶 

2. 一般補料槽(教飼槽)：如圖4-2所示，每兩小時沖泡人工代奶放置其中由仔豬

自行食用，剛出生的仔豬經吸食初乳後教導數日，才會自行飲用。雖此補料

槽亦具價格便宜之優點，然人工代奶停放時間久時，其溫度會降低，且仔豬

又因會爭食，而致腳踐踏補料槽造成人工代奶汙染是此補料槽之缺點。 

 

圖 4-2 不鏽鋼教槽 

 

3. 仔猪餵奶器(一)：如圖4-3所示，由恆溫給奶器與牲畜奶頭組成，其整機係由

儲奶箱系統、加熱系統、電器控制系統及奶嘴組合搭配而成。放入人工代奶

後，由仔豬自行使用，但奶嘴容易被仔豬咬破，而會有漏奶現象是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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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仔猪餵奶器(一) 

4. 仔猪餵奶器(二)：如圖4-4所示，由恆溫給奶器與仿真奶頭組成，其整機係由

儲奶箱系統、加熱系統、電器控制系統及奶嘴組合搭配而成。放入人工代奶

後，由仔豬自行使用外，另有控制連桿控制人工代奶流出。當豬嘴觸碰奶嘴

控制連桿時，人工代奶會流出以供仔豬食用。且仿真奶嘴被仔豬咬破時，亦

不易漏奶，且該餵奶器具教導、哺乳與飲水等三項優勢功能。 

 

圖 4-4 仔猪餵奶器(二) 

5.仔猪餵奶器(三)：如圖4-5所示，此仔猪餵奶器以圓型飲水盤取代仿真奶頭，可

省仿真奶嘴被仔豬咬破時之更換成本，且該餵奶器由恆溫給奶器與一個或數個

圓型飲水盤所組成，並可提供多個餵奶單元使用。同時，該餵奶器具有攪拌恆

溫奶品與缺奶警報等優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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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仔猪餵奶器(三) 

 

6. 中央給奶機：由中央給奶機、循環泵與數個圓型飲水盤組成。其餵食功能與    

仔猪喂奶器三相同，然因增加循環泵流量調整閥，故其餵奶系統較仔猪喂奶器

三具供量大，且可對數個餵奶單元，提供恆溫人工代奶等優勢功能。而此中央

給奶機適合大規模養豬場餵食仔猪時使用。[24] 

 

圖 4-6 仔猪餵奶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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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傳統仔豬哺乳方式、設備、價格與優缺點，如表4-1所示。 

 

表 4-1 傳統仔豬哺乳方式、設備、價格與優缺點 

 圖例 名稱 說明 飼餵方式 適用期間 餵食間隔 設備價格 優缺點 

一 

 

一般奶瓶 
人工代奶沖

泡後放入 
人工飼餵 日齡1~14 2小時 150元 

需人工2小時逐一各別

飼餵 

二 
 

教料槽 

不鏽鋼給料

槽放在產床

上，內置人

工代乳 

自行食用 
日齡 

3~28 
2小時 550元 

需人工２小時補料，飼

餵過多時，代奶溫度降

低，豬隻腳踐踏汙染乳

汁 

三 

 

仔猪喂奶

器(一) 

恆溫給奶器 

牲畜奶頭 
自行食用 

日齡 

1~14 

自動待機 

缺奶警報 
3000元 

攪拌恆溫奶品，缺奶警

報，奶嘴容易被咬破漏

奶 

四 

 

 

仔猪喂奶

器(二) 

恆溫給奶器 

仿真奶頭 

(防漏閥) 

自行食用 
日齡 

1~20 

自動待機 

缺奶警報 

9000元 

 

既有攪拌恆溫奶品，缺

奶警報，及有攪拌恆溫

奶品，仿真奶嘴被咬破

時，不易漏奶。飼料教

導哺乳 飲水三功能。 

五 

 

 

仔猪喂奶

器(三) 

恆溫給奶器 

圓型飲水器 

 

自行食用 自行食用 
自動待機 

缺奶警報 

5000元 

 

既有攪拌恆溫奶品，缺

奶警報，及有攪拌恆溫

奶品，增加一個或數個

圓型飲水盤組成 

六  

 

