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盡善盡美的馬房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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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木刨花

支持優秀的賽馬文化
2000 年，Bedmax 開始在英國製造具專門用途的無塵刨花。我們的目標是
提供完全天然的墊料，協助練馬師在馬房保護和促進馬匹的身心健康。

今天，Bedmax 刨花是眾多英國、愛爾蘭頂尖練馬師和許多英國馬場的首選
墊料。但全球各地的練馬師都認同 Bedmax 的價值和優點，您亦可以在歐
洲、中東、泰國、新加坡、中國香港、日本的訓練中心找到我們的刨花。
只要馬房的練馬師了解良好的墊料有助於馬匹的健康和表現，都可在該馬
房找到 Bedmax 的蹤跡。

如要深入瞭解 Bedmax 的與眾不同之處， 
請即透過電郵或電話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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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粉塵和孢子
Bedmax 刨花經過篩選，並以真
空抽取，將粉塵和孢子減至最少。

2.馬蹄
Bedmax 刨花會乾燥至特定的
含水量，以防止乾透。混合使用
大小刨花亦可在蹄叉下提供彈
性支撐。

3.衛生
Bedmax 刨花由新鮮松木製成，
具有獨特而強大的抗菌特性。刨
花亦置於殺菌溫度下乾燥。

4.飛節和關節
我們的刨花形成更深、更具彈性
的馬床，可在馬匹躺下或翻滾時
幫助關節緩衝，免受傷害。

5.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會損害馬蹄和肺部。我
們的大型松木刨花可從表面排走
尿液，減少阿摩尼亞對馬蹄、皮
膚、肺部的影響。

6.舒適和休息 
Bedmax 刨花可形成深厚乾燥
的馬床，有助馬匹安全躺下，好
好休息。

我們的製作方式與眾不同……

……有助於對抗馬房的主要健康風險

大多數賽馬會在馬房度過相當
長的時間。時間越長，出現與馬
房相關的身心健康問題的風險
就越高，馬匹可能因而無法在
馬房正常生活，遑論在馬場上
盡展潛能。

要讓賽馬在馬房健康度日，保
持最佳狀況，關鍵要素精細而
繁多，使用最好的馬房墊料是
其中之一。 

減少馬房的粉塵和孢子，是我們的首要考量，因為粉塵對住在馬房
的馬匹來說是最大的威脅。 

不過，我們根據經過仔細研究和管控的規格製作 Bedmax，有助減
少所有可能威脅住在馬房的馬匹身心健康的潛在嚴重風險。

百分比為近似值

這就是我們讓 BEDMAX  
與眾不同的原因……

專為出色表現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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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表現 
穩步馳騁

