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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塔·通伯格不会高兴的。似乎一场全球疾

欢迎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如此令人印象深

病大流行还不足与之匹配，有关气候变化的消

刻的财务表现是由日益恶化的气候推动

息继续占据新闻头条，而且还有更多的坏消

的。投资者现在开始意识到，水产养殖

息。2020年，再一次打破了全球热浪纪录。联

业有着光明的未来，因为它具有生产可持

合国(UN)表示，过去四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续、高价值和健康的独特产品—鱼类，这

四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创下了新的

将是本世纪大多数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纪录。更糟糕的是，在加州的死亡谷，地球上

在这一期的国际水产饲料中，我们的鱼

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达到了54.4摄氏度。
在有记录的十年中，2020年将如期成为有记

类养殖技术板块也有一篇关于介绍我在

Vaughn Entwistle
国际水产饲料执行主编

AquaNor 2019第一次遇到一项创新的文
章。(还记得我们都曾参加过贸易展吗？)

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到目前为止，证据是无可

SeaNest是一个智慧的解决方案，它在池塘

辩驳的，甚至连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最近也似乎

和网箱系统中提供了一个可伸缩和可调整

保持沉默。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水产养殖业的人来说，气候
变化至关重要。在本期中，你可以阅读Biomin的一篇最新发表的
文章，该文章讲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及其如何改变水产养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的数据：“在过去的130年里，全
球变暖了约0.85摄氏度。过去三十年中的每十年都比1850年以来的

的栖息地以圆鳍鱼避难。
接下来我们有一篇来自Sparos公司的文章，该公司的Feednetics
系统通过重组水产养殖业务，寻求优化和高效生产，保持水产养
殖业务以诱人的利润运行。
氧的重要性在水产养殖业中是众所周知的：鱼类需要水中氧饱

任何十年都要暖和。海平面正在上升，冰川正在融化，降水模式

和度至少达到80%的才能实现最佳生长。澳大利亚天然气专家

正在改变。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更加激烈和频繁。本期国际水产

Oxair将医疗设施中使用的相同技术应用于水产养殖业。Oxair的

饲料上的Biomin文章指出这将如何影响水产养殖业：“降雨增加将

气体发生器使用变压吸附将纯氧直接引入水中。这将提高养殖密

导致盐度下降，而降雨不足可能导致盐度上升，特别是在蒸发量

度和个体规格。这使得即使是小规模企业也能拥有相当的养殖

高的炎热天气下。”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悲观的。在

量，使它们更容易在经济环境中站稳脚跟。

全球大流行期间，全球饲料公司BioMar集团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好

以上就是这期杂志的简短预览。我们的杂志在这里分享信息和

的半年财务业绩。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季度之后，BioMar继续

技术，以便所有的水产养殖公司都能蓬勃发展，特别是现在，

表现出稳健的财务业绩。与去年第二季度相比，他们的销售额增

在最艰难的时期。

长了9%，利润增长了7%。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在澳大利亚新的三

希望您喜欢我们九月刊的国际水产饲料。

山东大学谷珉博士翻译

文鱼业务的支持下，全球三文鱼市场的强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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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
你好!我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的杂志总

在新陈代谢和能量利用方面得到了证

部撰写这篇社论，当然，这里的所有

实，并在饲料效率方面节省了成本。我

工作人员都保持着足够的社交距离。

正在与他们接触，以优化该产品在水产

我们中的大多数员工和像我这样的编

饲料中的应用。

辑已经非常熟悉计算机技术，这在以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事实证明，隔离期是

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参与更多研究活动和扩大与世界各地的合

欢迎来到2020年9月的社论！在今年

Simon Davies 教授
营养版块编辑，国际水产饲料

作伙伴联系的有效时间。这些国家包括墨
西哥，最近还与非洲、泰国和埃及建立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流行病中，不同寻

