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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还涉足以下领域：金属院门，引水渠，建筑用钢制品等。此外，诺宜集团还生产其他非金属

产品，例如用于厨房的仿天然石材台面。

诺宜集团与客户紧密合作，努力生产出最适用的解决方案。 在保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同时不断创

新对我们至关重要。

诺宜集团

基于传统 创新未来

基于传统 创新未来

从猪农到金属漏缝地板制造商。从金属漏缝地板制造商到主业

为金属制品的跨国企业。这就是诺宜集团的发展简史。持续

不断的创新是我们成长的原动力。今天优良的产品将进化为明

天更加优秀的产品。以这种哲学思想为核心，诺宜集团不断进

取。

诺宜家族的第一代创业者Grard Nooyen从1978年开始制造金属

漏缝养猪地板，其后他的六个儿子将事业拓展到其他领域。第

三代长孙Gerben Nooyen正在领导集团不断发展跨国业务。家

族企业从来不曾放弃他们事业的起源，养猪业。诺宜集团在西

班牙拥有自己的猪场和自己的肉制品品牌和销售网络。

传统和创新---这两个关键词是诺宜集团的基础也是家族企业

持续繁荣的基石。除了为畜牧业提供高品质的地板系统，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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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中，为母猪提供最佳的猪舍条件，是
获得优良生产成绩的必要因素。诺宜以其高质量的母猪
地板系统而著称，专注于易于清洁，为母猪提供最佳的
舒适度，并显著提高生产成绩。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4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6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借助升降产床，诺宜提供了一套以降低仔猪死亡率为核心的产床系统。 我们防止母猪
躺在仔猪身上造成仔猪压死。 一旦母猪站起，她便启动一个开关，将母猪部分地板提
高到仔猪的安全高度，以防止仔猪爬上母猪地板。 当母猪再次躺下时，母猪地板会降
低到与仔猪地板相同的水平，从而使仔猪可以安全采食母乳。

被压死仔猪比例降低80%
下面的计算示例展示了诺宜升降产床如何根据国际通用原则，帮助您每年每张产床提供
更多的断奶仔猪。

被证明有效的系统
诺宜已在世界范围内累积售出超过十万台升降产床。在一段特殊的影片中您可以看到
升降产床怎样防止仔猪被母猪压死。

气动升降产床 
超级浸塑地板系统搭配可升降式母猪漏缝地板

     升降产床控制系统（BCS）
：使用气动操作的整排产床
升降控制系统

诺宜气动升降产床
 被母猪压死的仔猪比例减少80%
 可快速收回投资
 母猪栏可选择垂直式或对角式布局 
 可选择母猪地板两侧的仔猪地板空间大小
  产床尺寸客户定制
  产床的升降由母猪背部控制杆控制
  安装迅速便捷
  全时段，全年连续工作
  减少工人在产房中的工作负担，从而节省劳
动力

扫描二维码观看影片

结论：每年每张升降产床可多生产7头仔猪

扫描二维码观看影片

1张产床
每年的繁殖周期数 12

12 x 14 出生活仔 168

12%总死亡率 20

45%的仔猪被母猪压死 9

通过使用升降产床可挽救80%被压死的仔猪 7

超级浸塑漏缝地板是一种动物友好型地板系统，内部由膨胀金属网或编织金属条制成，
外部包裹具有出色性能的浸塑层。 由于触感温暖而柔软，这种浸塑层为仔猪创造了最佳
的躺卧舒适度。 超级浸塑地板有各种标准尺寸，也可客户定制其他尺寸。 产床的超级浸
塑地板可作为自支撑地板框架使用，母猪地板可以是垂直或对角线位置放置在产床中。 

额外选项：
   超级浸塑漏缝产床地板可以在母猪地板的任意一边选配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

 可在封闭地板下选装整体浸塑的水暖管地暖系统。也可以选装可拆卸式的加热地板。

超级浸塑产床漏缝地板 
 动物友好的，可提供最佳舒适度的浸塑地板

   母猪地板呈对角式放置的
超级浸塑产床地板

   膨胀网浸塑地板    编铁网浸塑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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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统中使用的是圆筋仔猪塑料地板。 得益于泪状的截面和圆形的顶部，用于产床
的圆筋仔猪塑料地板为仔猪提供了舒适的躺卧体验，完美的清粪性能使其非常易于清
洁。该塑料地板与其他同类地板的不同在于 ：由于漏缝走向与母猪平行，因此该地板
在哺乳期间可以为仔猪提供最佳的抓地力。