中央給奶

機冠型飲

水器 

循環恆溫給

奶器圓型飲

水器 

 

自行食用 自行食用 
自動待機 

缺奶警報 

9000元 

~50000元 

 

中央給奶機有循環泵 

可同時供應多個冠型飲

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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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仔猪餵奶設備 

    仔猪餵奶設備有小型、 中型、 大型三種說明如下：   

1. 儲奶箱體+仿真奶頭組合，如圖4-6及4-7為小型乳豬哺乳器。 

    2. 儲奶箱體 +連通管+圓形飲水組合，如圖4-16、4-22及4-23為中型乳豬哺乳器。 

 3. 儲奶箱體+循環泵+連通管+圓形飲水組合，如圖4-24〜4-26為大型乳豬哺 

      乳器。 

         本論文應用設備係自製，故會利用市售一些機構與控制零部件來組合，最後 

再驗證其功能如何，今將自製設備結果分述於下。 

1. 儲奶箱體+仿真奶頭組合 (小型乳豬哺乳器) 

 

圖 4-7 小型乳豬哺乳器的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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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小型乳豬哺乳器的組合+元件示意圖 

       利用減壓水箱+加熱器+溫度控制器+內循環泵+水位控制器+豬隻乳頭式

飲水器，改裝加上橡膠奶頭組成，如圖4-8～4-13所示。組合完成之新型乳豬

哺乳器成品，如圖4-14所示。相對應的市售奶媽機，如圖4-15所示。     

        

         

圖 4-9 減壓水箱  圖 4-10 未加工前奶嘴  圖 4-11 橡膠乳頭 

 

                   圖 4-12 加熱器  圖 4-13 奶嘴控制器 圖 4-14 加熱溫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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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本論文新型乳豬哺乳器組合圖 

 

 

圖 4-16 市售奶媽機(仔豬哺乳器、防漏奶嘴、防漏奶嘴連動桿) 

 

2. 儲奶箱體 +連通管+圓形飲水組合(中型乳豬哺乳器)  

 

圖 4-17 另新型乳豬哺乳器的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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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減壓水箱+加熱器+溫度控制器+內循環泵+水位控制器+乳頭式控制閥+

飲水器，改裝組成，如圖4-17～4-22所示。本論文完成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的成品

圖(一)(圖4-23)，與相對應的市售雙桶補奶機(圖4-24)之比較。 

              

圖 4-18 減壓水箱       圖 4-19 圓形飲水盤    圖 4-20 加熱器 

 

        

圖 4-21 乳頭式控制閥      圖 4-22 加熱控制器 

 

  

圖 4-23 本論文完成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的成品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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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市售雙桶哺奶機 

 

3. 儲奶箱體+循環泵+連通管+圓形飲水組合(大型乳豬哺乳器)，如圖4-25所示。 

 

圖 4-25 大型乳豬哺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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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本論文完成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的組合圖(二) 

 

   利用減壓水箱+加熱器+溫度控制器+內循環泵+水位控制器+乳頭式控制閥+飲

水器+循環泵改裝組成，本論文完成之新型乳豬飲乳器的成品圖(二)，如圖4-26所

示。而此二系統差別，係本論文乳豬飲乳器增加循環泵及流量控制閥。至於其所

用之套件照片，如圖4-27～4-30。而市售補奶機示意圖(攪拌水泵+ 循環泵+ 流量控

制閥+圓形飲水盤)，如圖4-31所示。相對應於網路影片外國仔豬哺乳的情形，如圖

4-32所示。 

   

      圖 4-27 減壓水箱  圖 4-28 圓形飲水盤  圖 4-29 循環泵 圖 4-30 流量控制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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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市售哺奶機示意圖(攪拌水泵+循環泵+流量控制閥+圓形飲水盤) 

 

 

 

 

圖 4-32 網路影片外國仔豬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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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實際運用之猪餵奶設備 

  本研究仔猪餵奶設備在實際運用狀態，如圖4-33~圖4-37所示。由圖中得知，本

研究仔猪餵奶設備能夠達到仔猪餵奶之目標。 

 

圖 4-33 仔猪餵奶實際運用圖(一) 

 

圖 4-34 仔猪餵奶實際運用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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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仔猪餵奶實際運用圖(三) 

 