新的联系。目前的环境是联合企业的催化

常的旅程继续给我们带来挑战。与

剂，也是建设性对话的机会。

人类病原体非常相似的是，我们可以在许多鱼类和贝类物

我在尼日利亚的同事们，在Ayodeji Adeoye博士的领导

种中看到发病高峰。然而不幸的是，第二波和进一步的感

下，正在推动可持续议程，利用有机蔬菜垃圾的生物转化

染往往随之而来。畜牧业要持续警惕，养殖业也不例外。

产生的单细胞蛋白微生物！从废弃物到水产饲料。高威爱

事实上，严格执行卫生措施和检疫程序，是畜牧业的重要

尔兰国立大学(NUIG)的Alex wan博士和他的团队以及我所

一环。我们经常在远距离运输鱼虾苗和仔鱼。必须遵守法

在英国哈珀·亚当斯大学(Harper Adams University)也参与

律，相应地也要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我们很幸运，大多

了这项合作！我对我们最近论文中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

数国家都有有效的控制措施，但当涉及到肉眼看不见的微

因为这将有助于验证鱼类的替代蛋白，以减少我们未来定

生物时，我们绝不能轻敌。饲料行业也是病原体、感染剂

制饲料配方中对鱼粉和大豆的依赖。我还与巴基斯坦在拉

和毒素的潜在媒介，因此它在原料运输方面也必须有特定

合尔的同事合作，对该地区的一系列重要鱼类进行了几项

的规则，例如与鱼粉和动物副产品、谷物、谷类和油/脂肪

相当先进的营养试验，我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未来一期中

以及预混料有关的法规。由于热效应和巴氏杀菌，膨化工

报告这一情况。

艺的使用可以改善这些问题，但总是存在潜在的风险。使

我们的发现在各个层面上的信息传播都是非常重要的，无

用养殖场自配料是一个需要特殊考虑的因素，其中必须确

论是详细的科学研究，还是对更普通亦或是更专业的受众

保饲料的良好质量和稳定性，特别是在热带地区。高温、

来说都是如此重要。《国际水产饲料杂志》需要您源源不

潮湿和选择最好的抗氧化剂将是影响饲料质量的非常重要

断的有趣文章和专题，因为这是我们成功弥合科学家、工

的因素，请牢记。事实上，日益严重气候变化的威胁将对

程师、技术人员和行业之间“知识鸿沟”的基础。

饲料中真菌毒素的种类和分布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这

上任国际水产饲料编辑Albert Tacon博士最近在Jefo组织

一期中有一篇来自Biomin GmbH的专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文

的一次全球网络研讨会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鱼类营养的新发

章。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更多地意识到可能影响我们的养

现。他说，超过244种不同的鱼类和虾养殖依赖于配合水

殖场和鱼虾生产的无处不在的危险。水产饲料行业一直处

产饲料，但我们对它们的基本营养需求等方面的了解存在

于解决饲料安全和水生动物健康的技术前沿，因此我对我

严重差距。我们的大部分知识是基于鲑鱼和鳟鱼以及特定

们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都继续在家工作，就连美国总统

的高价值物种，这些物种通常是肉食性的。他指出，为完

选举大会也采用这种方式。我与韩国Pathway Intermediates

善饲料配制技术，显然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公司的第一次网络研讨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我的同事们组

在这一期中，我们的特别鱼类主题是由我们自己的丽贝卡·

织得非常好！它覆盖了大量的全球听众，并解决了热水鱼

谢拉特(Rebecca Sherratt)撰写的鲢鱼。这是一种有很大养

类的营养问题，包括与温带物种相比，其在生理、生物能

殖潜力的鱼，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池塘中。我相信您

量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特殊营养需求和差异！这是一次非常

会喜欢这篇报道和我们所有关于鱼虾营养、饲料技术和其

愉快的活动。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学习和传播平台是一个

他方面的新闻、文章和专题报道。

永远必不可少的工具。Path Intermediates是一家生物技术公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九月，我们将在十月再次会面，讨论更

司，主要从事动物营养、饲料功能添加剂，并将产品扩展

多令人兴奋的话题。

到他们的水产养殖业！他们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溶血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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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谷珉博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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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关于陆上鲑鱼养殖的讨论很

一点，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研究。我们需

多，好像陆上水产养殖是一项新发

要利用水产养殖科学以提高水平。

明。实际上，陆上水产养殖已经进行

尽管目前陆上鲑鱼养殖大有可为，但

了1000多年，并且一直主导着水产养

我认为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的

殖。如果我们看一下联合国粮食及农

事件表明，必须为意外做好准备。例

业组织（FAO）统计的2018年产量数
据，总产量的48％来自淡水养殖，这
主要是基于陆地的养殖。

埃里克·赫姆佩尔
（Erik Hempel）
挪威渔业基金会

如，Atlantic Sapphire （ATLH）在佛
罗里达州的工厂突然紧急屠宰了20万尾
鲑鱼。尽管该公司仍在调查可能造成问
题的原因，但似乎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进