自支撑式的圆筋塑料地板易于安装。镀锌或玻璃纤维梁可用于支撑。 圆筋塑料地板的
标准长度为600毫米，并提供以下宽度尺寸：200、300或400毫米。 如果需要，可
以自定义各个组件的长度。 这样，所有需要的尺寸都可以满足。 圆筋塑料地板的所
有型号均具有足够承重母猪的能力。

额外选项：
  圆筋塑料漏缝地板可选择在母猪地板的任意一侧或两侧安装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
可选装多种可拆卸式加热地板。

 钢制镀锌支撑梁可以配备壁板，角铁或圆销。 这提供了多种安装选项。

8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Eco-Line 是一种在母猪地板两侧都具有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的全镀锌三棱钢产床。

诺宜镀锌三棱钢地板，其V型钢筋 保证了地板有完美的清粪效果， 并可持续的获得 优
良的卫生环境。 这赋予了此地板系统降低猪舍氨气的功能。因为镀锌三棱钢地板平坦
的上表面，为猪只提供了最佳的站立平面和卓越的躺卧舒适度。

除多种标准尺寸外，镀锌三棱钢地板还可以客户定制尺寸。
产床用仔猪区域的镀锌三棱钢地板，可选用10mm宽钢筋，配合8或10mm宽漏缝。

额外选项：
  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以使用在其旁边或下方焊接的支撑梁或角铁安装在任何所需的高
度。

  镀锌三棱钢产床板地板也可以在母猪的两侧安装有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并带有集成
式地板加热系统。 Eco-Line产床的两侧都有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而MVR只有一侧
有此设施。

   镀锌三棱钢产床板地板也可以在母猪的两侧安装有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并带有集成
式地板加热系统。 Eco-Line产床的两侧都有封闭的仔猪躺卧区域，而MVR只有一侧
有此设施。

圆筋塑料地板产床漏缝地板 
其独特的外形仿制编铁网浸塑地板

镀锌三棱钢产床漏缝地板 
V形截面使地板非常易于清洁

      9 

   得益于泪状的截面和圆形的
顶部，用于产床的圆筋仔猪
塑料地板为仔猪提供了舒适
的躺卧体验，完美的清粪性
能使其非常易于清洁。 

   归功于V形截面和圆角，镀锌
三棱钢地板具有最佳的清粪
效果。

   仔猪封闭躺卧地板的表面具有水滴防滑纹
路，可以为仔猪提供最佳的抓地力。

   该塑料地板的漏缝走向与母猪平行，在哺
乳期间可以为仔猪提供最佳的抓地力。

   镀锌三棱钢地板的顶部可选用平坦表面或
额外的防滑纹：Softgrip 

   Eco-Line产床的封闭地板仔猪躺卧区域拥
有水滴状防滑纹路，为仔猪提供最佳的防
滑效果。



诺宜的福利产床是一种不会降低产房生产成绩的母猪栏开放式产床系统。 福利产床
具有内置的升降产床地板，母猪可以在产床中活动自如，同时获得最佳的产房生产成
绩，并为母猪和仔猪提供更好的动物福利。

避免压死仔猪
新型福利产床提供了更好的动物福利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使用内置的升降产床地
板，可使新生仔猪的成活率最大化，并将压死仔猪的比例降至最低。 一旦母猪躺下，
母猪地板将下降到仔猪地板相同高度，使仔猪可以安全，不受干扰地采食母乳。 
 
改善产床卫生和动物生活质量 
福利产床使产床卫生和动物生活质量同步提高。 母猪可以在带有柔软涂层的浸塑地板
上自由走动，从而提供足够的抓地力。浸塑地板优化了清粪功能，保证产床卫生。 在
柔软的浸塑地板上，仔猪不会损坏膝盖和乳头。 仔猪保持健康，降低感染风险。 福
利产床可确保获得最佳的生产成绩和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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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是欧洲法规中的重点关注领域。 在传统的养猪场中，主要关注妊娠期母猪的
群养。 诺宜猪场地板对产床的设计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生产的母猪栏开放式产床，
使母猪在产床上具有很大的活动自由度，同时将仔猪死亡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卫生
高品质超级浸塑产床地板是追求产床最高卫生标准和最佳动物福利的答案。

