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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的

豬舍管理
當養豬業結合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的高科技後，
畜牧業不再是記憶中那又髒又臭的苦差事了，
而是可以創造高經濟價值的智慧產業，
也可為農村青年帶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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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人工智慧的科技使豬舍管理工作形成智慧化物聯網，
不僅可以幫助豬農減輕照顧豬隻的負擔，也可對養豬的獲利助一臂之力。
養豬是許多農村人家幼時共同的回憶，記
憶中要去菜市場撿拾丟棄在地上的菜葉回家煮
熟，餵豬以及幫母豬「轉窄」（台語接生的意
思），因為豬是整個家庭的希望，所有的開銷
夢想全都寄託在豬的身上。
過去養豬業是農村主要的副業，如今規模
自小而大，一舉超越了稻米，在國家的經濟發
展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養豬業正面臨
貿易國際化、自由化的浪潮，挑戰甚為嚴苛，

小豬舍

若能借助人工智慧的科技使豬舍管理工作形成
智慧化物聯網，不僅可以幫助豬農減輕照顧豬
隻的負擔，也可對已具規模的豬農乃至企業化
大型養豬場的獲利助一臂之力。
過去的豬農每天都須餵食、打掃環境並留
意豬隻的各種行為，這些全是耗工耗時耗體力
的工作，願意投入的人越來越少。現今全世界
都苦於農畜牧從業人員年紀老化以及缺糧、食
安等問題，如何導入高科技，如人工智慧、雲
端計算、影像技術與語音技術，解決人力不足
及增加產量的問題已成為重要的議題。
早期的豬舍除了食料槽外，既沒有通風
處，環境不良，也蚊蟲孳生，因此需要人工時
時巡視與打掃以避免豬隻生病。隨著環保意識

人工照顧豬隻

的提升，養豬場的設施也更加現代化了。如何
利用現有技術使養豬智慧化，不僅是技術上的
考驗，也是豬農的希望。

醫療管理系統與肉豬行銷管理系統。這套系統

空氣流通除了可有效降低氨氣含量外，也

需要豬農時時記錄，這對於豬農來說是一件繁

讓豬舍溫度保持在 30 度，豬隻食慾較好、生

瑣的工作。豬農必須學習如何操作系統並做紀

長快也不易生病。除此之外，為了讓養豬農民

錄，然而可能偶爾會產生人為的疏失。

減少投資的損失，也可發展豬場電腦化管理系

因為豬農老化現象嚴重，再加上鄉村人口

統，豬農運用這系統可以記錄豬場經營資料，

大量外移，人工短缺的問題變成無解。有鑑於

並藉由記錄的資料提供合適的農場經營模式。

此，丹麥養豬業採取了專業化、機械化與規模

如根據資料供給豬隻適當的飼料、水，適時地

化來解決人力缺乏的問題。在專業化方面，豬

給予疫苗注射及淘汰不適合的種豬為肉豬等，

農必須接受專業的訓練並取得證照。在機械化

以增加豬的產值。

方面，豬農採用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力。在規模

豬場電腦化管理包含豬場經營管理系統、
豬隻生產管理系統、豬場飼料管理系統、豬場

化方面，採取合作方式來經營，同時提供快速
的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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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養豬場

品種編號： 111
外因顏色：大紅
陰道黏膜顏色：大紅
黏液量：較多
黏液稠度：高且透明
叫聲：頻繁
爬誇：頻繁
……

品種編號： 111
年齡： 2 個月
重量： 2 斤
健康：良好
活動力：良好
飼料編號： 2
………

豬隻生長紀錄

發情母豬：
十舍 111 號
九舍 151 號

利用分析系統判斷母豬發情

語音辨識引擎

語音分析

辨識與條碼

品種編號： 111
叫聲：持續痛苦
………
被壓小豬：
十舍 111
生病小豬：
九舍 215，211
肚子餓小豬：
三舍 056

豬隻語音的辨識

在丹麥平均每 3 個人會養 10,000 頭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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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育種方面，用不同品種的公豬母豬

而部分豬場的 piglets weaned sow year（PSY，

交叉繁育，生產出適合屠宰的商品豬。在

指每年每頭母豬所能提供的斷奶豬仔頭數）

飼料方面，餵豬自動化，根據不同生長期

可以達到 35 頭，這成績讓其他國家難望其

定時定量餵養，標準化的模式可使豬的體

項背。其實欲達到這一數目，主要在於擁有

重、瘦肉率等幾乎相同。在豬舍方面，丹麥

育種、飼料、豬舍及養豬的知識。

重視豬舍環境，合適的溫溼度有利於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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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由此可知，高科技用於養豬不僅可以提
高 PSY，也可以解決人力問題。
至於中國，其市場對豬隻的需求量甚大，
需要從外國進口，因此如何提升產量是一重要
議題。根據阿里巴巴的研究，若把人工智慧
（AI）技術導入養豬的環境，則每年每隻母豬
可多生 3 頭小豬，不僅提高了 PSY，且若能再