长期以来，陆上农业的技术发展很少。虾类养殖为我们

度太快了，因为在养鱼的过程中工厂的建设正在进行中，

带来了有关水循环和氧化作用以及疾病预防的新知识。

噪音和振动可能会对鱼产生胁迫。

但是，在有鳍鱼类的养殖中，大多数操作都由传统技

因此，半生半熟的技术可能比没有技术引起更多的问题，

术主导。

但这表明我们必须花时间让技术得以发展。此外，我们不

目前，随着鲑鱼养殖者向陆地迁移，我们看到的情况大不

仅要注意工厂本身，还要注意周围环境的外部因素。

相同。海上鲑鱼养殖为该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发展，陆

佛罗里达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是技术错误可能会严重影响市

地鲑鱼养殖的新趋势似乎为陆上类似的养殖打开了领域。

场。尽管屠宰的鱼类总量仅为20万尾（约400吨），但此事

这至少是我们在通过水产养殖上扫描时得到的印象。

件导致该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上下跌。

目前对基于陆地的高科技鱼类养殖的关注与科学知识和研

对于COVID-19，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俄罗斯声称已

究需求紧密相关。《国际水产饲料》证明了这一点。尽管

成功开发出疫苗，但医学界在问：是否已正确测试？ 该技

我们的主要重点是饲料和饲喂技术，但我们也越来越有理

术是否按照严格的标准开发？

由地撰写有关鱼类养殖技术的文章。

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事

为了在水产养殖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整个价值

科学研究作为我们技术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正确地完

链。我们必须了解价值链各个步骤之间的联系，并且必须

成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

国海洋大学 张文兵博士 翻译

了解链中某一部分的条件如何影响其他部分。为了理解这

The aquaculturists
您是否需要更多行业新闻？
每周将行业新闻摘要以及《 国际水产饲料》
杂志的内容直接发送到您的邮箱！

在以下位置加入邮件列表：

bit.ly/pp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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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wi将全年提供有机鲑鱼

这种有机饲料是由斯威岛上Kyleakin的Mowi饲料厂
生产的，受欧盟法规的管制，符合英国土壤协会和

owi的苏格兰有机鲑鱼现已进入英国

德国Naturland的标准。在该养殖场，土壤协会要求

市场，该公司将为其苏格兰和爱尔

鱼类的放养密度必须低于每立方米10千克鱼，比传

兰农场提供稳定的有机产品。在获

统养殖场低约30％。防污剂不能在网上使用，药品

得英国土壤协会的认证之后，Mowi

和杀虫剂的使用也受到限制。每年进行海底采样和

从苏格兰的洛威（Loch Ewe）收获了苏格兰的第一条

分析。

有机鲑鱼。

有机鲑鱼必须在严格的时间范围内处理，并且必须

有机鲑鱼也通过了欧盟有机标准认证，并获得了法

是当天的第一个产品。尽管有机鲑鱼市场仍然相对较

国农业生物技术协会的批准，将以新创建的品牌苏格

小，但希望通过增加有机鲑鱼的供应，Mowi能够加

兰有机鲑鱼公司出售。这一新的有机鲑鱼数量加上爱

速市场。
Mowi 爱尔兰的销售和加工总监 Pat Connors 补充

尔兰Mowi在过去20年中生产的有机鲑鱼，意味着该

道："从我们 20 年的有机鲑鱼生产和销售经验中，

公司现在有信心可以每年365天提供有机鲑鱼。
Mowi在有机农业种植和最终产品销售方面都在最大

我们知道零售商不愿意将有机鲑鱼推到与传统鲑鱼相

限度地利用其内部专业知识。来

同的程度，因为供应的连续性并不

自苏格兰的所有有机鲑鱼将由设在

相同。Mowi 一直有信心全年供应

爱尔兰的Mowi Organic小组出售。

9 个月的有机鲑鱼，现在随着苏格

为了获得土壤协会的有机认证，鲑

兰有机鲑鱼产量的增加，我们有信

鱼养殖过程的每个步骤都必须符合

心在一年中的 52 周内能够持续供应

每年进行检查的严格标准，包括饲

鲑鱼。

中国海洋大学 张文兵博士 翻译

料、养殖和加工。

S O O N

S T R O N G

M A C H I N E R Y

Let Us Build and Supply your plan for aqua feed industry.
We provide turnky projects and offer excellent after sales service.

DIFFERENT DIES COMPRESS RATIO DESIGN FOR ALL KINDS PRODUCTS
ADJUSTABLE ROLLER MECHANISM FOR KEEP FINE GAP BETWEEN ROLLER AND DIES.
TAPERED ROLLER BEARING USED FOR MAIN SHAFT THAT KEEP THE FEEDS LENGTH CUTTING IN UNIFORM.
TWO MOTOR MAKE DRIVING PULLING FORCE IN EVEN THAT FOR MAIN SHAFT RUNNING SMOOTHLY AND AVOID
BEARING WEARING AT SINGLE SIDE.
INDEPENDENT CUTTER SET THAT EASY TO ADJUST FEEDS LENGTH AS DOOR OPENING.
ROLLER SURFACE HARDEN HEAT TREATMENT AND GERMANY STEEL FOR DIES USING THAT MAKE IT FOR
DURABLE AND LONG USING TIME.

NO.2 LUNG SHIANG 1 RD. LUNGTEH INDUSTRIAL AREA,SUAO TOWN,I-LAN TAIWAN
TEL :+886–3-9901815
FAX : +886-3-9905677
E-MAIL : SOON.STRONG@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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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r在疫情防控期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半年
业绩

8

月14日，BioMar的第二季

区鲑鱼市场的强劲表现以及澳大利

度报告由其母公司Schouw

亚新鲑鱼业务的支持。

& Co. 发布。报告强调了

BioMar的可持续增长，因

为产量和收入的增长伴随着强劲的
收益。

强大的产品组合、有竞争力的产品
供应以及与客户密切合作应对新冠
疫情挑战是推动该成果的一些因素。

务连续性并为最终消费者提供稳定

BioMar集团首席执行官卡洛斯·迪

的食品供应。同时，尽管面临停工

亚兹（Carlos Diaz）解释说：“我们

和市场挑战，我们的员工仍致力于

后，BioMar 集团继续实现可观的财

已经看到，在危机时期，可以找到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极具竞

务业绩。与去年第二季度相比，他

在整个价值链中协同工作的解决方

争力的产品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

们的销售量增长了9%，而收入则增

案。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供

巨大奉献精神。”