动物福利
母猪产后1周，产床母猪栏打开，为母猪提供了宽敞的活动空间（大于6平方米）
产床

高效
明智的投资会预期未来的发展方向，诺宜母猪栏开放式产床，可以方便的将现有的3
张面积较小的产床，重组为2张宽敞的大产床。

10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母猪栏开放式产床 
改善产床的清洁和动物福利 

 福利产床 
在打开母猪栏的同时保持产房生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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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宜福利产床
材料 超级浸塑地板

阻燃性能优越 诺宜阻燃地板：阻燃级别达到EN 13501-1:2007+ A1: 2009 (Bfl 
- s1)

卫生 高质量超级浸塑地板，因其最佳的清粪功能，获得最好的卫生条
件。

动物福利    产后一周，可将母猪栏打开，为母猪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
 超级浸塑地板柔软的触感可改善动物福利并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升降产床系统可使新生仔猪的成活率最大化

投资回报    福利产床是一种不会降低生产成绩的母猪栏开放式产床
  精明的投资： 
可方便的将现有的3张小产床重组为2张宽敞的大产床



诺宜为产床仔猪提供了多种的躺卧区域设备选择。 这些躺卧区域可配备内置的地暖加热系统，并具有最佳抓地力和舒适度

12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母猪部分地板可以以垂直方式或对角线方式放置在产房地板中。母猪漏缝地板可以和
仔猪地板位于同一水平面，或稍高于仔猪地板放置。如果母猪地板放置在稍高位置，
则可在母猪地板的前后两端设置仔猪通道。

母猪漏缝地板可以采用镀锌三棱钢地板或三棱铸铁地板。或两种嵌入式地板的组合。

嵌入式镀锌三棱钢母猪地板
嵌入式镀锌三棱钢母猪地板的V型钢筋为地板提供了完美的清粪性能，
进而为产床带来卓越的卫生条件。因为三棱钢的平坦顶部，为母猪提供了最佳的站立
表面和突出的躺卧舒适度。

镀锌三棱钢母猪地板可选用10或12mm宽度钢筋，结合10mm宽度漏缝。还可以选用直
径10mm的圆钢筋与同等宽度漏缝的组合。

镀锌三棱钢母猪地板的额外选项：
  可选装母猪肩颈部实心地板为母猪提供更好的舒适度。
 可在母猪尾部三棱钢地板下加装水暖加热管，为新生仔猪提供保暖。
 可在母猪尾部三棱钢地板上加装漏粪宽缝或可以向上或向下开启的清粪开口。

嵌入式三棱铸铁母猪地板
三棱铸铁地板是由优质澳大利亚铸铁制成的可靠铸铁地板系统。 三棱铸铁地板结实，
韧性强，特别经久耐用，并且由于其V型地板筋，清粪性能良好。 母猪嵌入式三棱铸
铁地板有各种标准尺寸。

三棱铸铁地板的额外选项：
  可选装实心母猪肩颈部地板和/或母猪水冷降温地板为母猪提供额外的舒适度。

仔猪的躺卧区域 
内置地暖加热系统

嵌入式镀锌三棱钢和三棱铸铁母猪地板
嵌入式镀锌三棱钢母猪地板提供完美的卫生条件 — 嵌入式三棱铸铁母猪地板提供可靠性和耐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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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锈钢顶板的复合水泥材料加热地板
  标配隔热层；
  卫生：易于清洁；
  产品使用年限长；
  输入水温低；
  内部水管分布密度高，使热量在地板各处分布均匀。

复合水泥材料加热地板
  标配隔热层；
  良好的防滑性能；
  产品使用年限长；
  输入水温低；
  内部水管分布密度高，使热量在地板各处分布均匀。

铝制加热地板
  标配隔热层；
  表面水滴状纹路提供良好的防滑性能；
  输入水温低；
  内置铝制水管使热传导效率最大化；
  热量在地板各处分布均匀性最为优异。

超级浸塑地暖地板
  内置在超级浸塑地板内部：没有接缝；
  也可作为可拆卸设备提供；
  水暖加热；
  舒适度：浸塑层触感柔软温暖；
  卫生：方便清洁；
  可选配保温层。

