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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1.1 行业背景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尤其是奶牛养殖在整个农业中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在奶

牛养殖的过程中，面临着企业生产管理水平低、政府监管薄弱、环境污染、行业数据资源分散等问

题，阻碍了现代奶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牧场要想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首先是要获得更多健康的怀孕牛只，只有这样，才能源源不断

的产生新鲜的牛奶。而获得更多的怀孕牛就是要一方面提高发情检出率，另一方面提高配种受胎率。

另外，差的发情检测率和差的配种受胎率导致低的怀孕率，低的怀孕率导致牛场产犊周期的延长、

受胎所需的配种次数的增加、牛的终身产奶量的减少、最终牛场的收益减少。 

 利用基于NB-IoT奶牛发情监测系统可以实时采集奶牛活动量、反刍信息、躺卧休息信息，并定

时上传至云平台，通过云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可以快速及时的判断出发情期的奶牛，提高奶牛发情揭

发率，用户根据揭发的发情时间，方便决定最佳的配种时间，提高发情期奶牛的受胎率，进而降低

奶牛的空怀率。根据反刍和躺卧休息还可以有效监控奶牛的监控状况，实现用户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银川奥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共同发布《NB-IoT奶牛发情监测

解决方案白皮书（2018版）》，全面分析传统奶牛养殖行业的痛点及NB-IoT奶牛发情监测的优势，

从云、管、端协同发展等方面总结了NB-IoT奶牛发情监测应用方案，并依次展望整个智慧畜牧业的

发展趋势。 

 随着智慧畜牧的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基于NB-IoT奶牛发情监

测将成为智慧畜牧信息化水平的标志之一，将推动行业创新，提升中国养殖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水平，

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社会价值。 

 



 

 
 

1.2 畜牧业养殖行业背景 

1.2.1 奶牛发情鉴定      

 发情鉴定是奶牛繁殖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技术环节，通过发情鉴定，可以判断奶牛的发情阶段，

预测排卵时间，以便确定配种适期，及时进行配种。还可发现奶牛的发情是否正常，以便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奶牛的初情期：奶牛的初情期是母牛出现第一次发情和排卵的年龄，它与奶牛的品种、营养状

况和气候等因素有关。荷斯坦品种牛的初情期一般在8-12月龄之间。 

    奶牛的性成熟：性成熟是母牛达到一定年龄，生殖器官已发育完全，具备了繁殖能力的时期；

但此时身体生长发育尚未完全，故一般不宜配种； 一般母牛的性成熟时间为10-14月龄。 

    产后发情：通常产后第一次发情时间为30-45天； 一般奶牛产后生理功能的完全恢复需要40-

60天。对高产母牛和分娩时难产的母牛则需要更长恢复期。 

    母牛的发情持续期一般为10-24小时，平均为18小时排卵时间。 

    母牛通常在发情结束后6-8小时排卵，一般都为单侧排卵。 

    母牛出现初情期后除妊娠及分娩后28天内之外正常母牛均会周期性的出现发情。 

荷斯坦牛的发情周期平均为21天（18-24天），但也有个体差异，育成牛平均为17-18天，而年

老体弱的母牛则可能长达23-24天。 

1.2.2 反刍与奶牛的健康及发情的关系 

 反刍是奶牛的一种生理行为，是奶牛采食消化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反刍动物采

食一般比较匆忙，特别是粗饲料，大部分未经充分咀嚼就吞咽进入瘤胃，经过瘤胃浸泡和软化一段

时间后，食物经逆呕重新回到口腔，经过再咀嚼，再次混入唾液并再吞咽进入瘤胃的过程。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99875&ss_c=ssc.citiao.link


 

 
 