威爾斯親王陛下御用馬房墊料製造商 
諾森伯蘭 Bedmax 有限公司

女皇陞下御用馬房墊料製造商 
諾森伯蘭 Bedmax 有限公司 

威爾斯親王陛下御用馬房墊料製造商 
諾森伯蘭 Bedmax 有限公司

女皇陞下御用馬房墊料製造商 
諾森伯蘭 Bedmax 有限公司 

特點                 

1.根據測量所得，Bedmax 的
可吸入粉塵量相當低。 
 

2.Bedmax 僅採用有專人管理
的英國林業木材製成。
 
3.Bedmax 主要採用歐洲赤松
木材製成。

4.每袋 Bedmax 刨花中，有 
35% 為大型刨花。 

5.每袋刨花中，有 30% 為小
型刨花。

 
6.Bedmax 會在殺菌溫度下
乾燥。

7.Bedmax 會乾燥至一定的
含水量。

 
8.Bedmax 是首款獲得 BETA 
NOPS 認證的墊料。

優點                 

粉塵是對住在馬房的馬匹健康
的最大威脅。

 
Bedmax 100% 全天然，可完全
溯源，不含污染物。 
 
松木可殺死有害的細菌，促進衛
生和生物安全性。

大型刨花提供更佳的深度、舒
適度、排水性，並可支撐馬匹和
馬蹄。

小型刨花保持表面乾燥，令阿摩
尼亞遠離馬匹肺部和馬蹄。

這是另一種提高馬房衛生的天
然方式。

確保馬蹄不會乾燥和爆裂。

 
各生產階段皆經妥善管理，將 
NOPS 污染的風險降至最低。



消除空氣中飄浮的粉塵和孢子 刨花雖小，但意義重大 更多的緩衝力、支撐力、防護力 松木：老馬伕的智慧

與眾不同之處 1 與眾不同之處 2 與眾不同之處 3 與眾不同之處 4

一匹奔馳中的馬匹每秒需要吸入
大約 30 公升的空氣。

馬匹衝線之際，難分難解， 
馬匹呼吸容量下降得再少， 
都可能是勝負的分野。

Bedmax 刨花 
不含粉塵。

馬房內的粉
塵和孢子，
如今已公認
為馬匹健康
和表現的重

大威脅，而墊料亦可能是最
大的粉塵來源。

這是我們在 2000 年開始生
產 Bedmax 無塵刨花的主要
原因，而消滅粉塵仍是我們
的第一要務。

!
全球獸醫研究證實，即使馬房內只有少量的空氣
浮塵，都可能嚴重影響賽馬的肺容量。

每一袋 Bedmax 含有獨特的
大型刨花、中型和小型刨花，
構成比例一致。

如此組合的刨花形成天然的層
次，為馬房墊料提供不同的好
處……

何謂粉塵？
每一袋 Bedmax 內含的最細小刨花都不是
粉塵，無法吸入體內。

獸醫研究指出，可吸入馬匹呼吸系統的最大粒子大小約為 
4 微米。 生產 Bedmax 刨花時，我們會篩除並以真空抽取所
有小於 1000 微米的粒子。較小的刨花在強化吸水力和衛生
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35%

35%

30%

大型刨花
形成深厚透氣的頂層，排走尿液，保持表面乾爽

中型刨花
為馬蹄和躺下的馬匹提供穩固而舒適的支撐

小型刨花
沉至墊料底部，吸收尿液，減少尿液和阿
摩尼亞與馬蹄、腿部、肺部接觸

!

!

我們以新鮮松木為 Bedmax 
刨花的主要材料，因其對馬匹
的衛生有潛在的好處，對馬主
亦無額外成本。

木材選擇和可溯源性
我們僅從有專人管理的英國可再
生林業來源購買松木。換言之，每
一袋 Bedmax 刨花皆由可完全溯
源的原料製成，且完全天然，不含
污染物。

一聞可知差別
松木擁有美好、獨一無二、別具特
色的氣味。 
松木聞起來很衛生，因為它就是
衛生。

松木的香氣在軟木材中獨樹一
幟，假如聞起來沒有天然的松木
味，大概也就不是松木了。

松樹的天然抗菌力已經過科學證明

百分比為近似值

在許多文化的傳統中，松木被用
於殺菌消毒。在人類飼養工作馬
的年代，馬伕通常會為清潔過的
馬房地面灑上松木刨花或木糠。

一份 2005 年在德國發佈的科
學研究報告顯示，老馬伕獨具
竅門。 

該研究測試了松木刨花和木
糠，與其他品種比較，包括雲杉
木——最廣泛用於製作刨花和其
他木質墊料的軟木材。

研究結論指出，松木刨花完全消
滅了兩種在馬房最常見的有害
細菌株，並防止其再生，效果獨
一無二。 

研究結果有以下結論：
「對不同樹種的木材接種 
pIE639 型大腸桿菌和糞腸球
菌。只有松木能夠在細菌滋生後
的數小時內重獲最初的衛生狀
態。相較於其他木材，松木在衛
生方面有明顯的優點……」

來源：A. Schönwälder、R. Kehr、A. 
Wulf 和 K. Smalla。
聯邦農業和林業生物研究中心，布倫
瑞克，德國。

危險：阿摩尼亞
我們相信，我們用於製作 Bedmax 的松木擁有經實證的
抗菌特性，可減緩阿摩尼亞的產生。阿摩尼亞會對蹄壁和
呼吸系統造成嚴重傷害。

「無蹄不成馬」
純種馬的馬蹄通常較薄且脆，難
以頻繁地釘上蹄鐵，容易裂開。

混合大小 Bedmax 刨花，可為馬
蹄提供理想的支撐（尤其是蹄叉
之下）。
我們亦將 Bedmax 乾燥至由電
腦控制的特定含水量，防止乾燥
和爆裂。 

為關節緩衝
年輕、強健的賽馬，有時在馬房內
不會保護自己。

深厚而具防護力的 Bedmax 馬房
墊料有助於馬房保護馬匹關節不
受傷害。

有助休息
馬匹需要先躺下，才能進入深層 
REM 睡眠，休養生息，在訓練後
完全恢復。

深厚的 Bedmax 刨花墊料有助馬
匹躺下，好好休息，不受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