长了7%。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各地

应商和客户进行了合作，以确保业

继第一季度业绩令人瞩目之

虽然与去年第二季度相比，鲑鱼饲
料业务单位表现良好，但由
于COVID-19之后厄瓜多尔
对中国的虾出口中断，虾饲
料业务受到了一些挑战。同
时，除了西班牙的Gloria 风
暴破坏了重要的农业生产
能力之外，地中海市场还面
临着挑战，大多数欧洲市场
的餐饮和酒店业几乎完全关
闭，影响旅游旺季的旅行限
制，此外，西班牙的Gloria风
暴摧毁了巨大的农业能力。
“对于整个业务部门来说，
今年春季和初夏是一个非常
具有挑战性和动荡的时期，
我们一直在努力。幸运的
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局部
敏捷性为基石的运营模型。
因此，随着形势的发展，我
们的业务部门已有能力与客
户一起寻找解决方案”，Diaz
先生继续说道："在世界不断
变化的情况下，以强硬的目
标为指导，可以更轻松地进
行调整和创新。”
“我感到自豪，我们正在经历
这一流行病的第一阶段，并取
得了如此积极的成果。然而，
我们尚未达到成功的彼岸，而
且很可能由于客户面临挑战的
市场环境而产生进一步的业务
影响，作为 BioMar，我们将
在那里提供支持"。

中国海洋大学 张文兵博士 翻译
10 | 2020年9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水产养殖业

分享我们的愿景
A AQ036-12

物种特异性的解决方案，
旨在可持续、有效益的水产养殖业
在安迪苏，我们为全球水产养殖业的客户，提供物种特异性的营养与健康解决方案。
通过优化饲料营养与添加剂应用策略，达成更多生产效益。
我们的水产专家富有专业精神与热情，帮您发掘生产力与经营效益的提升之道。
期待与您分享我们的愿景！

www.adiss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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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研究的区块链技术是解决当
前问题和盲点的一种有效手段。海洋资
源标准制定第三方机构MarinTrust指出

布，他们将在新版本的监管链标准中加

美

入一项与产品溯源相关的新条款。新版

产养殖初创企业提供了六笔赠

了鱼粉环节与人类直接消费环节之间缺
少联系的问题。希望区块链技术能够成
为连接这个问题的桥梁。MarinTrust宣

Petter Johannessen
展望 2029

国国家海洋与大气
管理局（The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向水

本的MarinTrust监管链将于2020年10月

款，这是他们为支持海洋领域技

投入使用。

术发展而提出的新的300万美元

许多食品/饲料行业的大公司正在加
速实现农业工业中的区块链项目的目

经

NOAA为6家水产养殖初创企
业提供资金

标，其中一些公司相对领先。由世界

计划的结果。2019年12月，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小型
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第一阶段开
展了招标，在21个成功的申请者
中，有6家是水产养殖公司。

济合作与

自然基金会(WWF)和食品技术专家研

发展组织

究所(全球食品可追溯中心)推动的全球

(OECD)和

海产品可追溯性对话(GDST)是一项有

粮农组织

趣的倡议。从长远来看，希望粮食部

(FAO)在

门的社会环境可持续性可以从这些努

2020年7

力中受益。当地社区应该看到，由于

病； Ward Aquafarms公司是贝

月中旬联合发布了对2029年的预测报

改进了产品的标签和认可性，他们捕

类分级系统和集成数据管理平

告。报告认为未来鱼类生产的增长会

捞的产品的价值增加了。只要价值链

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营养蛋白质，

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记录数据，

水产养殖部门的需求将超过以往任何

以及准确记录的目的，所有利益相关

时候。粮农组织预计“陆地和海上农场

者都将会从中受益。目前，已经记录

贝类中病原体的诊断工具，为贝

的集约化、新空间的扩张和技术创新

了大量的数据，但仍然存在不一致的

类水产养殖从潮汐到餐桌的可

有望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粮农组

地方。这种变化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观

追溯性和营销系统提供了解决

织补充到：“对鱼类产品的需求还取决

念来支持。

于整个动物蛋白行业的发展趋势。例

我们知道，对鱼副产品使用的增加取

其中，AAPlasma公司的其非平
衡短脉冲排放概念可除去水产养
殖设施中抗生素和病原体；CD3
公司可进行连续电子DNA监
测，及提前发现水产养殖疾

台；Pacific Hybreed Washington
公司鉴定了太平洋牡蛎死亡率综
合症的抗性遗传标记；Lynntech
公司的快速诊断海洋水产养殖和

方案。
该资金旨在六个月内资助具有
可行性和商业潜力等优点的研

如，当前由于非洲猪瘟对中国的猪肉

将决于对其的认可程度。粮农组织表

究。在完成第一阶段的项目后，

产业的影响导致了鱼类消费的增加。”

