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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
请在使用本产品前阅读本手册。未能遵循本手册中的说明和安全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请妥善保管本手
册，以备将来参考。

手册中使用的符号

危险
  提醒注意危险状况，如果未能避开这种状况，将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
  提醒注意危险状况，如果未能避开这种状况，可能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
  提醒注意危险状况，如果未能避开这种状况，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伤害。

  提醒注意重要信息，但与危险不相关。

  有关更轻松执行特定任务的建议和意见。

一般安全说明
警告
在电气装置上作业时，务必要关闭主电源。

警告
安装和维护 PPT 时，务必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注意
只有当地合格人员可以进行安装和维修。

注意
按照当地法规和条例安装系统。

注意
我们建议由 2 人完成 PPT 的安装和维护。

工作环境
注意
安装区域不得有任何障碍物，包括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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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确保所有组件都安装在动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注意
确保所有电缆都妥善隐藏，以防有人绊倒。

注意
在安装和维护 PPT 时要考虑到高浓度的氨。

动物福利和安全
Nedap Livestock Management 系统的自动化操作绝不免除系统的安装者和用户确保和照顾动物福利的责任。

产品上使用的符号

被卡住的危险，请在进入或维修之前关闭！

自动启动，请在进入或维修之前关闭！

免责声明
NEDAP 不保证种猪性能测定站能够在所有环境和应用中正常运行，并且对于质量、性能、适销性或是否适用于特定用途
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和陈述。NEDAP 已竭尽所能确保本手册的准确性；NEDAP 对于可能出现的误差和遗漏不承
担任何责任。您明确同意使用种猪性能测定站的风险由您自行承担。

版权所有
版权所有 © NEDAP 2017。内容可能会修改，恕不提前通知。NEDAP/种猪性能测定站是 NEDAP 的注册商标。本手册中
包含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所有其他商标均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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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PT 概述
Nedap 种猪性能测定站 (PPT) 由猪称重平台和内置称重装置（用于测量个体猪的采食量）的饲料槽组成。猪称重平台的
宽度可以根据猪的体型大小轻松调节。该系统足以通过无限制自由采食饲喂方法饲喂多达 15 头猪。

系统原理图
PPT 系统由 VP2001 电源、VP8001 和 VP1007 驱动。安装在 VP8001 上的 PPT 运转组件 (BC) 定义可连接的输入和输
出以及 PPT 的运行方式。VP8001 与 VP1007 之间使用 CAN 通信。VP1007 控制 PPT 的输入和输出。以太网用于访问
VP8001 的 Web 服务器。

2.1 PPT 简介
在生猪养殖中，增重和饲料转化率是最重要的挑选标准。Nedap 种猪性能测定站 (PPT) 用于饲喂生猪并收集猪只生长性
能数据。每次猪访问 PPT 时，测定站便会识别该头猪，并测量它的采食量和体重。PPT 用于群养系统（每栏最多 15 头
猪）中的自由采食饲喂（通常是预先选定的公猪母猪交配产下的仔猪）。根据采食量和增重计算生长和饲料转化率，以对
个体动物的生长性能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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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准确记录个体动物的体重和采食量

• 快速了解生长性能差异

• 客观挑选动物

• 保护数据安全

• 系统操作简便

及早挑选，优化基因

收集到的采食量和体重数据将进行安全处理，您可立即在线访问这些数据。这意味着您可以快速了解个体猪的采食量和生
长差异。您可以根据可靠的数据及早挑选种猪。持续优化基因品质的能力是一大优势。

 

密切监测饲料品质

您还可以使用该系统监测饲料品质或研究不同饲料成分的影响。Nedap 在生猪养殖和管理中运用其多年的自动化经验。这
样，我们可以帮助养殖出健康、高效的猪群。

Cloud
从 PPT 收集的原始数据存储在云中。

我们应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或依据协议以 .csv 文件形式有偿提供这些数据用于科研目的。

这些数据也可通过 API 进行购买（见 http://connect.nedaplivestockmanage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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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1.饲料称重模块 5.动物体重指示器
 2.动物称重模块 6.料重指示器
 3.饲喂料斗 7.可调节侧板
 4.装在 V 盒 1 中的 VP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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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PPT