水暖加热塑料地板
  由实心塑料地板加工而成；
  表面的纹路提供良好的防滑性能；
  卫生：易于清洁；
  标配保温层。

橡胶地板
   具有防滑点的橡胶水暖加热地板；
  提供最佳防滑性能。

   三棱钢地板上的U型凹槽设计为母猪提供最
佳的抓地力。

   母猪地板略高于仔猪地板

   母猪地板与仔猪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    三棱铸铁地板：由于其高低不平的表面设
计为母猪提供了良好的防滑站立地面。

   全漏缝嵌入式三棱铸铁母猪地板



在在产床地板上，为仔猪创造一个温暖的区域，为母猪创造一个凉爽的区域是至关重
要的。 正是针对这种实际需求，诺宜开发了一种具有地板冷却功能的母猪地板：母猪
水冷降温地板系统。

瓦赫宁根大学（WUR）对哺乳母猪的地板降温效果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 研究表
明，采用地板降温的哺乳母猪，哺乳期采食量更高。 母猪哺乳期体重损失降低，哺乳
期结束时体况更好，从而在下一轮分娩中产出更多的仔猪。 母猪采食量的增加也意味
着仔猪获得更多的母乳，并使仔猪获得更高的断奶体重。 据计算，该系统每张产床每
年可产生60欧元的额外效益。

地板冷却系统，在带有肩颈部封闭区域的三棱铸铁母猪地板上的应用最为有效。 系统
中冷却水的最佳温度为21摄氏度。

科研数据来源：瓦赫宁根大学和研究中心，荷兰

  降低母猪热应激，舒适度提高
  增加动物福利
  避免生产性能在夏季降低
  高投资回报率

14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母猪水冷降温地板 
哺乳母猪的地板降温系统

母猪尾部的清粪开口 
为产床提供完美的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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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水冷降温系统功能的嵌入式母猪三棱铸
铁地板

 冷水通过地板下的不锈钢水管流过。

   母猪尾部三棱钢清粪开口

   拥有嵌入式超级浸塑盖，内部为膨胀金属网，的三棱钢清粪宽缝
地板

   可转动式向下开启的三棱钢清粪开口

   40mm宽的清粪宽缝

   拥有嵌入式超级浸塑盖，内部为膨胀金属网，的超级浸塑清粪宽缝地板。也可
选用嵌入式三棱钢盖。

  拥有嵌入式盖的镀锌清粪开口    拥有嵌入式盖的浸塑清粪开口

   拥有嵌入式三棱钢盖的三棱钢清粪宽缝地板

诺宜为产床母猪尾部的清粪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使用可开关的清粪开口或选择清粪宽缝可确保
产床中良好的卫生状况。

水冷系统带来的好处
哺乳期母猪的采食量增加， +0.3kg每头母猪每天

仔猪需要的医疗护理降低， -  2,3%

仔猪断奶后死亡率降低。 -  2,4%

仔猪断奶体重增加， + 0,4 kg

More piglets in following litter +  1,0



诺宜镀锌三棱钢地板，其钢筋的V形钢筋保证了地板有完美的清粪效果，并可持续的
获得优良的卫生环境。这赋予了此地板系统降低猪舍氨气的功能。因为镀锌三棱钢地
板平坦的上表面，为猪只提供了最佳的站立平面和卓越的躺卧舒适度。

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作为自支撑结构使用，以标准方式或与钢支架组合的方式（漏缝
方向与通道平行）都很易于安装。 如果以标准方式安装，自支撑结构跨距最大可达
3,000 mm。 最佳支撑结构宽度25mm。

对于群养的妊娠母猪，可以选择在粪便通道上方安装相同宽度的自支撑三棱钢地板。 
角铁用于将漏缝地板安装在粪便通道的边缘。 通过使用猪栏中心到中心的尺寸，这些
角铁正好落在侧围栏的下方，不会对母猪行走造成任何障碍。

用于定位栏饲养母猪的三棱钢地板，其标准宽度为120mm，尾部清粪开口设置在三棱
钢地板的最末端。另一种选择是定位栏内全部采用三棱钢漏缝地板。

妊娠母猪使用的三棱钢地板，其钢筋宽度为15mm，结合12或15mm宽度的漏缝。

额外选项：
   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以使用在其旁边或下方焊接的支撑梁安装在任何所需的高度