 反刍与奶牛的健康及牧场的管理直接相关，测定和监测奶牛的反刍在牧场是一个繁琐和复杂的

日常工作，通常只能依靠眼睛观察和计时来完成，奶牛反刍监测实际应用主要包括饲喂管理、疗效

评估、发情预警和产后健康监控等。在日常生产中，奶牛反刍活动突然降低可能说明该奶牛没有食

欲、吃太多精料(每千克有效纤维)、发情或生病；食欲降低时间加长，则可能有亚临床酮血病或酸毒

症的迹象。反刍水平第一次下降结果显示，奶牛可能出现了健康问题(被诊断为患有乳腺炎)，给予

治疗后反刍水平未恢复至正常值，应再次给予治疗。 

 另外，在产犊后，奶牛反刍活动应慢慢恢复至正常反刍水平，若产犊5天后，反刍水平出现明显

下降，则被诊断患有酮血病。从分娩到泌乳期间，监测反刍可及早发现病奶牛并给予及时性治疗。 

1.2.3 奶牛躺卧休息与发情、产奶量、跛行、分娩的关系 

 健康的奶牛才能高产，舒适的奶牛才会更健康，奶牛的躺卧休息时间直接关系到奶牛的舒适度。

如何能够远程监控奶牛的躺卧休息时间，及时对卧床、牛棚环境做出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增加躺

卧休息时间在增加产奶量的同时也会大幅度减小跛行的发病率。 

 奶牛发情时兴奋，直观表现就是活动量增加，同时对应的休息时间减少，所以休息时间和发情

直接关联。 

   王艳明博士在“奶牛舒适度之躺卧区域管理”（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站提供）中提到，奶牛每

增加一个小时的躺卧时间，产量增加1.7公斤。根据他本人实际评估牧场的经验来讲，对于小牧场或

者管理比较差、舒适度比较差的牧场，奶牛躺卧1个小时甚至可以提高2公斤的产量，但相对高产量

的牛场，每增加一个小时的躺卧时间，产量约增加1公斤。 



 

 
 

 

图 1-1  奶牛躺卧休息与产奶量的关系 

 以上是美国 Minor 研究所做的一个实验，充分证明躺卧时间和产奶量的关系。 

 为什么躺卧时间对产奶量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血流量的增加。奶牛

每产生一升奶需要 400～500 升血流经乳房，所以需要保持血流量的增加，而奶牛躺着时流经乳腺

的血流量会增加，比站着时增加 25%以上，故因为血流量的增加，可以增加 1 公斤的产量。第二，

站着还是卧着反刍率高？通过躺着休息进行反刍可提高奶牛的消化率，可以提高 0.9 公斤的奶量。

第三，站立时牛蹄应激很大。奶牛 600 公斤体重站 15 小时或 10 小时，蹄的应激或跛行率不一样，

相差约 1.4 公斤的奶。第四，降低疲劳应激，增加 0.9 公斤奶。第五，躺卧时间长的奶牛，往往会

有更高的采食量。 

 在王艳明博士走访的国内很多牧场中，认为奶牛的躺卧时间跟跛行也有一定关系，可以说跛

行率比较高的牧场躺卧时间不会特别长。当然也有一些牧场躺卧时间较长但跛行率也很高。 

图 1-2  奶牛躺卧休息与跛行率的关系 



 

 
 

 

正常的奶牛每天躺下来、站起来平均 10 次左右，但是围产期临近分娩时，奶牛站立时间和次

数增加两倍甚至更多，仅站立次数就达到 20～25 次，反复站起来的次数增加，所以在围产期要特

别注意奶牛的舒适度。 

 

 
图 1-3  奶牛躺卧休息与分娩的关系 

所以，及时有效的监测奶牛的发情、反刍时间对于奶牛养殖行业来说事至关重要。 

1.3 奶业行业背景 

科学分析已证明牛奶是很接近于人类“全价食物”。牛奶中活性生命物质主要有：乳清蛋

白、磷酸肽、低聚糖、共轭亚油酸、神经节苷脂、生长因子和核苷酸等 500 多种。其中乳清

蛋白富含必需氨基酸，是一类营养价值较高的优质蛋白质。  

我国人口众多是奶类消费大国，奶业发展是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科学选择。最不发达国家