3.1 工作原理
PPT 站用于自由采食饲喂；料槽中始终有饲料。如果料重过低，料槽中将自动再装 5 份饲料。除非 PPT 关闭，否则 PPT
会一直分配分量。

当料槽中的料重变化时或动物被 RFID 天线识别时，PPT 站会识别动物。

一个称重指示器显示猪的体重，另一个称重指示器显示料槽中的料重。实际料重以克为单位显示，分辨率为 1 克。实际体
重以公斤为单位显示，分辨率为 0.5 公斤。

用猪进入 PPT 前的料重减去当前料重，计算出采食量。

• 将采食量分配给动物，并存储在 VP8001 数据库和云中。

• 将访问时长分配给动物，并存储在 VP8001 数据库和云中。

• 将动物体重分配给动物，并存储在 VP8001 数据库和云中。

根据收集的数据计算采食量（每天耗料克数）、生长（每天增重）和 FCR（饲料转化率 = 每增重 1 克的采食克数）。

补料参数
料重 < 500 克 + 没有动物 –> 补料 + 存储分量大小进行计算。

料重 < 500 克 + 有动物 –> 不补料，等到动物离开或料重 < 200 克。

料重 < 200 克 + 有动物 –> 补料。

登记猪消耗的采食量
最近重量 > 200 克：登记采食量（起始重量 – 最近重量）。

最近重量 < 200 克：登记采食量；计算起始重量（起始重量 + 5 x 分量大小 – 最近重量）。

自动计算分量大小
补料（< 500 克 + 没有动物）后，分量大小将被存储并添加到最近 5 次补料的移动平均值。

请在 PPT 启动时和更换饲料类型后使用感应器进行校准。

3.2 先决条件
1. 首先需要提供一批同龄猪（同一周出生）。

2. 猪的体重介于 6 - 25 公斤之间时为猪佩戴耳标（公猪佩戴蓝色耳标，母猪佩戴粉色耳标）。

3. 首先需要提供一批体重约为 25 公斤的猪。

4. 自由采食饲喂原则（料槽中始终有饲料）。

5. 饲喂颗粒饲料时，每个 PPT 中最多 15 头猪。

6. 饲喂粉状饲料时，每个 PPT 中最多 12 头猪。

7. 漏缝地板可用时，为每头猪提供大约 1 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8. 可用的漏缝地板表面有限时，为每头猪提供大约 1.2 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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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猪在 3 个整天后即可习惯该系统。

3.3 操作 PPT
操作
PPT 自动运行。正常情况下，用户只须执行定期检查、清洁和一些维护任务（见维护方案 (页码 19)）。

可靠的互联网连接是 PPT 运行的必备条件。

称重平台的宽度
请根据猪的体型大小调节动物称重平台的宽度。在称重装置内，猪应不能够并排站立、交错通过或转身。

1. 拔出 2 个销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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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倾斜侧板，将侧板提起重新放置。

始终等距调节 2 块侧板，以使饲料槽入口相对于动物称重平台居中。

3. 使用顶部和底部的孔确定正确的宽度。

4. 将 2 个销钉放入相应的孔中。

在顶部和底部始终使用相对应的孔，以使侧板垂直放置并与外框架平行。

3.4 功能和控件
在电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登录 Velos 之后，屏幕上将显示主菜单。

下面各章节将对适用于 PPT 的菜单选项进行了说明。

3.4.1 用户任务
提供动物
猪会自动接收 Velos 程序中的动物编号，该编号由组群编号和耳标编号的最后 3 位数字组成(GGG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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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动物

1. 确保所有动物均佩戴耳标且系统全面运转。

2. 将佩戴耳标的动物转移到栏中。PPT 将自动识别动物，并自动分配动物编号、区域、性别、耳标编号、提供日期和起
始体重。个体动物的起始体重是开始 2 个整天体重的中位数。

3. 从提供日期开始计算关键值。必要时调整个体动物的起始体重：
a. 在 Velos 中，单击“牧场”。

b. 在“牧场概览”字段中，选择区域，然后单击“查看动物”。

c. 单击要调整起始体重的动物的动物编号。

d. 在“种猪性能测定”选项卡上，单击“起始体重”，然后填入正确的起始体重。

e. 单击“确定”以保存数据。

新一批动物

1. 转到“牧场”，在“牧场概览”中，选择将要获得新一批猪的区域。

2. 转到“种猪性能测定”选项卡，然后单击“提供动物”。

3. 单击“下载”将现有区域的数据保存到电脑上。

4. 始终下载并保存现有区域的数据！

5. 确保所有动物均已佩戴耳标。

6. 将佩戴耳标的动物转移到栏中。PPT 将自动识别动物，并自动分配动物编号、区域、性别、耳标编号、提供日期和起
始体重。个体动物的起始体重是开始 2 个整天体重的中位数。