 也可用焊接的角铁调整安装高度。
 妊娠母猪用，拥有尾部清粪开口的三棱钢漏缝地板。

16      母猪漏缝地板系统

三棱铸铁地板是妊娠母猪可靠的铸铁地板系统。此地板拥有多种标准尺寸，最长跨度
达到2,000mm，而且全部为自支撑地板。三棱铸铁地板是由优质澳大利亚铸铁制成的
可靠铸铁地板，具有结实，韧性强，特别经久耐用的特性。

三棱铸铁地板因其V型地板筋，清粪性能良好，因此可以降低猪舍氨气。 而且地板表
面易于清洁。以上这些因素保证了猪舍中卓越的卫生条件。独特的高低不平式表面设
计为母猪提供了完美的防滑性能。三棱铸铁地板提供最佳的躺卧舒适度。

三棱铸铁地板筋和漏缝的宽度都为15mm。此地板有多种标准长度。

三棱铸铁地板以标准方式或与钢支架组合的方式（漏缝方向与通道平行）都很易于安
装。 最佳支撑结构宽度25mm。
对于非标准的粪沟尺寸，漏缝地板可以客户定制长度和宽度。

与三棱钢地板相同，三棱铸铁地板也可与水泥地板完美结合使用。

三棱钢母猪漏缝地板 
为定位栏或群养母猪提供清粪地板 

三棱铸铁母猪漏缝地板 
为定位栏或群养母猪提供清粪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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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母猪用三棱钢漏缝地板标配防滑纹
路：Softgrip。

     配备有在其旁边焊接支撑梁的镀锌三棱钢
地板。

   地板侧面的钩爪保证地板之
间的连接紧密。

   独特的高低不平式表面设计为母猪提供了
完美的防滑性能。V形地板筋保证了地板有
完美的清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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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后仔猪特别敏感。良好的饲养条件和易于清洁的猪舍
可以帮助你渡过转换期，并防止出现断奶应激。

保育猪漏缝地板

18      保育猪漏缝地板



诺宜保育猪塑料漏缝地板，为断奶后至50公斤体重仔猪提供可靠的地板系统。顶部圆
角和地板筋的V型截面都保证地板拥有完美的清粪功能和易于清洁的表面。 这意味着
保育舍最佳的卫生环境。漏缝地板上的额外凸起为仔猪提供了躺卧的舒适度和良好的
抓地力。这样可以保证仔猪腿部的良好发育。塑料漏缝地板可以与三棱钢漏缝地板完
美结合，以更好地驯化仔猪的排泄行为。

塑料漏缝地板易于安装。可以使用镀锌钢梁或玻璃纤维梁作为地板支撑。 由于镀锌钢
梁可以配备桥状结构，因此可以实现更大的跨度。另一种选择是安装可调节高度的塑
料支撑脚。

保育猪塑料漏缝地板的标准尺寸为600 x 600 mm 或 600 x 800 mm。如果必要，此
地板也可以客户定制长度和宽度。

额外选项：
  保育猪塑料地板还有100%面积为封闭地板的种类。
  钢制镀锌支撑梁可以配备壁板，角铁或圆销。 这提供了多种安装选项。

20      保育猪漏缝地板

诺宜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其V型钢筋保证了地板有完美的清粪效果，并可持续
的获得优良的卫生环境。这赋予了此地板系统降低猪舍氨气的功能。因为镀锌三
棱钢地板平坦的上表面，为猪只提供了最佳的站立平面和卓越的躺卧舒适度。

镀锌三棱钢地板有自支撑结构和非自支撑结构两种选择，以标准方式或与钢支架
组合的方式（漏缝方向与通道平行）都很易于安装。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有多种标准长度选择，以每100mm为基础单位增加长度。
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不同长度的地板设计方案。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可添加多种配件，例如地暖系统：可在三棱钢地板下焊接
水暖管，或在整块封闭地板下供热。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的钢筋宽度为10 mm，并带有8、10或12 mm的漏缝。 另
一个选择是12mm宽的钢筋与10或12mm的漏缝相结合。