降低小豬的死亡率達 3％左右，market pigs sow

year（MSY，指的是每年每頭母豬所能提供的
出欄豬仔頭數，這也是養豬的重要指標）也就
跟著提高。由這兩項指標可見藉由人工智慧搭
配物聯網（IoT）的豬舍照顧智慧化，不僅可

仔豬的出生

以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也可增加健康豬隻的
產量。
當然，提高豬的繁殖力是發展養豬生產的

還可把 RFID 標籤編號移轉到肉品條碼上，

首要基礎。種豬授精有時間的限制，且不同的

作為豬肉追溯的依據。這一套紀錄檔案會包

養豬方法有不同的授精方式，但不管是自然交

括豬的品種、體重、進食情況、運動強度、

配或是人工注入，都需安排合適的時間。豬農

防疫用藥資訊等，豬農也可把不同豬的行

一般會觀察母豬的行為，如其行為興奮不安、

為、叫聲、身體特徵等以 IoT 裝置即時傳回

外陰紅腫、流黏液、出現壓背、食欲下降、嚎

資料庫建立生產履歷。

叫、拱地、兩前肢跨上欄杆、兩耳聳立、東張

把豬的影像辨識、語音辨識及系統內

西望反應等，就是發情期的現象，若在發情期

建含有豬齡等紀錄的資料傳回分析系統，

授精其受孕率會比較高。過去豬農會利用剪耳

系統可根據其身體特徵、聲音等狀況判斷

或貼標籤的方式對母豬做標記，今天智慧化的

是否發情，並預測母豬及公豬適合配種的

養豬就是要把豬農累積的知識轉為系統運算所

時間，且發出訊息通知豬農安排最佳條件

需的資料庫並加以標記。

授精，以增加受孕機率。同時可利用上述

舒適合宜的豬舍環境應有助於生產品質良

數據由豬隻的行為特徵、進食特徵與飼料

好的豬肉，而為了實現豬舍管理智慧化，控制

轉換率預測妊娠母豬所需的飼料，以防死

豬舍環境的方法主要是布建各類 IoT 感測器以

胎和流產 。

獲得各種環境數據（如溫度、噪音、光照度、

隨 著 小 豬（ 仔 豬 ） 出 生， 通 過 上 述

有害氣體等）。當豬舍環境數據超過設定標準

的技術可以辨別每天有多少母豬生產與多

值時，終端設備就會自動警示，並採取相應的

少仔豬產出，來判斷是順產還是助產，以

措施。

提高出生率。但在提高出生率的同時也需

豬農也可在豬隻耳朵上釘掛無線射頻識別

要減少小豬的死亡率，根據美國農業部國

（radio frequency identiﬁcation, RFID）標籤，並運

家豬肉委員會的數據，每年母豬播種時，

用 AI 影像辨識技術追蹤每一頭豬，不僅可記錄

大約有 600 萬頭仔豬被殺死，預防這類事

養豬過程的各項資訊，當豬隻進入屠宰場後，

件每年可為豬場節省數十億頭豬的損失。

科學發展

2020 年 2 月│ 566 期

17

Featured Articles

專題報導

豬場管理資訊系統
1

豬場經營管理系統
日期

豬場經營管理系統
豬隻類別

2

重量
豬場生產管理系統
金額

3

出售

豬場飼料管理系統

淘汰
4

死亡

豬場醫療管理系統

分娩
豬場管理系統

因此知道哪個仔豬被壓到、哪些仔豬吃不到食

生長肥育豬，每個時期所需的飼料（包含限食、

物、哪些仔豬生病是很重要的。

少量多餐）及照顧（包含進行豬瘟及豬丹毒預

當仔豬被擠壓時會發出聲音，這聲音傳至

防注射）都不同。從八周至出售時這兩、三個

語音辨識系統時，系統可辨識是否被母豬壓住。

月間的飼料成分（包含粗蛋白質的含量、穀類

如果是被壓住，系統就可以把訊息立即傳給豬

的含量等）計算等，這些過去是由人工手寫的

農，以利豬農即刻協助仔豬，避免仔豬在豬農

數據資訊（如豬場電腦化管理系統）來估計豬

巡視的空檔出現被壓傷的狀況。

隻所需的飼料。

以前豬農每天必須把豬場基本資料、資料

但在豬場照顧智慧化環境，則是透過 IoT

維護、報表列印、統計作業等輸入豬場管理資

裝置（包含溫度、溼度、影像等感測器與網路

訊系統，至於每天的巡防工作，所得的數據也

設備）把資料傳到智慧化系統，系統會自動啟

會記錄於這系統。之後，再由系統提出豬場繁

動溫度、溼度等裝置，以確保溫溼度環境因子、

殖成績評估表、豬場管理效率評估表等，以利

生活環境通風等適合豬隻的健康成長。

豬農判定結果，並了解改進的內容。
如今已能藉由 IoT 技術把資料傳回 AI 系
統，豬農不用再繁瑣地一一輸入，避免了因為
輸入錯誤而導致錯誤評估的發生。而且豬農可