7. 从提供日期开始计算关键值。必要时调整个体动物的起始体重：
a. 在 Velos 中，单击“牧场”。

b. 在“牧场概览”字段中，选择区域，然后单击“查看动物”。

c. 单击要调整起始体重的动物的动物编号。

d. 在“种猪性能测定”选项卡上，单击“起始体重”，然后填入正确的起始体重。

e. 单击“确定”以保存数据。

从区域中移除动物
必要时从区域中移除患病或瘸腿动物。

1. 在“牧场概览”中或通过“快捷输入”输入离开日期。

2. 将动物所在区域更改为移除动物所在区域 9999。

日常使用 PPT
Velos 的“仪表板”上会显示需要注意的事项。单击相应链接可查看详细信息。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检查采食量关注提示
或者查看“牧场概览”、“区域”或“动物概况”。

1. 在“仪表板”>“饲喂”-“采食量”中，检查出现低采食量（默认低于 500 克，根据昨天的采食量计算）关注提示的动物。此
关注提示的阈值 500 克可在“设置”>“饲喂”-“关注提示”中调整。

2. 在“仪表板”>“种猪性能测定”>“未知访问”中，在未知访问概览中检查分量是否分配到组群，而未分配到动物。

当 24 小时的未知访问采食量超过 70 克时，将弹出此关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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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访问屏幕中将会显示未分配的分量。动物未被识别时（例如，由于访问期间耳标丢失）可能会发生此情
况。列表底部将会显示访问次数最少的动物。如果访问次数为零，这可能是耳标丢失所致。可以手动将未分
配的采食量分配给某个动物，也可以选择“没有”删除关注提示。

– 手动将未分配的采食量分配给某个动物时，报告中该动物的状态将变为“1”。这样就可以轻松辨别出执行了
手动操作的动物。

3. 在“牧场概览”中检查每天的组群平均采食量，以将该采食量与前一天采食量和区域平均采食量进行比较。

4. 动物丢失耳标后，务必尽快更换耳标！

一只或多只动物丢失耳标时无法确保采食量准确度！

5. 在特定动物的基本数据屏幕中输入新耳标编号。

牧场概览
在“牧场” > “牧场概览”中可查看基本数据、种猪性能数据和采食量数据。检查种猪性能测定和饲喂数据的平均值。检查每
天的平均采食量，以将该采食量与前一天采食量和平均采食量进行比较。

 

牧场概览中的种猪性能测定数据

PPT 标题下的所有数据均为昨天的累计数据，但今天的饲喂数据除外，这些数据是当天累计数据。所有数据均为此区域中
各区域的平均值。

项目 含义

FCR 饲料转化率，平均每日采食量 (ADFI) / 日增重 (ADG)，猪性能的测量指标。

ADG 日均增重 = 总增重/入栏整天数。

ADFI 日均采食量 = 耗料总量/入栏整天数。

重量 昨天的平均体重。

天数 自首次识别动物以来的整天数。

 

 

 

 

牧场概览中的饲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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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食量、访问和时长为每个区域的累计数据。将今天和昨天的数据与区域平均值进行比较。

 

区域概览
在“牧场” > “区域概览”中，可查看各区域的基本数据、种猪性能数据、采食量数据和称重数据。

种猪性能测定数据为昨天的累计数据，饲喂和称重数据为当天数据。

 

区域概览中的种猪性能测定数据

 

项目 含义

系统上完成的天数 自识别动物以来的整天数。

平均起始体重 开始 2 个整天动物体重中位数的平均值。

平均最近体重 昨天动物体重中位数的平均值。

平均采食总量 采食总量的平均值。

平均增重 增重的平均值。

平均日采食量 采食总量/入栏天数的平均值。

平均日增重 增重/入栏天数的平均值。

平均饲料转化率 平均采食总量/平均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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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概览中的饲喂数据

 

区域概览中的称重数据

动物概况
查看区域和个体动物的种猪性能测定数据、饲喂数据和称重数据。转到“牧场”>“牧场概览”>“选择区域”。数据以一系列图表
和统计数据显示。

单击“查看动物”可查看个体动物数据。单击动物编号可显示数据。单击 << 或 >> 可转到上一只或下一只动物。

种猪性能测定数据为昨天的累计数据，饲喂和称重数据为当天数据。

 

动物概况中的种猪性能测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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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含义

系统上完成的天数 自识别动物以来的整天数。

起始体重 开始 2 个整天的体重中位数。可以调整。

最近体重 昨天的体重中位数。

采食总量 动物消耗的饲料总重量。

增重 开始后的增重（以公斤为单位）。

日采食量 采食总量/入栏天数。

日增重 总增重/入栏天数。

饲料转化率 采食总量/总增重，种猪性能的测量指标。

动物概况中的饲喂数据

 