膳食热量摄入量的 68%来自谷物及根茎等作物，发展中国国家为 56%，发达国家降至 32%，

中国为 52%。牛奶与其他畜产品相比，在供给成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提供等量膳食热量

的情况下，牛奶的生产成本比鸡肉、牛肉和羊肉的生产成本分别低 18.9%、67.4%和 51.7%。 



 

 
 

从市场潜力看，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发展中国家的 1/2。现需

求潜力未能充分发挥。牛奶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奶业已成为农业供给侧重要的结构性短板。

2008～2016 年，乳品自给率从 93.9%降至 74.6%。2016 年 12 月，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我国乳业奶源自给率不低于 70%。从趋势来看，实现

这一自给率并不乐观。 

2008 年以后，我国国产奶类人均占有量几乎没有变化，人均奶类占有量的增长几乎全部

靠进口来满足。 



 

 
 

2 奶牛养殖行业的主要矛盾和痛点 

2.1 奶牛养殖普遍存在的痛点问题 

2.1.1 奶牛发情监测方法落后 

传统奶牛发情检测主要靠人工观察、尾根喷漆、直肠检查等手段，这样就增加了牧场员

工的劳动强度。大多数奶牛的发情时间都在晚上，人工观察容易遗漏发情牛，错失最佳配种

时间。据统计，目前依靠传统的监测方法，检出率仅有 70%。 

2.1.2 奶牛良种化程度低 

 奶牛个体产奶量低和群体产奶量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奶牛的良种化程度低。根本原因就

是采用传统的作业手段，主要表现就是生产性能测定（DHI）严重滞后，存在测定数量少，

缺乏牛群或个体档案记录的重要资料。 

2.1.3 健康状况差、繁殖率低 

小规模的奶牛养殖户不注重科学化的配种管理、饲养管理、健康管理。技术落后，滥用

激素药物，致使很多奶牛处于亚健康状况，缺乏现代化的智能监控技术，导致奶牛的繁殖率

低，奶牛的单产低，奶牛淘汰率高，牛奶品质低。 

2.1.4 信息化管理缺失，政府部门等无从监管 

 在很多的中小型牧场中，仍然采用传统的手抄方式对奶牛的配种、受孕整理记录，经过

一段时间后，很多奶牛的配种、受孕、产犊信息基本丢失。信息化技术应用的不足造成管理

和技术人员信息装备水平普遍较低。奶牛身体健康状况对牛奶的品质至关重要，针对出现的



 

 
 

牛奶质量问题， 政府也无从监管。 

2.2 传统奶牛监控设备存在的问题 

目前全球在奶牛发情检测的领域里，基本都采用短距离无线通讯的方式，常用的有 WIFI、

zigbee、RFID 等通讯手段，往往都要因为系统部署复杂、网络覆盖面临困境、售后困难等

问题，一直阻碍了智慧畜牧的广泛应用。主要体现在： 

2.2.1 系统部署复杂 

目前随着牧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近距离通讯只能在每个牛棚安装路由器，在通过

路由器上传数据到网关，甚至往往为了几头奶牛也需要安装路由器，组网非常复杂。遇到放

牧散养的场景，整个系统的部署就更加的复杂，需要根据活动区域去部署路由器和网关，成

本非常高。 

2.2.2 网络覆盖面临困境 

传统的发情监测设备往往都需要有网关，而网关都采用 GPRS 公网进行信息传输，虽然

GPRS 模块成熟稳定，通信费用价格低廉。但是随着国家逐渐关停 GPRS 网络，有些地区的

监控中心与智能监控终端的通信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奶牛监控系统的运行稳定。 

2.2.3 售后困难 

 牧场往往都处在农村或者城市的边缘，路由器或者网关由于雷击、欠费、电压异常损坏

等问题，都需要设备生产厂家及时去处理，导致售后困难。 

 

 



 

 
 