示，“到2029年，从鱼副产品中获得的

获奖者可以在两年内竞争高达

食品生产系统的发展伴随着数字化

鱼油比例预计将从41％增加到45％，

500,000美元的第二阶段资金，

的应用，其在24小时监控、检查水质

而鱼粉的比例将从24％增加到28％。”

和饲料消耗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展。COVID-19疫情爆发后，确保各流程

2020-2029）。毫无疑问的是，严格的

的全面可追溯性变得更受欢迎，这次疫情

指导方针以及认证计划和法规的强制实

暴露了全球所有经济部门供应链的弱点。

施将有助于推动这一发展。

以继续开发该技术。在第三阶
段，获奖者可以从NOAA SBIR计
划之外寻求额外的资金，以帮助
将新技术转化为商业产品。
NOAA技术合作办公室主任

Kelly Wright说，“我们为今年的
获奖者感到高兴，其中许多人正
在利用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基

Petter Martin Johannessen于2018年加入IFFO担任总干事。他曾任嘉吉（Cargill Aqua
Nutrition）风险管理和采购全球业务总监及埃沃斯集团（EWOS）供应链总监和全球采购
和采购主管。在加入水产饲料和海洋成分行业之前他曾在普华永道（PwC）（咨询和大型
国际流程工业）工作业务部门任职。他拥有挪威管理学院国际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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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学、机器学习和公众参与的
力量来开发产品和服务，这些研
究不仅支持了NOAA的工作，也
具有成为商业产品的巨大潜力”。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NEW

THE NEW KAHL EXTRUDER TYPE OEE 25 NG
Fast knife and die change
Knife distance to the die
adjustable during operation

Up to 450 kW drive power
Sinking fish feed up to 10 t / h
Floating fish feed up to 8 t / h

AMANDUS KAHL GmbH & Co. KG
Dieselstrasse 5–9 · 21465 Reinbek
Germany · +49 (0)40 727 71-0
info@akahl.de · shop.akahl.de · akahl.de

Turner Process Equipment Ltd.
Colchester/Great Britain
+44 (0)1206 752 017
sales@turnerprocessequipmen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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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伟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交蛋氨酸反倾销请愿书
月29日，诺伟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Novus

消失。具有国内和国外产品供应选项能够使动物蛋白

International Inc）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

产业从中受益。

委员会提出了反倾销请愿书。请愿书要求
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世界贸

Meagher说：“冠状病毒大流行使我们意识到当灾难
发生时全球供应链的脆弱以及供应链对高度集成的

易组织反倾销协议，调查从西班牙、法国和日本进口

产业（如农业和食品生产）的影响，而我们只是在

的蛋氨酸。

要求美国政府确保西班牙、法国和日本遵守国际贸

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蛋氨酸价格远低于美国国内生
产商的出货价格。非法的人为低价倾销蛋氨酸会损害
美国的农业产业。

易法。”
政府将调查是否存在非法倾销进口蛋氨酸事件。调
查预计需要13个月。如果政府证实存在非法倾销进口

诺伟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n
Meagher表示：“我们认为公平的商业竞争条例对我们

产品的行为，这些进口商将会向政府缴纳这些进口产
品的关税。

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保护我们世界各地的客户及消费者

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在2020年9月14日之前做出初步

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采取措施以确保实施这

决定，美国商务部将在2021年1月5日前做出初步决定

些公平的做法。”

并征收可能的补偿性关税。这些具体时间会根据具体

获取美国国产的蛋氨酸对美国动物蛋白生产商至关

的调查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重要。非法倾销会导致美国国内生产蛋氨酸减少甚至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Your partner for
industrial process
automation
Our solution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MES application Batch Explorer

Build and installation MCC and PLC panels

Integration to other software packages

Software engineering PLC/SDADA

Turn Key installations
incl. training, service & support
Scan the QR-Code to
discover our solutions!
www.inteqn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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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al Protection
for Supernatural Growth

PAQ-Protex™ is a natural feed additive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aquaculture

Contains a saponin blend from Yucca schidigera and Quillaja saponaria plants
Promotes gut health and increases the ability to absorb nutrients from feed.
Improves feed conversion and growth performance.
Contributes to reduce the load of parasites.
Reduces ammonia levels in the gut and in the culture water.