音辨識、物流演算法等來養豬隻。如某隻豬體
重達 40 公斤時，智慧化系統會通知豬農把牠

移到大於 0.84 平方公尺的空間，同時啟動飲

以準確掌握資訊做適當處理，而不用耗時費力

水器供水 2 加侖等。在飼養的階段中，每一頭

地不停巡邏，更可提升小豬出生後健康成長的

豬自出生起便建立了一套數位檔案，養豬場可

比率。同時根據母豬的紀錄（包含年紀、過去

以藉由影像分析記錄體重、進食情況、運動與

生產紀錄、健康狀況、品種等 )，預測母豬年

否等。

生產力，並對生產力下降的母豬提供淘汰的建

另可觀察豬隻是否生病、偷懶還是懷孕，

議。系統也可以記錄豬隻的資料，包含生育次

即時提醒飼養員介入，如果生病可以馬上隔離

數，懷孕的胎數，發情頻率、哺乳狀況等，分

或用藥等。如果是偷懶，就讓牠起來活動，以

析其是否該繼續生產或淘汰。

免影響肉質。紅外線測溫技術更可進一步監測

其次，在豬隻生長的過程中，分為前四周
齡的離乳仔豬、六周齡的保育仔豬及八周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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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運用了包含影像分析、面部辨識、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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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的體溫，一旦出現異常就能做出疫情預警
並通知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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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舍照顧智慧化是結合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的技術，
減少人力的需求以協助豬農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阿里巴巴透過人工智慧、雲端計算、影
像與語音等技術來養豬，讓母豬每年多生 3 頭
豬。日本的 NTT Data（日本最大的資訊系統
整合公司）也急起直追與日本食材大廠日本火
腿（Nippon Ham）於 2018 年 12 月起，進行人
工智慧加上物聯網的養豬事業計畫，其主要功
能是即時管理多間豬舍，減低巡查人力需求；
人工智慧監控小豬健康狀況與母豬發情時間，
減低病死豬為害並增強繁殖效率；發展畜牧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縮寫，指與訊息相關
的技術）。
目前養豬業的主要問題是人力不足，豬舍

照顧智慧化是結合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的技術，
減少人力的需求以協助豬農解決人力不足的問
題。其次希望藉由這技術在繁育方面可以準確

豬隻的活動力

預測母豬發情時間，進行交配以增加 PSY。在
仔豬時期，可以預防遭母豬壓到、生病、飢餓
等來提升 MSY。

活體豬隻運輸車輛的定位與路徑數據、廚餘

雖然智慧化養豬可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與食品廢棄物車輛的定位與路徑數據、全台

並提升 PSY 與 MSY，但在實際應用中，必須考

灣豬隻飼養場與屠宰場的圖資與定位、全台

量到引入高科技會增加多少成本。智慧化系統

灣豬肉消費市場、賣場的圖資與定位，利用

需要的感應裝置必須有影像、溫度、溼度等多

車輛的移動路徑資訊結合其他的空間分布數

種資料的偵測及傳送功能，如何降低技術門檻、
製作低價位的裝置是目前需要克服的課題。
由於豬隻比其他家禽更容易破壞或汙損感
測裝置與網路設備，以致感測內容失靈，因此
需要大量低價的感應裝置。此外，目前畜牧業
仍有許多憑經驗難以數位化處理的地方，因此
智慧化養豬需要從蒐集的相關資料中進行適當

據，如肉品供應鏈上下游網絡等資訊，運用
空間多標準決策分析與數學建模來預測、追
蹤與推估疫情擴散的時空分布情況。
智慧化系統也需要與廠房的防疫系統
整合（包含人車進入廠區前須消毒、人員
進入前須穿適當隔離衣、從疫區回來須隔

的學習，找出影響豬隻成長的未知因子並加以

離），以減少感染機會。當人工智慧可以推

改進。

廣到農業領域時，不但可以解決食品、食安

除了豬舍照顧須智慧化外，另為因應 2019

年初非洲豬瘟的防疫，全國 22 縣市政府啟動

問題，也解決了人力缺乏的問題，更可以均
衡城鄉的發展，以實現科技濟貧的目標。

豬瘟防疫災害應變機制，積極輔導廚餘養豬戶
轉型改以飼料養豬，以降低疫病傳播的風險。
另外，肉品供應鏈與物流體系的管理能
力，就是防疫能力。結合物聯網（IoT）與空間

陳香君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的多標準決策分析技術，透過智慧化系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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