圖 4-36 仔猪餵奶實際運用圖(四) 

 

圖 4-37 仔猪餵奶實際運用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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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仔猪餵奶設備效益評估 

        仔豬哺乳室環境及餵食自動化系統，運用在傳統中小型養豬戶仔豬寄養原則

下，可在較少的投資金額下節省飼餵工時及人力，但與提高仔豬的存活率較無關。

再者，在仔豬寄養下，母豬每1小時放奶1次，且以輔助哺乳設施，代替人工進行

2小時的人工代奶添加及更換，可節省每日6小時的工時，畜牧助手工資每日

1,500元，則本研究仔猪餵奶設備每月可節省11,250元效益。至於母豬初乳量與窩

仔豬數之關係，如圖 4-38 所示[25]。 

        母豬產仔數較多時，其開始產生的初乳會較多，但隨著仔豬長大，母豬每日

所產出之乳量已不敷每頭仔豬的帄均需求量，以一窩10頭仔豬來看，其每日需要

之母乳約227g 之多，如圖4-39 所示。 

 

圖 4-38 母豬初乳量與窩仔數的關係 

 
圖 4-39 帄均每隻仔豬可獲得初乳量與窩仔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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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2~3日齡仔豬，若每小時依仔豬的需要量以輔助哺乳設施(保育器及哺乳

器)供應清潔的液態食料(人工代奶)。且在2週半的時仔豬的消化系統大致良好時

給予可以消化比奶稍差一點的蛋白質，主要成份為乾物質佔總重的20%，乾物質

中有32%的乳蛋白或其他相當的蛋白質 (後期可來自黃豆粉)，仔豬日齡49天體重

達18.5公斤，如表4-2所示[26]。 

 

表 4-2  離乳後輔助哺乳設備與仔豬體重關係表 

 

離乳日齡 乳蛋白含量% 設備 飼餵天數 增重 重量(公斤) 

1 

32% 保育器(自動) 

8 1 倍  

14 3 倍  

21  7.2 

15% 哺乳器(人工) 
21~28 3.1 公斤  

49  18.5 

18/21 15% 哺乳器(人工) 49 同斷奶後飼餵乾飼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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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5.1 結論   

      論文中運用市售零件加工後組成的輔助哺乳設施經認證皆可對應市售哺

乳輔 助器材。通過仔豬哺乳室環境及餵食自動化系統測詴可得如下結論: 

1. 環境溫度及哺乳設備的控制經由 LoRa 無線傳輸可遠端控制數個子系統而不   

    需的傳統佈線即可達成。 

2. 本系統使用工業級 PLC、HMI、SCADA (ADP) 穩定性可輕易獲得。 

3. 相關的數據可經由 SCADA 資料庫儲存、整理、分析、 運用。 

4. 可透過 VPN 、VNC 、AnyDesk 等軟體遠端控制，若添加簡訊發訊機，異  

    常時通知相關人員及時處理。 

5. 輔助哺乳設施，代替人工進行添加及更換代奶，可節省每日6小時的工時。 

 

       5.2 未來研究方向 

      在科技進步的趨勢下、自動化、智慧化與智能化的趨勢發展，已使全球產

業開始產生巨觀的改變。論文中提出的「乳豬輔助哺乳器、產床環境控制研究」 

，運用 PLC、HMI 與各式感測器，透過系統程式來控制各別小系統或區域環境

溫度，是一個價格便宜、可靠與方便的輔助設備，可以減低人力成本及增加生產

效率。 

     另整體豬隻的生產系統中在哺乳階段，乳豬輔助哺乳器、產床環境控制加

入自動飼餵、發酵液態飼料(母豬)、影像監視等，對國內傳統中小型養豬戶(尤

其養豬小農)，對於從業生產人口老齡化的環境，是一種不錯的解決方法。若未

來能結合資料庫，豬隻辨識(RFID)、生產狀況、防預、用藥、與飼餵等架構所

組成之「豬隻生產履歷」是可期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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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優良豬隻養殖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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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PLC 各部及配置 