 

动物概况中的称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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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CSV 数据
建议您通过“报告”下载 CSV 数据。

1. 转到“报告”>“种猪性能测定”>“下载 CSV 数据”。

2. 选择需要其数据的区域。当只需要 1 个区域的数据时（例如区域 2），填入 2 – 2。要下载多个区域的数据（例如区域
10 至 20），填入 10 – 20。

3. 填写必须下载的数据所处的时间段，例如 01-12-2017 – 31-12-2017。

4. 选择数据的输出格式（目前仅提供 Excel）。

5. 单击“应用”以下载数据。

报告
要查看动物生长性能数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菜单中，单击“报告”。

2. 选择报告格式（“HTML”或“Excel”）。

3. 单击“递交”以生成报告。

 

“报告”>“饲喂”>“采食量”关注提示

本报告基于昨天的采食量数据。必要时可调整采食量关注提示阈值。报告中会列出今天、昨天和前天的采食量数据。

 

“报告”>“饲喂”>“采食访问”

本报告显示预定日期每头猪访问 PPT 站的每一次访问情况。例如，显示日期、时长和饲料量。

 

 

 

“报告”>“种猪性能测定”-“动物数据”

本报告为动物数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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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种猪性能测定”>“生长性能排序”

本报告用于对动物的 FCR（饲料转化率）进行排名。生长（每天平均增重）和饲料转化率（耗料量/增长）根据动物的测
量体重和采食量计算。

“报告”>“种猪性能测定”>“采食组群”

本报告是预定日期每个区域的采食量概览，显示无法分配给动物的饲料的相关数据。

3.4.2 饲料校准
正常饲料校准

使用新类型的饲料时建议执行正常饲料校准，以检查饲料配量是否正确。

1. 确保饲料校准期间没有动物可以进入 PPT。

2. 将校准感应器（由安装人员设置并留给用户使用）放入天线场并取出。

送料电机现在将每隔 2 秒分配 5 份饲料。

3. PPT 会测量稳定重量以校准饲料分量。

当槽中饲料超过 1400 克时，正常饲料校准不会开始。取出一些饲料，然后重新开始校准。

重新激活初始饲料校准

要重新激活初始饲料校准（例如，在清洁之后和/或提供一批新动物之前），必须开关 PPT 上的开关 3 次。

1. 使用 V 盒 1 上的开关关闭 PPT，等到状态指示灯闪烁 1 次，这表示 PPT 已禁用。

2. 使用 V 盒 1 上的开关打开 PPT，等到状态指示灯闪烁，这表示 PPT 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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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V 盒 1 上的开关关闭 PPT，等到状态指示灯闪烁 1 次，这表示 PPT 已禁用。

4. 使用 V 盒 1 上的开关打开 PPT，等到状态指示灯闪烁，这表示 PPT 已启用。

5. 使用 V 盒 1 上的开关关闭 PPT，等到状态指示灯闪烁 1 次，这表示 PPT 已禁用。

6. 打开 PPT，等到状态指示灯每 7 秒闪烁一次，这表示“初始饲料校准”已激活。

7. 执行初始饲料校准。

初始饲料校准

确保饲喂料斗中始终有充足的饲料。

1. 确保料斗装满饲料。

使用粉状饲料时强烈建议使用金属球

2. 确保饲料槽是空的、干净的（重量必须低于 100 克）。

3. 将校准感应器放入 PPT 天线场以激活初始校准程序。

4. 校准程序开始后，从天线场中取出校准感应器。

电机现在将分配 10 份饲料装填螺旋钻和饲料槽。之后，送料电机将暂停 5 秒。现在测量稳定重量。送料电机现在
将分配 5 份饲料。再次测量稳定重量以校准饲料分量。这将确保系统在没有出现“系统关注提示”的情况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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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护

4.1 维护方案
请在系统使用的前两周过后检查整个系统。由于温度波动和振动，某些移动部件可能需要调整，或者螺栓和螺母可能需要
拧紧。

根据以下方案维护 PPT。要保持装置处于最佳状态并保持称量精度，必须进行定期维护。有关如何执行常见维护任务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标准操作程序”（后续章节）。