另一种替代方案是采用直径10mm的圆柱体钢筋配合10mm宽漏缝的镀锌圆筋漏缝
地板。

额外选项：
  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以使用在其旁边或下方焊接的支撑梁或角铁安装在任何所需
的高度。.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可安装可开闭式清粪开口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与塑料漏缝地板或超级浸塑地板完美组合。

保育猪塑料漏缝地板 
躺卧舒适的塑料漏缝地板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漏缝地板
三棱钢筋的V型截面保证完美的卫生状况

   100%面积封闭保育猪塑料地板    顶部圆角和地板筋的V型截面都保证地板拥
有完美的清粪功能和易于清洁的表面。

   保育猪镀锌三棱钢地板
的表面有两种选择，平
滑表面或有额外防滑纹
路：Softgrip。

   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以配备
焊接在其旁边的支撑梁。

   三棱钢地板下配备的水暖
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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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漏缝保育猪塑料地板

  100%面积封闭保育猪塑料地板  90%面积封闭保育猪塑料地板



保育猪超级浸塑漏缝地板是一种动物友好型地板系统，内部由膨胀金属网或编织金属
条制成，外部包裹具有出色性能的浸塑层。 由于触感温暖而柔软，这种浸塑层为仔猪
创造了最佳的躺卧舒适度。 
保育猪超级浸塑地板的尺寸可客户定制。 可根据客户需要提供不同尺寸的浸塑地板
设计。
保育猪超级浸塑地板可以与三棱钢漏缝地板完美结合，以更好地驯化仔猪的排泄行
为。

额外的选项：
  保育猪超级浸塑地板可以配备封闭地板，如果需要还可以在封闭地板下添加内置水
暖管的地暖系统。

  保育猪超级浸塑地板可以配备封闭地板，如果需要还可以在封闭地板下添加内置水
暖管的地暖系统。

22      保育猪漏缝地板

三棱铸铁地板是保育猪可靠铸铁地板系统。 三棱铸铁地板是由优质澳大利亚铸铁制
成，结实，韧性强，特别经久耐用。

由于其V型地板筋，清粪性能良好，并因此降低猪舍内氨气。 并且，此地板表面非常
易于清洁。以上这些因素保证了猪舍内卓越的卫生条件。

独特的高低不平式表面设计为母猪提供了完美的防滑性能。三棱铸铁地板提供最佳的
躺卧舒适度。

保育猪三棱铸铁地板的标准形式为12.5mm宽度地板筋搭配10mm宽度漏缝。此地板有
多种标准尺寸，最大长度2,000mm，全部为自支撑地板结构。三棱铸铁地板以标准方
式或与钢支架组合的方式（漏缝方向与通道平行）都很易于安装。对于非标准尺寸的
粪沟，该地板可以客户定制长度和宽度。

额外选项：
  以联合方式安装的保育猪三棱铸铁地板可选配清粪开口。

超级浸塑保育猪地板 
动物友好的，提供最佳舒适度的浸塑漏缝地板

三棱铸铁仔猪漏缝地板 
可靠，耐久的铸铁漏缝地板

   编铁网超级浸塑地板。   膨胀网超级浸塑地板。    包含封闭地面的保育猪超
级浸塑地板，配备内置的
水暖管地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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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侧面的钩爪保证地板
之间的紧密连接。

   最佳支撑结构宽度为
25mm。

   三棱铸铁地板：由于其高低
不平的表面设计为仔猪提供
了良好的防滑站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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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三棱钢或三棱铸铁漏缝地板的使用，可确保育
肥猪舍地板良好的清洁，并降低病原体的传播压
力。复合材料漏缝地板由于采用高密度材料而增加
了地板的清洁性能。二层地板系统显著增加了育肥
猪的饲养空间。

漏缝地板系统
育肥猪舍

24      漏缝地板系统 育肥猪舍



诺宜复合材料地板是内部有金属网支撑的高分子聚合材料地板，适合保育舍和育肥舍
使用。

诺宜复合材料地板，由于其高分子，高密度材料和地板的结构设计而具有卓越的清粪
功能。该地板也有封闭躺卧地板类型。
 
为育肥猪提供完美的躺卧，防滑和卫生条件
仔猪和育肥猪复合材料地板，由于其上的防滑纹路，为地板提供了完美的防滑性能。
而由于地板结构的科学设计，获得卓越的清粪性能。