3 当 NB-IoT 遇上智慧畜牧 

3.1 NB-IoT 五大亮点 

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即基于蜂窝的窄带物联网，作为远距离

无线通讯技术中的佼佼者，NB-IoT 具备高安全、广覆盖、低功耗、大连接和低成本这五

大亮点。

 

图 3-2 NB-IoT 五大亮点 

3.2 NB-IoT 在智慧畜牧的优势 

 目前在中国的北方和西部边疆有大量的放牧区，由于网络等因素，牛、羊、马等牲畜管

理上的存在诸多不便。鉴于 NB-IoT 网络的五大优点，可以有效改善现有的生产模式。主要

体现在： 

√通过给畜牧实时定位，以方便牧民实时掌握畜牧所处的位置； 

√指定电子围栏，有效监管； 

√将信息化的手段深入广大牧区，转变传统的放牧模式； 

√精准扶贫，政府可以拿到精准的数据，了解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态势，科学决策； 

√整合资源，形成畜牧业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 



 

 
 

3.3 NB-IoT 在奶牛行为监控的优势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方案的优势有助于解决传统奶牛繁育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具体如

下： 

√监测奶牛的发情期周期，准确率可以达到 95%以上； 

√提高奶牛的受孕率，降低受精所需要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 

√缩短胎间距，提高牛奶的产量； 

√监控奶牛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时做出疾病预警； 

√监控奶牛种群的状态； 

√监控奶牛的位置信息和活动轨迹信息，对牛群和草场做出合理的分配和管理； 

3.4 IoT 平台  

    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平台支持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多种灵活部署模

式，  

平台提供连接感知、连接诊断、连接控制等连接状态查询及管理功能，通过统一的协议

与接口实现不同终端的接入，上层行业应用无需关心终端设备具体物理连接和数据传输，实

现终端对象化管理；平台提供灵活高效的数据管理，包括数据采集、分类、结构化存储，数

据调用、使用量分析，提供分析性的业务定制报表。平台实现业务模块化设计，业务逻辑可

实现灵活编排，满足行业应用的快速开发需求。 

IoT 平台提供标准化设备数据模型（设备 Profile），对行业业务属性及设备的能力以服

务的形式抽象归纳，形成统一的北向 API 提供给上层应用，南向基于 IoT 平台的异构协议

接入能力，快速适配接入海量 IoT 设备，由平台负责转换设备数据模型，从而简化应用开发

难度，构建开放的南北向生态，加快项目复制能力，方便设备商快速开发设备描述和数据格



 

 
 

式。 

同时，loT 平台与 NB-loT 无线网络协同，提供即时下发、离线命令下发管理、周期性

数据安全上报、批量设备远程升级等功能，同时支持经济、高效的按次计费、助力精细化运

维。 

 

4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解决方案 

4.1 奶牛发情监测整体解决方案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系统是一个为大、中型牧场提供高效、简单易用的监测管理系统。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系统能够帮助牧场主改进管理模式。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

本、保持奶牛健康、提高牛奶产量，使得牧场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得到有效的提升。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系统由硬件产品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和软件产品小牧童

奶牛监测云平台组成。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实时采集牛只的综合活动量信息，并通过运营商的 NB-IoT

网络定时向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平台发送综合活动量数据，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系统

自我学习模型来判断牛只是否发情，及时向牧场管理者和配种人员提供牛只发情信息、活动

量信息、健康状况、牛只位置信息等。 



 

 
 

 

 

图 4-1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解决方案 

4.2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 

 基于新一代物联网（NB-IoT）通信技术的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内嵌一张工业级

ESIM 卡，采集牛只全天综合活动量数据，包括步伐、爬跨、休息、反刍等牛只行为动作，

存储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并定时向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系统传送奶牛一天完整的活动量