先将猪隔离更便于执行维护任务。

时间 检查项 操作 执行人

每天 当动物称重平台上没有猪时，检查
动物 称重指示器是否显示“0 kg”¹)。

如有必要，短按“>T< TARE”（皮
重）键以将显示内容设置为“0
kg”²)。

仅适用于动物体重指示器！

用户

每周 1. 检查饲料槽是否被饲料堵塞。

2. 检查动物称重平台下方或侧面有
无障碍物。

3. 检查称重平台上有无粪便或污
垢。

1. 必要时去除堵塞物。

2. 必要时移除障碍物。

3. 清除粪便和/或污垢。

注意
切勿强力清洁 PPT 的电子
组件。

必要时请按“>T<
TARE”（皮重）键。仅适
用于动物体重指示器！

用户

每月 检查使用已知砝码的两台秤（见“标
准操作程序”）。

必要时重新校准。 用户
服务合作伙伴

检查所有螺钉、螺栓和螺母是否正确
拧紧。

必要时拧紧。

请勿拧紧称重平台的移动部
件，这些部件必须能够轻松转
动，而且间隙不能过大。

用户
服务合作伙伴

检查分配饲料后量杯是否水平对齐。 必要时调整。 用户
服务合作伙伴

新增每一批
猪时

检查称重传感器的螺栓是否正确拧紧
（30 牛米 [22 磅力英尺]）。

必要时拧紧。 用户
服务合作伙伴

¹) 由于环境因素影响， 动物 体重指示器可能会不时显示略高于或低于零的体重值。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按“>T<
TARE”（皮重）键。
²) 不要按“ZERO”（归零）按钮将称重指示器设置为 0 kg。否则必须重新校准称重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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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准操作程序：清洁和提供动物前
清洁
1. 清空料斗和料槽。

2. 拔出销钉，取出可调节侧板。

3. 拧松图示螺栓，取出动物秤的内件和背板。

4. 大略清洁栏和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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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逐一清洁动物秤和料槽中的所有重要边缘。
刮掉料槽中的饲料残留物并将其清除，以防饲料堵塞料槽。

6. 清除料槽中的水。

7. 装回动物秤的内件和背板。

8. 确保动物秤和料槽可自由移动。

9. 两个指示器均应显示约为零的数字：[<10.0 克]/[± 0.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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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动物前
1. 拆下饲喂料斗支撑板。

2. 检查饲料杯是否干净且位置正确。
a. 检查量杯在旋转后是否是水平的。

b. 如果量杯不是水平的，拧松固定螺栓并调整位置。

c. 拧紧螺栓以将量杯固定在水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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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新装上饲喂料斗支撑板。

3. 确保料斗、螺旋钻和饲料杯是干的。

4. 在料斗中重新装满新鲜饲料/干饲料。

5. 执行初始补料（10 + 5 份）。

6. 取出一些饲料，直到指示器显示约为 600 克的数字。

7. 在料槽中放一个已知重量的精准砝码 [1000 克 ± 0.1 克]。

8. 指示器应显示 ~600 + 1000 = 1600 克 [最大偏差：± 5 克]。

9. 在动物秤上放一个已知重量的精准砝码 [80 公斤 ± 100 克]（4 个 20 公斤 ± 25 克的砝码）

10. 指示器应显示 80.0 公斤 [最大偏差：± 0.5 公斤]。

如果偏差高于第 8 步和第 10 步中注明的值，请重新校准称重指示器。

4.3 标准操作程序：批次之间
1. 在料槽中放一个已知重量的精准砝码 [1000 克 ± 0.1 克]。

2. 指示器应显示 1000 克 [最大偏差：± 5.0 克]。

3. 在动物秤的 2 个位置放上已知重量的精准砝码 [20 公斤 ± 100 克]。

4. 指示器应显示 20.0 公斤 [最大偏差：± 0.5 公斤]。

只有在必要时才称量动物秤的皮重。

如果偏差高于第 2 步和第 4 步中注明的值，请重新校准称重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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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切勿按料槽指示器的“TARE”（皮重）按钮。

• 切勿按料槽指示器和动物体重指示器的“ZERO”（归零）按钮。

4.4 标准操作程序：确认采食总量
快速版 *

• 关闭 PPT 料斗上方的进料管阀门。

• 等到 PPT 显示“料斗内无料”并注明日期/时间戳。

• 在料斗中再装入已知的饲料量 [20.0 公斤] 并注明日期/时间戳。

• 等到 PPT 再次显示“料斗内无料”并注明日期/时间戳。

• 累计自报告以来时间戳间隔的个体采食量。

• 自报告以来累计的采食量与 20.0 公斤之间的最大差值为 [± 600 克 = 3%]。

* 料斗传感器在补料 5 份过程中显示料斗内无料。传感器显示“料斗内无料”的时间未知：再装 1 份或 5 份后。因此，将最
大差值设置为 ± 600 克。

一种操作程序更为可靠（但更耗时），即在称量确切的饲料量前后（用吸尘器）清洁料斗。这样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分配的
饲料量。必须将此饲料量与自报告以来的个体采食量进行比较。差值应等于或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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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校准 PPT
在更换饲料类型、更换称重指示器或清洁 PPT 后，重新校准 PPT 时可能需要执行以下程序。