复合材料地板的主体材料为高分子聚合物，由于其密度高，材料本身完全防水，因此
也非常易于清洁。复合材料地板的最大跨度为2000mm，其内部为不锈钢支架加固，
使地板不会生锈，而且比水泥地板有更好的抗酸性。

26      漏缝地板系统 育肥猪舍

诺宜镀锌三棱钢地板，其V型钢筋保证了地板有完美的清粪效果，并可持续的获得优
良的卫生环境。这赋予了此地板系统降低猪舍氨气的功能。因为镀锌三棱钢地板平坦
的上表面，为猪只提供了最佳的站立平面和卓越的躺卧舒适度。

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作为自支撑结构使用，以标准方式或与钢支架组合的方式（漏缝
方向与通道平行）都很易于安装。 如果以标准方式安装，自支撑结构跨距最大可达
3,000 mm。
育肥猪镀锌三棱钢地板有多种标准长度选择。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不同长度的地板设
计方案。三棱钢地板可与水泥地面进行完美组合。
三棱钢地板，其钢筋宽度为12或15mm，结合12或15mm宽度的漏缝。最佳支撑结构的
宽度为25mm。

额外的选项：
  育肥猪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以使用在其旁边或下方焊接的支撑梁或角铁安装在任何所
需的高度。

  育肥猪镀锌三棱钢地板可以配备清粪开口。

高质量复合材料地板
为育肥猪提供完美的地板系统

育肥猪镀锌三棱钢漏缝地板
三棱钢地板钢筋的V型截面保证地板完美的卫生状况

   镀锌三棱钢地板的顶部可
选用平坦表面或额外的防
滑纹：Softgrip

 

   另一种替代方案是采用直
径12mm的圆柱体钢筋配合
12mm宽漏缝的镀锌圆筋漏
缝地板。 

 

   地板侧面的钩爪保证地板
之间的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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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圆角的V型钢筋使地板拥
有良好的清粪功能和卫生状
况。

诺宜复合材料地板
材质 内部由不锈钢钢筋加固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地板

加固 特色的不锈钢钢筋加固

地板外观特性 地板筋为倒三角截面，地板顶部微微隆起（保持地板顶部干燥）
具有防滑纹路

防火性能 诺宜阻燃标准

特点/优势   可用于仔猪和育肥猪
 不会生锈，具有阻燃性
 较水泥地板有更好的抗酸性
 不会吸水
 自支撑地板跨度最大2000mm
 整体结构设计保证最佳卫生状况
 地板的漏缝设计保证卓越的清粪功能
 多种尺寸可选
 地板表面兼具光滑性的同时为动物提供良好的抓地力
 可选择部分封闭地板



三棱铸铁地板是由优质澳大利亚铸铁制成的可靠铸铁地板系统。 三棱铸铁地板结实，
韧性强，特别经久耐用，并且由于其V型地板筋，清粪性能良好，因此具有降低猪舍
内氨气含量的功能。 地板表面易于清洁，以上这些因素使地板获得卓越的卫生性能。
独特的高低不平式表面设计为育肥猪提供了完美的防滑性能。三棱铸铁地板提供最佳
的躺卧舒适度。

育肥猪三棱铸铁地板具有标准的15mm宽度筋和漏缝。该地板最长可达2,000mm，全
部为自支撑地板。
育肥猪三棱铸铁以标准方式或与钢支架组合的方式（漏缝方向与通道平行）都很易于
安装。 最佳支撑结构的宽度为25mm。

对于非标准的粪沟尺寸，该地板可以客户定制长度和宽度。
与三棱钢地板类似，三棱铸铁地板也可以与水泥地面完美结合使用。

二层地板系统是提高保育和育肥猪动物福利的方法之一。 该系统使猪的饲养面积增加
了25％至40％，同时也可以为其他猪舍提供额外的饲养空间。 猪可以生活在两个楼
层上：底楼和二楼。 猪可以通过坡道轻松地在两个楼层之间上下走动。.