信息。当设备在静止 24 以上会自动进入休眠，休眠后设备不在向云平台发送数据，当设备

佩戴在牛脖子上以后，设备会自动激活唤醒。 

--通信技术：NB-IoT、低功耗、广覆盖、低成本、大容量。 

--采用特制传感器，能准确采集当前一小时内的牛只活动数据。 

--含有时钟功能，能够将活动量数据精确到某一个小时。 

--活动量数据能以小时为单位进行数据存储，并能存储 24 小时数据。 

--环境适应性强: 储存温度：﹣40℃～﹢85℃,工作湿度：≤95％（25℃） 

--工作温度范围广: ﹣30℃～﹢45℃，适合多种环境下工作 

--待机时长：3 年免充电（选配带定位功能 2 年免充电） 

--防护等级：IP65 



 

 
 

--重量：0.5-0.7Kg 

--尺寸：127mm*69mm*35mm 

*定位精度（定位功能选配）： 5 米以内 

--电池容量：5400mAH 

完整的配件：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 1 枚、坠子 1 枚、尼龙带 1 条、目字扣 1 枚 

 

图 4-2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 

 

 

 



 

 
 

4.3 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平台 

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系统包含 PC 端软件、移动端 APP、小牧童微信小程序。软件能

够实时准确的将采集到的奶牛活动量数据进行分析，形成牛只活动量曲线，准确的分析揭发

出发情牛只信息，形成牛只发情数据报表、动态更新配种状态，通过移动端 APP、软件报表

报送至牛场工作人员。 

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系统 PC 端软件提供日常奶牛发情预警管理、圈舍管理、牛只信

息管理、奶牛活动量曲线、奶牛反刍曲线、奶牛休息曲线、定位管理等报表管理功能； 

 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系统移动端 APP 可通过扫描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二维码

或条码信息绑定牛只耳标号录入系统，系统具有牛只基本信息管理、发情管理、配种管理、

异常管理等功能。 

 小牧童奶牛发情监测云系统微信小程序，同步提供了发情管理、配种管理、设备管理、

牲畜管理、活动量曲线的查看等功能。不用下载安装 APP，更加方便快捷。 

4.3.1 软件整体结构 

 应用软件模块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4-3 软件模块结构 



 

 
 

4.3.2 PC 端小牧童发情监测系统 

系统概述：首先在牧场管理中建立圈舍，在牲畜管理中选择已经建立好的圈舍名称，在

圈舍下新建牛只，牛号对应实际牛的耳标号，牛只建好后到设备管理模块，在系统中找到牛

只佩的戴 IoT 设备的设备编号，绑定到刚才建立好的牛只。至此用户操作绑定设备采集器和

牛只关系已完成。 

在系统上绑定牛只完成后需要一周的学习期时间。该学习期内会根据佩戴设备的牛只计

算它的平均活动量，等到一周学习期结束后，会根据采集器采集的当前牛只活动量和平均活

动量进行对比计算，来判断牛只是否发情，如果发情，会根据用户绑定的微信，推送到用户

手机上，用户能及时的查收信息，确认牛只发情。确认发情后在系统的配种管理，可以对相

应的发情牛只进行配种操作。当用户操作完配种后检查已经怀孕，那么佩戴该设备的牛只在

下一个情期内不会再次预报发情。 

4.3.2.1 牧场管理 

1) 员工管理 

对牧场员工进行管理，包括员工信息的添加、查看、编辑、删除、查询等操作。其中员

工姓名、职务信息会关联到发情、配种设置操作中。   

 

 



 

 
 

2) 圈舍管理 

对牧场中圈舍进行管理，包括添加圈舍，设置圈舍名称、圈舍类别、面积、容量、颈夹

数 等 信 息 。 同 时 提 供 圈 舍 的 查 看 、 编 辑 、 查 询 、 删 除 等 操 作 。 

 

3) 牲畜管理 

在圈舍下增加牲畜（牛只）信息，添加按钮新增单个牛只信息。点击增量导入下载表格

模板并填写后，批量导入牲畜（牛只）信息。系统提供牲畜（牛只）的查看、编辑、删除、

查询等操作。 

 

4) 批量转舍 

选择一个或多个牲畜（牛只），点击批量转舍，选择转入牛舍、转舍原因、日期等信息，

确认后，批量转入新牛舍。 

 