      本論文系統架構核心為使用永宏公司生產之 FBs-20MC 可程式邏輯控制器，如圖

A-1所示。其端子排列，如圖 A-2所示。程式撰寫主要使用階梯圖(Ladder)和步進階梯

圖(SFC)等方式。至於 PLC FBs-20MC 的性能規格，如表 A-1 所示。FBs-2A4RTD 溫控

模組，如圖 A-3所示。FBs-CBE 通訊板，如圖 A-4所示。PLC 輸入、輸出、內部繼電

器、暫存器計時器、計數器之配置，如圖 A-5～A-11所示。 

 

 

圖 A-1 FBs-20MC 可程式邏輯控制器 

 

圖 A-2 FBs-20MC 端子排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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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 FBs-2A4RTD 溫控模組 

 

 

圖 A-4 FBs-CBE通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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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FBs-20MC PLC 功能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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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5 輸入接點 X 元件註解 

 

圖 A-6 輸出繼電器 Y 元件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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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A-7 內部繼電器 M 元件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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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8 計數器 C 元件註解 

 

圖 A-9 計時器 T 元件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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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0 暫存器 R 元件註解 

 

圖 A-11 數據暫存器 D元件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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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PLC 階梯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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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 PLC 階梯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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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設定 ADP 程式 

         ADP 程式設定介紹。首先開啟 ADP 程式，如圖 C- 1所示。JY-DAM0404PT 模組

及設備，如圖 C-2及表 C-1所示。設定電腦 IP 及 DI/DO 狀態顯示，如圖 C-3～C-11所

示。   

 

 

圖 C-1 開啟 ADP 程式 

 

  

圖 C-2 JY-DAM0404PT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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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JY-DAM0404PT 設備表 

參數 說明 

觸點容量 30A /VDC   30A / 250VAC 

耐久性 10萬次 

數據接口 WIFI，網路線 

額定電壓 直流7-30V 

電源指示 1路紅色 LED指示 

輸出指示 4路紅色 LED指示 

溫度範圍 工業級，-40C～85C 

尺寸 145 * 94 * 41mm 

重量 330克 

默認通訊格式 9600，n，8、1 

波特率 2400,4800,9600,19200,38400 

 

 

圖 C-3 設定電腦 IP 需為同區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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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 設定 IP 地址192.168.1.10 

 

圖 C-5 啟動選定電腦 IP 程式搜索設備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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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 更改設備 IP 

 

圖 C-7 更改設備 IP 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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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8 重新搜索設備 IP192.168.1.123 

 

圖 C-9 打開端口啟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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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 DI/DO狀態 

 

圖 C-11 溫度 PT100 模擬量輸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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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編寫 HMI 程式 

1.選擇 [檔案]/[開新檔案]  

 

圖 D-1 開啟檔案對應位置 

2.[開新檔案] [開新檔案]  

  如圖 D-1所示。 指令可起始一個新的應用，並可設定 [應用名稱]、[人機

介面型號]、[PLC 種類]、[印表機種類]、及是否 [支援多種語言]、及設定 

[控制區]、[狀態區] 等。[新應用之工作參數] 對話方塊出現在螢幕上，如圖

D-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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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2 [新應用之工作參數] 對話方塊 

1. 在 [應用名稱] 方塊中，輸入應用的名稱。  

2. 在 [人機介面型號] 下拉清單中，選擇人機的型號。  

3. 在 [PLC 種類] 下拉清單中，選擇欲通訊 PLC的種類。  

4.  其他設定選擇，以及 [連線] 標籤，將在 [應用] 功能表之章節予以詳細 

說明。  

5. 如圖 D-3所示，[開啟舊檔] 及 [關閉檔案] [開啟舊檔] 指開啟一個已經 

存在之 ADP應用檔案，可開啟的檔案類型包含 *.V6F及*.V3F。   

6. [關閉檔案] 則是結束目前應用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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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3 開啟舊檔的對話方塊 

 

3.[結束] [結束] 離開ADP。  

 

   如果使用時有修改應用檔案，則在離開前畫面會出現對話方塊提醒是否頇

儲存或直接離開，如圖D-4所示。 

 
圖 D-4 [結束]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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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啟程式[編輯] 功能表 

 

圖 D-5 開啟程式[編輯] 功能表 畫面 

5.開啟程式 [編譯後下載應用至 HMI]  

 

圖 D-6 HMI 程式完成後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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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7 編譯完成後按確定 

 

圖 D-8 下載應用至 H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