优势
  为猪只提供生活和玩乐的空间选择以增加动物福利。
 二层平台和坡道可折叠，使清洁更容易。
 增加猪场经济收益，即使在正在使用的猪舍也可快速安装。

优势
   保育猪舍
 育肥猪舍。

多种版本
  由金属或塑料制成的全漏缝地板。
 可选封闭地面
 在平台靠墙部分有清粪款缝，防止粪便聚集
 完全自支撑或由猪舍墙面支撑。

动物福利
二层地板系统以改善动物福利为中心，每头猪的饲养面积更大，这是动物友好型猪肉
生产的重点，并且符合“更好生活”质量标志的要求。

动物福利
在实践中，育肥猪充分利用了二层地板系统。 仔猪和育肥猪学习得很快，平均95％
的猪会去二楼。 此系统对猪群健康和生产成绩没有影响。 但是，有迹象表明猪的攻
击性降低（例如，咬尾）。

育肥猪三棱铸铁地板 
可靠，耐久的铸铁漏缝地板

二层地板系统
为保育仔猪和育肥猪提供额外养殖空间

   地板侧面的钩爪保证地板
之间的紧密连接。

 29 

   独特的高低不平式表面设计
为育肥猪提供了完美的防滑
性能，地板钢筋的V型截面保
证地板完美的卫生状况。

28      漏缝地板系统 育肥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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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宜超级浸塑地板符合严格的荷兰建筑
法规，并在地板无缝连接方面达到了最
高标准，从而通过其柔软的涂层确保了
最佳的卫生和动物福利水平，且地板使
用寿命长。 我们的超级浸塑地板通过欧
洲标准EN 13501-1：2007 + A1：2009
测试，阻燃等级达到Bfl-S1。

诺宜超级浸塑地板带来更多舒适

诺宜超级浸塑地板可提供最佳的舒适
性和卫生性。 这种高质量的涂层感
觉柔软温暖，并且可以防止腿和脚受
伤。 这可以确定的是，诺宜超级浸
塑地板提供更好的动物福利并带来更
好的生产成绩。

诺宜猪场地板
保证产品质量

质量是诺宜的第一要务。 在漏缝地板系统领域的多年经验使诺宜够不断改善其产品质量。 
这是能够满足养猪户最佳预期的需求，并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的重要条件。

除了质量之外，诺宜自然还对产品性价比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产品
和尺寸的高度标准化来实现的。 此外，客户定制设备仍然很重要。

超级浸塑地板
在浸塑过程之前和之中，要进行各种质量检查，以确保浸塑地板的最佳质量和较长的使用寿
命。 例如，可以测量底漆的pH值，并确定浸塑液的粘度（或流动度）。 浸塑层硬度测试仪
用于确定浸塑层的硬度。 该测量是在用盐溶液处理浸塑地板之前进行的。 最后，使用测试
样品进行机械拉伸测试。 该测试可得到浸塑层的柔韧性。 拉伸试验后，使用显微镜检查样
品，从而可以确保涂层与钢的最佳粘附力。

镀锌三棱钢地板
诺宜的目标是使用高强度钢代替标准增强钢（FeB 500），以使镀锌三棱钢地板具有长久的
耐用性。高强度钢是一种高质量合金，具有较高的镍，铬和铜含量，且硅的含量较高。 与标
准增强钢相比，高强度钢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因此具有一致的成分。 将钢冷成型并热镀锌。 
锌涂层的平均厚度为100至130微米。 由于高抗力钢比标准增强钢可以涂更多的锌，因此使
用寿命更长。 由于使用了高强度钢，诺宜销售的镀锌三棱钢地板的质量远远超过了NEN-
EN-ISO 1461标准。

三棱铸铁地板
诺宜三棱铸铁地板由质量上佳的铸造混合物制成：球墨铸铁（EN-GJS-400-15）。 由于铁
分子的层状结构和这种混合物的高粘度，该材料具有抗冲击性和高柔韧性。 这意味着三棱铸
铁地板可以承受5％的弯曲而没有任何问题。

诺宜塑料漏缝地板
诺宜塑料漏缝地板由环保（1）和可回收的第一代无镉聚丙烯制成。 聚丙烯是具有广泛应用
范围的热塑性聚合物。 该材料组由没有交联的线性大分子组成。 热塑性塑料的应用具有很
大的优势，因为软化的材料可以轻松地成型为所需的形状，也可以轻松地重复使用。诺宜塑
料漏缝地板还具有很高的化学溶液抗性，包括碱和酸。

（1）2019 年得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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