 



 

 
 

4.3.2.2 发情监测 

1) 设备管理 

设备信息导入后，通过绑定牛只按钮和牛只信息进行绑定操作。输入的牛号必须

是已经在牲畜管理中存在的。同时系统提供取消绑定和批量解绑操作，解除设备和牛

只之间的绑定关系。 

 

2) 发情预警 

发情预警列表展示经过系统解析计算后推送的发情牛只信息，点击牛号可查看发

情时间段的牛只活动量曲线。查看牛只是否确定发情后，点击发情处理，选择确认已

发情或未发情。已发情牛只信息会进入配种管理列表中。点击查看发情按钮可查看发

情信息详情。 

 

 



 

 
 

3) 配种管理 

确认发情后的牛只信息会进入配种管理列表，已配种后，点击配种处理，填写种

公牛等配种信息。点击查看配种，查看配种详情信息。未配种的，选择未配种原因。 

 

 

4) 活动量曲线 

输入牛号或选择右侧树形结构里面的牛号，点击查询，查看牛只活动量信息和平均活

动量信息曲线，通过前一天（后一天）按钮更快捷的查看其他日期的曲线信息。系统同时

支持反刍量曲线、休息量曲线信息的查看，但需含有该功能版本硬件设备支持。 

 

 

5) 每日活动量曲线 

曲线显示所选月份的前一个月该牛只每天的活动量和平均活动量信息。系统同时



 

 
 

支持每日反刍量曲线、每日休息量曲线信息的查看，但需含有该功能版本硬件设备支

持。 

 

6) 活动量趋势 

活动量趋势显示牛只在一段时间内的活动量和平均活动量，可查看牛只在所选时

间段内的活动量趋势。 

 

4.3.2.3 定位系统 

定位系统主要包括百度定位、百度轨迹、百度围栏、百度围栏管理、百度围栏预

警；谷歌定位、谷歌轨迹、谷歌围栏、谷歌围栏管理等功能。谷歌功能与百度功能相

同，只是使用地图不同。百度定位等功能主要用于国内牧场，谷歌定位等功能主要用

于国外牧场以及百度卫星地图不能覆盖到的国内牧场。 

1) 百度定位 

定位系统，用地图和卫星地图两种方式显示牛只的位置信息，点击代表牛只的红

色标记，可查看牛号、设备号、经纬度等详细位置信息。系统提供按牛号和设备号两



 

 
 

种搜索牛只位置的方式。 

 

 

2) 轨迹回放 

提供牛只一段时间内的活动轨迹，输入牛号，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点击查

询，查询活动轨迹，点击开始，出现运动轨迹，可暂停、停止。系统提供地图和卫星

地图两种查看方式。 

 



 

 
 

 

3) 百度围栏 

点击多边围栏，在地图上画出围栏位置，点击保存围栏，将围栏信息保存在围栏

管理中，当围栏内的牛只超出围栏范围，就会在围栏预警中记录牛只越界信息。点击

清除围栏，清除当前地图上的围栏信息。 

 

4) 百度围栏管理 

围栏管理列表中显示所有保存过的围栏信息，其中只有一个是有效的围栏，会显

示在百度围栏中。可编辑围栏名称和是否有效，当选择无效时，该围栏不在百度围栏

中显示，当选择有效时，显示在地图的同时，其他围栏则为无效。系统提供了围栏的

查询和删除操作。 



 

 
 

 

5) 百度围栏预警 

当牛只超过围栏范围时，系统会给出围栏预警信息，显示牛号、设备号、预警时

间等预警信息。点击查看越界信息，会看到牛只在地图上的越界信息。 

 

4.3.2.4 健康监控 

发情监测中的异常预警功能，通过采集器采集到的数据，监控牛只活动信息，能

够及时发现跛足等疾病。同时通过牛只的活动量、反刍量曲线数据信息也能观察到牛

只健康异常的情况。 

 



 

 
 