• 重新校准前禁用 PPT。

• 确保饲料槽已清空。

• 确保饲料槽可自由移动。

• 确保动物称重平台可自由移动。

• 确保没有任何东西靠着动物称重平台并清除过多的污垢。

饲料槽称重指示器（地址 1）校准程序
在使用饲料槽前，必须使用 2 个 1,000 克 ± 0.1 克的标准（公制）砝码进行校准。使用 2 个等重砝码进行校准很重
要，否则会因称量精度太小而无法获得可靠的结果。

操作 显示屏

1.在校准过程中，使用 V 盒上的开关关闭 PPT，然后检查显示屏上是否显
示克数！

“0 g”

2.同时按住称重指示器的“I”和“ƒ”键，直到显示屏上出现“Full SEtuP”，然后显
示“bUiLd”。

“Full SEtuP”。
“bUiLd”。

3.按“>0< ZERO”（归零）键两次。 “CAL”。

4.按“>T< TARE”（皮重）键一次。

检查饲料槽是否空出、干净且没有障碍物在它的上方、下方或靠着
它。

“ZErO”。

5.按“ƒ”键两次。 “Z in P”，后面是“0 g”。

这是饲料槽的 0 克校准级
别。

6.按“>0< ZERO”（归零）键一次 “CAL”

7.按“>T< TARE”（皮重）键两次。 “SPAN”。

8.按“SELECT”（选择）键一次。 显示屏上闪烁“002000 g”（或其他
数字）。

9.按“ƒ”键一次。 第一个数字闪烁。

10.输入将要使用的校准重量。
a. 按“PRINT”（打印）键编辑第一个数。

b. 按“SELECT”（选择）键跳到下一个数。

c. 重复第 1 和 2 步，直至显示屏上显示“002000 g”。

必须在显示屏上看到“002000 g”。

11.将 2 个 1,000 克 ± 0.1 克的标准（公制）砝码放到饲料槽底部的正中央。 必须在显示屏上看到“002000 g”。

12.按“ƒ”键一次，为 PPT 设置此校准级别。 “S in P”。

13.同时按住“I”和“ƒ”键，直到显示屏上出现“SAvinG”，并发出哔哔声。
现已存储校准设置。

“SAvinG”。

14.删除校准重量。显示屏现在应该显示“0 g”。 “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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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显示屏

15.如果只需校准饲料槽称重指示器，使用 V 盒上的开关打开 PPT。  

此称重指示器仅显示克数。

在饲料槽干净且空出时，如果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大于 10 克，请重新校准饲料槽。

如果您不小心按下“>0< ZERO”（归零）键，必须按照上述程序重新校准指示器。

动物称重指示器（地址 2）校准程序
在使用动物称重平台前，必须使用 4 个至少 20 公斤 ± 25 克 的公制砝码进行校准。使用 4 个等重砝码进行校准很重
要，否则会因称量精度太小而无法获得可靠的结果。

操作 显示屏

1.如有必要，使用 V 盒上的开关关闭 PPT，然后检查显示屏上是否显示公斤
数！

“00.0 kg”

2.同时按住称重指示器的“I”和“ƒ”键，直到显示屏上出现“Full SEtuP”，然后显
示“bUiLd”。

“Full SEtuP”。
“bUiLd”。

3.按“>0< ZERO”（归零）键两次。 “CAL”。

4.按“>T< TARE”（皮重）键一次。

检查动物称重平台是否空出、干净且没有障碍物在它的上方、下方或
靠着它。

“ZErO”。

5.按“ƒ”键两次。 “Z in P”，后面是“00.0 kg”。

这是动物称重平台的 0 公斤
校准级别。

6.按“>0< ZERO”（归零）键一次 “CAL”

7.按“>T< TARE”（皮重）键两次。 “SPAN”。

8.按“SELECT”（选择）键一次。 显示屏上闪烁“00080.0 kg”（或其他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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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显示屏

9.按“ƒ”键一次。 第一个数字闪烁。

10.输入将要使用的校准重量。
a. 按“PRINT”（打印）键编辑第一个数。

b. 按“SELECT”（选择）键跳到下一个数。

c. 重复第 1 和 2 步，直至显示屏上显示“00080.0 kg”。

必须在显示屏上看到“00080.0 kg”。

11.将 4 个 20 公斤 ± 25 克的已知重量公制砝码放到动物称重平台的正中
央。

“00080.0 kg”