Contact your local Phibro Aqua specialist for more information
+1 (917) 259-1318

aqua@pahc.com

phibro-aqua.com

HEALTHY ANIMALS. HEALTHY FOOD. HEALTHY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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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海产食品公司赢得著名的创新奖

由

Mind Blown品牌是由Van Cleve海鲜公司旗下的超级
食品海鲜品牌Wild.Skinny.Clean的创始人创建的，该品

植物性海鲜公司(The Plant Based Seafood
Co)研发的植物性海鲜产品——椰子虾

（Mind Blown Coconut Shrimp），被宣
布为2020年预制食品创新精神奖中最具

牌既包含传统海鲜产品，也包含植物性海鲜产品。新
公司和新品牌将只包含植物性产品，旨在消除消费者
的顾虑并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饮食习惯。
Mind Blown虾仁、裸虾、蟹肉蟹饼和脆椰虾都可以在网

上购买，脆椰虾也在Green Wise Markets出售。最新产品

颠覆性的产品。
该公司的椰子虾是不含大豆的植物性海鲜新产品系列
的一部分，该产品模仿了真实海鲜的外观、味道和性

尘湾扇贝（Dusted Bay Scallops）已于8月20日在线发售。
这家以植物为基础的海鲜公司将通过在美国弗吉尼亚

能。它是由植物性海鲜公司开发，该公司是一家全女

州切萨皮克湾的格温岛上购买生产设施、启动配送中

性的家族企业，拥有20年的海鲜行业经验。

心和零售店来启动。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莫妮卡·塔尔伯特说“获得‘编

首席运营官Shelly Van Cleve激动的说道，“在切萨皮

辑选择奖/2020年度最具创新性产品’证明了我们计划如

克湾的一个岛上制作植物性海鲜产品听起来很疯狂！

何在这个领域成为品味领先者，这为该品牌的发展奠

但是这里真正的海鲜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更好的产品，

定了基础！这仅仅是创造美味和健康产品的开始，同

我们所有的口味测试反馈都是来自对海鲜感兴趣的岛

时对保护海洋产生积极影响。”

民，他们知道真正的海鲜。如果他们不能说出区别，

该品牌系列中的所有产品都是素食产品，不含大豆、
麸质、乳制品、玉米、防腐剂和添加性调味剂。

加拿大海洋超级集团宣
布了总价值2900万美元
的“Ocean Aware”项目

加

拿大的“Ocean
Supercluster”与众多
合作伙伴最近宣布
了Ocean Aware项
目。“Ocean Aware”项目将开发监测
鱼类健康、鱼类运动和环境的世界
级解决方案，并将其商业化，同时
支持可盈利性和可持续性的海洋开
发活动。
项目总价值为2900万美元，Ocean
Supercluster将为该项目提供1374万
美元的资金，其余1570万美元来
自行业合作伙伴。Ocean Aware由
Innovasea与Emera、新斯科舍省电
力公司（Nova Scotia Power）、

是让人们大开眼界，并从中获得乐趣！”

海洋选择国际公司（Ocean Choice
International）、欧文造船公司
（Irving Shipbuilding）、达特茅斯
海洋技术公司（Dartmouth Ocean
Technologies）和Xeos技术公司
（Xeos Technologies）共同领导，
并得到了海洋跟踪网络(Ocean
Tracking Network)、达尔豪斯大学
(Dalhousie University)、纪念大学水
产研究所(Fisheries Marine Institute
of Memorial University)和水产与海
洋系(the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等机构的支持。
加拿大Ocean Supercluster首席
执行官肯德拉·麦克唐纳（Kendra
MacDonald）评论说：“Ocean
Aware项目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
项目，它表明，当我们把海洋各部
门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时，我们

新的营养保健品可改善应激下的鱼类健康

全

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市场了。我们的目标

球动物营养公司Liptoaqua最近推出了
Vital Plus H.R，以协同消除由操作产生
的影响，并帮助鱼类应对水产养殖系统
带来的应激。
Vital Plus H.R.是一种营养保健品，适用于处在应激状
态下的鱼类，这些应激包括抗生素治疗、虚弱状态、

在海洋创新方面将拥有新的转型机
遇。这将为现在的加拿大人和他们
的后代带来巨大利益。在我们继续
看到全球大流行的影响的同时，实
现这一目标只会增加它的重要性。”
Ocean Aware是渔业、水产养殖、能
源、航运和海洋技术等海洋领域的首
次合作，项目团队将开发世界领先的
水产养殖技术来监测鱼类健康，建立
野生渔业中种群评估建模和预测捕鱼
的新方法，创新并增强对海底固定结
构周围海洋生物的监测能力。
Innovasea总裁Mark Jollymore表
示：“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重要
的日子，Innovasea为能够领导该基
金应对这一重要挑战感到自豪。最
终，Ocean Aware项目的影响将超
出加拿大和大西洋地区。它将成为
世界其他地区的蓝图。”

季节性水温变化、疫苗接种、运输和鱼类分选等。
Vital Plus H.R.的目标是减少应激对鱼类的不利影响，
在集约化生产条件下提供更快的休养期。Vital Plus
H.R含有抗炎的天然成分，可有效避免因摄食率高、温
度突变、摄食季节变化(冬季到春季，夏季到秋季)而引
起的慢性肠炎。该解决方案还包含具有免疫调节特性
的植物提取物，有助降低感染细菌性疾病的风险。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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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de QR-Code to read
our whitepaper or visit
www.andersonfeedtech.com

Is your mixer an overlooked problem?
Or an opportunity?
We think that Mixers should be rated by tons per hour,
not by one time capacity. A mixer with a smaller capacity
can make more tons per hour at less costs. Read our
whitepaper to learn more.