4.3.3 小牧童手机 APP 

    小牧童手机 APP 能够移动监控牛只发情情况，查看牛只活动量，同时可以在手机

端处理发情和配种，以及设备管理，绑定牛只等操作，更加方便快捷,为牧场管理人员

提供更大的便利。 

                       

                 
             .3 .24 .3  

4.3.4 小牧童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不需要下载 APP 在微信中搜索“小牧童”即可出现小牧童的微信小程序。

苹果手机可以直接点击登录，安卓手机需要先安装证书，即可开始使用微信小程序。小程



 

 
 

序与 APP 相同，做到移动监控的目的，涵盖了 PC 端的大部分功能，如发情管理、配种管

理、设备管理、牲畜管理、活动量曲线的查看等，数据与 PC 同步。 

     

 

                  

 

 



 

 
 

5 解决方案整体价值 

5.1 经济效益 

 中国当前牧场的现状是空怀天数 150 天，空怀一天的费用是 48 元。若发情揭发率提高

到 95%，空怀天数下降至 115 天，则每头牛每个泌乳期可以节省 1152 元（（135-111）

×48RMB=1152RMB） 。 

 发情揭发率 

产 后 配 种 等

待天数 

配种天数（21 天情期×3 次配种÷

发情揭发率） 

空怀天数 

现

状 

人工 70%  45 天 （21×3）/70%=90 天  135 天 

目

标 

UCOWS95%  45 天 （21×3）/95%=66 天  111 天 

5.2 社会效益 

（1）实现科学化管理 

整合各个牧场的优势资源，形成畜牧业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使得各个

牧场都能从中受益，有利于中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政府决策 

政府可以拿到精准的数据，包括当地畜牧的存栏、分布、健康等情况。了解当地畜牧业

的发展态势，科学决策，精准扶贫。 

（3）加强乳品安全 



 

 
 

政府通过远程的信息监管，准确及时掌握牧场用药情况，牧场饲喂饲料配方，从而在源

头上保证了乳品的安全，为中国人提供高品质的牛奶。 

（4）节约牧场的综合运营成本 

减低牧场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牧场的用药成本，缩短奶牛产犊的胎间距，提高奶牛的

身体健康状态，增加奶牛的寿命，提高牛奶产量，。 

（5）助力中国乳业大发展 

提高中国奶业的信息化整体水平向更高的方向迈进，加快智慧畜牧的发展步伐，为重塑

中国乳业的品牌和形象做出积极的探索。 

5.3 缓解季节性错配带来的价值估算 

    我国 2017 年原奶生产总量 3800 万吨，按保守 6 个月奶剩 5%的+3 个月奶缺 10%平

抑效果计算，按简单平均单产分配，原奶价格 3600 元/吨计算，在现有原奶总量不变的情

况下，预计每年减少 68.4 亿元的原奶错配损失。给乳品加工带来的乳品产成品销售带来的

销售额的增加（3 个月 10%原奶的增效，按我国商品奶价格与原奶价格比 3:1）超 100 亿。 

5.4 帮助奶农降本增效的价值空间 

    3 年内可以帮助为每头奶牛带来 3 吨的单产增产价值，每吨奶 700-1000 元的利润，每

头奶牛 3 年的增加利润约 2,000 元。400 万头成母牛计算，奶户增加利润 80 亿元。总收入

提升 432 亿元。 

 

 

 



 

 
 

6 NB-IoT 发情监测商业模式 

6.1 运行商合作 

    银川奥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提供硬件产品 UCOWS 奶牛活动量采集器和软件产品小牧

童奶牛发情监测云平台，运营商提供物联网卡，以软件功能服务费分成模式进行合作。中国

电信利用自己完善高效的营销渠道进行市场推广。中国电信负责与最终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提供电信的物联网卡，收款、指导安装及售后服务。银川奥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负责提供硬

件设备和小牧童云平台。 

6.2 银行资产管理 

    UCOWS 发情监测设备能提取分析每头牲畜独特的活动量、位置、健康指数，确保牲畜

的健康存活状态，严控优质资产被无故倒卖，确保投保的资产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6.3 政府精准扶贫 