12.按“ƒ”键一次，为 PPT 设置此校准级别。 “S in P”。

13.同时按住“I”和“ƒ”键，直到显示屏上出现“SAvinG”，并发出哔哔声。
现已存储校准设置。

“SAvinG”。

14.删除校准重量。显示屏现在应该显示“0.0 kg”。 “0.0 kg”。

15.使用 V 盒上的开关打开 PPT。  

此称重指示器仅显示公斤数。

在动物称重平台干净且空出时，如果显示屏上显示任何数字，按“>T<TARE”（皮重）键将称重指示器设置为零（0
公斤）。

如果您不小心按下“>0< ZERO”（归零）键，必须按照上述程序重新校准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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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
如果 PPT 未正常工作或者如果 Velos 中显示错误消息，请参阅下面的章节尝试解决问题。

6.1 V 盒 1 的 LED 指示灯

状态 原因 解决方法 执行
人

V 盒 1 闪烁蓝灯 错误 检查 Velos 中的系统关注提示。 用户

V 盒 1 上的蓝灯
熄灭

电源关闭 • 检查电源 VP2001。

• 检查断路器/保险丝和布线。

如果未能解决问题，请致电服务合作伙伴。

用户

当系统正常工作时，V 盒 1 上的蓝灯闪烁。

6.2 系统关注提示
一般故障检查
如果 PPT 未正常工作，Velos 中会显示系统关注提示（警报）。请检查显示的系统关注提示。

1. 在 Velos 中，转到“仪表板”>“系统关注提示”以检查所发生的故障。

2. 检查系统关注提示的原因并解决故障（见“故障排除”一章）。

3. 解决问题后删除系统关注提示。

4. 如果您无法自行解决故障，请致电您的服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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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系统关注提示 原因 解决方法

再装时加入的饲料量不足。 PPT 再装的饲料量过少时会显示此
系统关注提示。例如，当饲料校准
重量为 100 克时，补料后的料重
应为 500 克（5 份补料 x 每份 80
克）。当称重指示器显示的重量太
少时，例如 300 克，表明再装的饲
料量过少，此时会显示系统关注提
示。
PPT 已停止补料流程，采食量登记
将继续进行，直到料重降至 50 克以
下或超时时间超过 120 分钟。
• 饲喂料斗未及时装满；饲料可

能堵塞了进料管或饲喂料斗。

• 进料管不经常运行；进料管上
的传感器未正常工作或安装位
置错误。

• 检查进料管装置和饲料成分。

进料管故障可能会影响系
统精度！

• 检查秤是否正常工作：
a. 彻底清洁料槽。

b. 在秤上放一个 1 公斤的测
试砝码。

c. 检查称重指示器是否显示
1000 g。

d. 检查 PPT 的 Velos 监视器
页面中（“维护”>“监测”>“运
转组件”>单击链接视图）是
否显示 1000 g。

e. 当称重指示器或监视器页
面不显示 1000 g 时，校准
PPT，请参见维修手册中
的“校准 PPT”。

初始化期间没有稳定的重量 在供电中断或递交运转组件后，需
要提供饲料的稳定起始重量。如果
在一定时间内料重不稳定，系统将
弹出此系统关注提示。

检查饲料槽是否可自由移动，且推
杆不会触及导向系统的任何索环。

等到动物离开 PPT。饲料
槽中的料重必须低于 2,000
克。

料斗内无料 当无料料斗传感器用时 5 秒以上
未在料斗中检测到饲料时，Velos
的“仪表板”上将显示此关注提示。
采食量登记将继续进行，但 PPT 会
停止补料流程。

重新装满料斗。

传感器再次检测到饲料
后，PPT 将会继续运行，不
会再生成此系统关注提示！

传输时间过长   请参见维修手册中的“解决传输时间
过长问题”。

6.3 状态指示器
PPT 在 VP1007 的显示屏中显示其状态。下表仅显示最常见的状态编号。

显示屏上也会显示其他状态编号或状态编号序列。

显示的编号或编号序列显示 PPT 当前的情况。

状态编号为“2、74、80 或 99”时，需要用户执行操作。在此情况下，警报阻止 PPT 运行。

显示状态代码“99”时，在 Velos 中转到“仪表板”上的“系统关注提示”，以检查所发生的故障（另请参见故障排除 (页
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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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状态