SAVE
THE DATE
NOVEMBER 3-4, 2021

Westin Hilton Head Island Resort I South Carolina, USA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trade fair on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 (RAS) technology
NEW

RAS INVESTORS’ WORKSHOP – NOV. 5, 2021

LEARN MORE AT
RAS-TEC.COM
FOUNDING SPONSOR

Platinum Sponsors

Gold Sponsors

Silver Sponsors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hapter (LACC) of the World
Aquaculture Society and XXI Ecuadorian Aquaculture Congress (CEA2020)
hosted by Escuela Superior Politécnica del Litoral – ESPOL

Guayaquil Ecuador – March 22 - 25, 2021

Presented by

COMPRESSORS

RASTECH_SAVETHEDATE_QP_JUNE20_JLR.indd 1

2020-06-24 10:50 AM

S pe c i al i s t i n Pe l l e t i n g Eq u i p m e n t

Improved pellet quality
and increase in capacity

Hilton Colon Guayaquil

The annual meeting of:

XXI CONGRESO ECUATORIANO DE ACUICULTURA

Hosted by:

For more info on TRADESHOW & SPONSORSHIP
MarEvent
mario@marevent.com
www.marevent.com
For more info on the EVENT
Carolina Amézquita
carolina@was.org
www.was.org

BOA Compactor
PTN’s patented pre-compacting
technology – the BOA compactor, a
unique alternative for double pelleting
or expander technology.
info@ptn.nl - www.pt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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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the QR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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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和贝类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3.1kg，但没有提到进口对
增长的贡献是71％（相当于每年人均2.2kg）。实际上，
进口使这一数字提高了约238％。
因此，问题不在于关闭边界和陷入停滞那么简单，真
正的挑战是如何将可控的本地产量从55,000吨增加到
430,000吨。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做到与目前的进口产
品的品质一样或更高，价格一样或更低。而且挑战不仅是
要保持这一不变的水平，真正的挑战是还要从一个人均每

安东尼奥·加萨·德·伊塔

年消费约12.5kg水产品的国家变成一个人均每年消费20kg

解决方案不是关闭我们的鱼
类进口边界，而是制定全面
的进口替代计划：第一部分

因此这不仅与生产出鱼类有关，而且与生产出消费者需

最

水产品的国家。
要和想要的产品有关。我们不能迫使消费者适应我们的生
产，而是水产养殖业必须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的替代进口全面计划至少必须涵盖以下几点：

近几天，有人在谈论禁止向墨西哥
进口鱼片，以抵消新冠疫情所产生
的不良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当
地生产者提供支持，因为本地鱼类
和海鲜市场的60-70％依赖进口。
我认为这项临时措施是方便和充分

的。但是，许多人从“支持本地生产者”出发，建议永久性
地进行进口封锁。尽管我理解这一立场，但根据联合国粮

1.市场分析

2.水产养殖发展计划
3.专业化和能力发展

4.投资和基础设施方案

5.促进鱼类和贝类消费的运动
6.市场准入和数字化计划
7.协会的支持

农组织的结论，捕捞和水产养殖业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部
门，因此解决方案不一定要关闭进口边界，而是可能需要
实施真正全面的进口替代计划。

除了上述计划（我将在下一期《国际水产饲料》杂质中我
的专栏中详细介绍）之外，墨西哥必须将水产养殖作为一

首先，我想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首先是在2017年，

项优先发展的生产活动。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因为该行业

墨西哥共进口了相当于37.5万吨的活罗非鱼和巴沙鱼排；而

以最小的环境影响生产出最有效的动物蛋白，这根本不是

可控的本地产量仅为55,000吨。第二个是过去以水产养殖为

问题，我们会坚持推动下去。

导向的行政管理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从2012年到2017年将

青岛农业大学 陈京华博士 翻译

Antonio Garza de Yta，美国奥本大学水产养殖博士，水产养殖全球资讯公司总裁，世界水产养殖协会
理事，水产养殖专业认证（CAP）计划的创立者。目前担任墨西哥塔毛利帕斯技术大学校长。

中粮集团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在巴西实现大豆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中

粮国际和世界银行集
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
（IFC）携手合作，
帮助提高巴西Cerrado
Biome地区大豆种植的可持续性。
国际金融公司将支持中粮国际在巴
西的子公司在马托皮巴地区发展一条
更可追溯和可持续的供应链，包括直
接和间接的未预先融资的供应商。这
项工作的重点是在塞拉多地区发展薄