    基于银川奥特 UCOWS 发情监测系统在畜牧方面的经验，利用其独特的优势解决政府

扶贫中的部分难点，管控多方合作的牲畜，提升养殖水平，辅助扩大养殖种群规模，做到精

准扶贫，使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7 商业实践 

银川奥特基于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实践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由中国电信集团联合银川奥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先后

在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新疆石河子北泉镇万欣远养殖专业合作社、黑龙江齐齐哈

尔市江源良种肉牛繁育场、内蒙古海拉尔农牧管理局谢尔塔拉第一牧场同时打造全国首个 

NB-IoT 畜联网应用试点，四个牧场共投入设备 200 套。 经过中国电信、奥特各方的努力，

三个月内完成了设备生产、设备安装、网络调试及系统试运行的全部过程，于 2017 年 8 月

正式投入运行测试，网络信号质量良好，设备每天上传数据全部正常，无漏传、数据中断等

故障。在这四个牧场的实际测试中，发情检出率均为 100%，黑龙江的准确率高达 98%，新

疆、宁夏、内蒙的准确率依次为 94.74%、94.44%、94%。 

图 7-1  黑龙江齐齐哈尔运行报告 

 

  2017 年 8 月 22 日，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与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一牛

一卡”项目首单落地，涉及 5 万套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设备，标志着创新推广模式的成

功。 



 

 
 

 
图 7-2  宁夏上陵牧业 

2017 年 9 月 12 日，以“畜联天下，牧道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信息化

研讨暨 NB-IoT 畜牧物联网应用观摩会”，在内蒙古海拉尔谢尔塔拉牧场隆重召开。会议举

行了小牧童签约仪式，与内蒙、山东、陕西、辽宁、宁夏等 5 省的牧业公司签订了小牧童合

作协议，累计签约总量达 126 万。 

 

图 7-3  NB-IoT 畜联网应用观摩推介会 



 

 
 

 

图 7-4  NB-IoT 畜联网全国应用 

 

 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银川奥特先后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白俄罗斯、韩国、泰国等

国家投入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设备的试运行。在这期间都取得了不错的运行效果。 

 

 

 

 

 

 

 

 

 

 



 

 
 

附录 A 

表 1 NB-IoT 奶牛发情监测器 Profile 定义 

服务类型 服务类型说明 属性/命令 属性说明  

Battery 电池   

  batteryLevel 电量 

  batteryVoltage 电池电压值 

  batteryThreshold 低电量门限 

  lowBatteryAlarm 低电量告警 

  batteryRunOutThreshold 电量严重不足门限 

  batteryRunOutAlarm 电量严重不足即将耗尽告警 

Connectivity 连接服务   

  rsrp RSRP（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q RSRQ(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cellID 小区 ID 

  rssi RSSI（接收信号强度） 

  signalECL 覆盖等级 

  sinr SINR (信噪比) 

  pci PCI (物理小区标识) 

DeviceInfo 设备基本信息服务   

  softwareVersion 软件版本号 

  protocolVersion 协议版本号 

  deviceSN 设备生产编号（序列号） 

  deviceName 设备名称 

  deviceType 设备类型 

  imsi 设备 imsi 

  imei 设备 imei 

  simId Sim 卡号 

  platformAddress IoT 平台 IP 地址 

  platformPort IoT 平台端口号 

  reboot 系统重启 

  factoryReset 恢复出厂设置 

PeriodicalReport

Config 

周期上报参数服务 
  

  period 数据上报周期或心跳周期 

  retryTimes 重试次数 

  retryInterval 重试次数时间间隔 

Location 定位信息 Latitude  纬度 

  longitude 经度 

  Direction of longitude 经度方向 



 

 
 

  Direction of Latitude  纬度方向 

CowActivityAmo

unt 

奶牛活动监测信息 
  

  activityData 活动量（每小时的步数） 

  dataTime 数据收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