2 初始化
• 正在等待称重指示器完成初始化。

• 正在等待称重指示器显示第一个稳定重量。

11 正在进行饲料称重
• 等到最短饲料称重间隔时间已过。

• 执行饲料槽中的饲料称重。

14 校准
• 已提供补料分量。

• 执行饲料槽中的饲料称重。

• 计算校准值。

15 检查动物
• 读取天线以检查是否有动物。

16 正在进行动物称重
• 执行动物称重。

71 开始补料（5 份）
• 初始化补料参数。

72 检查补料情况
• 如果没有补料在进行中，检查是否需要补料并开始补料。料斗未空时，以下情况下可以开始补料：

– 检测到校准感应器，且饲料槽中的料重低于 1400 克。

– PPT 中没有动物，饲料槽中的料重低于 500 克，且距上次补料超过 3 分钟。

– PPT 中有动物，饲料槽中的料重低于 200 克，且距上次补料超过 3 分钟。

• 如果补料在进行中，检查补料是否完成或继续补料。

73 补料分量
• 分配 1 份补料。

74 处理等待初始补料
• 需要执行初始补料，正在等待正确的开始条件：

– 检测到校准感应器。

– 饲料槽中的料重低于 100 克。

– 料斗内有料。

75 处理开始初始补料
• 初始补料已开始。

– 以 2 秒间隔分配 10 份，以确保螺旋钻完全装满。

– 等待 3 秒以上，以使饲料全部落入饲料槽中。

– 测量补料的起始重量。

80 关闭
• PPT 已使用开关关闭。

99 错误
• 存在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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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状态序列
• 启动后不需要执行初始补料：2、11... 并继续正常操作。

• 启动后需要执行初始补料：2、74、75、71... 并继续补料。

• 存在动物称重机时的正常操作：11、72、15、16、11...以此类推。

• 不存在动物称重机时的正常操作：11、72、15、11...以此类推。

• 如果需要补料，正常序列中断：11、72、71，并继续补料。

• 补料（5 份）：5 次 73、15、16、11、72，然后显示 14、11，并继续正常操作。

显示屏上还会显示其他序列。在这些序列中，一些状态激活的时间可能极短，因此无法在显示屏上看到这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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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理说明

储存
• 如果产品需要储存一段时间，请确保盖上保护罩，以防灰尘和潮气进入。

• 请勿将本产品暴露在阳光直射环境下和/或风暴、雨雪或冰雹等恶劣天气条件下。

• 储存温度范围：-25 – +70 °C (-13 – +158 °F)。

• 相对湿度 (Rh) < 93% @ 45 °C/113 °F（无冷凝）。

处置
请按照地方法规和条例处置废物和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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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词汇表
术语 描述

运转组件 标准硬件组件和/或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转情况，通过 Velos 软件进行设置

CAN（总线） 控制器区域网络。用于连接电子控制器的标准串行总线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ESF 电子母猪饲喂系统

以太网 适用于局域网电脑的网络通信标准

LAN 局域网

RFID 射频识别

路由器 可在计算机网络之间转发数据包的网络设备

交换机（接线盒） 用于将 VPU 连接至电脑（网络）

V 盒 V-模块的外壳

V-模块 VPU（Velos 系统处理器）或 VP

VP1001 读取器电机控制器

VP1007 读取器输入/输出控制器

VP2001 电源（25 Vdc，2x 4 A）

VP3001 读取器输入/输出控制器

VP8001 Velos 系统处理器 (VPU)

VPU Velos 系统处理器

Velos 电缆 用于连接 VPU 和 V-模块的屏蔽 6 极通信/电力线缆

Velos 软件 用于控制系统的 Nedap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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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规格
项目 规格

单一装置运输时的尺寸（长 x 高 x 宽） 1,711 x 1,263 x 704 毫米（67.36 x 49.72 x 27.72 英寸）

堆叠装置运输时的尺寸（长 x 高 x 宽） 1,711 x 2,526 x 704 毫米（67.36 x 99.45 x 27.72 英寸）

安装尺寸（长 x 高 x 宽） 1,693 x 1,833 x 704 毫米（66.65 x 72.17 x 27.72 英寸）

重量（单一装置） 235 公斤（518.1 磅）

称重范围/分辨率（饲料） 2,000 克（4.4 磅）/分辨率 1 克（0.035 盎司）

称重范围/分辨率（动物） 150 公斤（330 磅）/分辨率 0.5 公斤（1.1 磅）

建筑材料框架 全不锈钢
PP 板
热浸镀锌钢 (ISO 1461)

工作温度范围 -10 – +45 °C (-14 – +113 °F)

工作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 93% @ 45 °C/113 °F

外壳防护等级 IP65（盖子、压盖和电缆均正确安装时）

尺寸图（已安装）



用户手册 | 种猪性能测定站

版本: 01.000     35

10 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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