弱的马托皮巴地区筛选大豆农场，以
确保符合关键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并
推动建立农民采用更可持续的耕作方
式的能力。
尽管塞拉多与大豆相关的土地流转
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减少，但包括
Maranhão、Tocantins、Piauí和Bahia
州在内的马托皮巴地区的土地流转率
较高，这与全球对巴西主要出口商品
大豆的需求上升有关。
18 | 2020年9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中粮国际最近宣布将在2023年之前
实现对直接从巴西农民购买的所有
大豆的完全可追溯性。此次合作将
帮助中粮国际进一步开展可追溯性
工作。
“可追溯性从来不是我们最终的目
标，而是更进一步的工具，”中粮国
际可持续发展负责人魏鹏说。“通过
这个项目，我们将能够进一步筛选未
资助的供应商以获取关键的可持续性
标准，并确定我们希望与之紧密合作
的供应商。”
青岛农业大学 陈京华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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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

ALLER AQUA SUPPORTTM
您对收获不满意吗？

何不与其他渔农一样选择爱乐水产保康系列呢？

历经2年，爱乐水产保康系列在爱乐水产研发中心和30多家拥有
不同养殖品种的渔场的实际养殖环境下都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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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我们联系，了解更多关于爱乐水产保康系列方面的知识。

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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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
精油及其芳香族
化合物对可持续
水产养殖发展的
功效
Jean Peignon，Aquaneo,
Techna France Nutrition公
司水产营养学家

精

油及其芳香族化合

50%)，丁香(Syzygium aromaticum)精油主要由丁香酚(70 – 90%)

物被证明是增强

等组成。它们减少细菌生长的功效并不是巧合，因为它们是

鱼类健康的有效方

植物抵御微生物威胁的活性部分。

法；然而，他们仍

精油的众多优点之一是其多重抑菌和杀菌作用，依靠精油中

然是一个分子多样

芳香族化合物的数量和质量来实现。其作用范围广泛，包括

性且复杂的课题，

改变膜脂质层、抑制细胞分裂、抑制ATP合成酶、抑制群体感

需要专业知识和技

应、生物膜形成等(Mittal et al. 2018)。这些多种措施防止了细

术。对其正确运用

菌产生耐药性的风险，而抗药性是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问

可以应对水产养殖

题。除抑菌杀菌作用外，精油还对肠道细菌群落、消化功能

的特定挑战，Aquaviance产品就是用于专门解决水生动物

以及抗氧化作用有积极作用(Sutili et al. 2017)。

相关问题的。得益于其作用模式，在强化肠道菌群的基础
上，Aquaviance维持了肠道菌群的生长和在恶劣环境条件下
的饲料效率。Aquaviance的效果在不同养殖种类得到了验

Techna:多年精准营养专业经验
上世纪90年代末，一家在动物营养方面经验丰富的法国公

证，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为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做

司Techna发现，精油及其芳香族化合物有助于改善胃肠道健

出了贡献。

康和营养吸收。经过20多年的专业经验和试验，Techna公司
设计了一系列以精油及其芳香化合物为基础的新产品(家禽用
Aviance，猪用Reganol…)。这些解决方案是为了解决一些具

精油及其芳香族化合物的来源和作用
精油是公认的保护鱼类健康和减少致病菌有害影响的方法。
最近发表的论文(Reverter et al. 2014; Zeng et al 2015; Sutili et al.

体问题，例如在不使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情况下提高生产
力、对抗断奶压力、消化紊乱和厌食症。全世界的饲料厂和

2017; Mittal et al. 2018)评估了精油的多种好

农民每天都在使用这些产品。
由于细菌性疾病，水产养殖业遭受严重损

处，以及精油为化学治疗和抗生素提供可持续

失。意识到这一点，Techna旗下的水产养殖品

替代品的潜力。

牌Aquanéo利用集团对精油及其芳香族化合物

精油是指各种挥发性芳香族化合物的总称，
主要是萜烯和萜烯衍生物，它们由植物合成

的知识，开发了一种专用解决方案，既保证肠

并浓缩在疏水液体中(Zeng et al. 2015)。一般而

道健康，提高营养吸收，又减少肠道压力。亚

言，精油的特点是含有两到三种较高浓度的

临床感染可导致性能下降，水环境容易发生变

芳香族化合物(Sutili et al. 2017):百里香(Thymus
vulgaris)精油主要芳香族化合物为百里酚(20 –

图 1: 水产营养学家Jean
Peignon，Aquaneo,
Techna France Nutrition

化。Aquanéo的产品——Aquaviance，利用精
油及其化合物对微生物群的好处，促进有益菌

20 | 2020年9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群，保证鱼在胁迫环境中有更好的抗逆
性，并改善整体消化功能和饲料效力。

图 1: Aquaviance in-vitro efficacy
against pathogens

Aquaviance:水产养殖专用解决方
案的起源
Aquaviance是通过混合生产的：
• Techna的混合物最大限度地影响肠道
细菌群落和消化功能
• 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物，旨在减少水产
养殖中最常见病原体的影响和减少亚
临床感染的影响

Source: Calvez C., 2014
图 2: 添加Aquaviance的试验饲料投喂75天后的生长性能和表观消化率

• 水产养殖业技术限制的先决条件:芳
香族化合物敏感且易挥发，这使得它
们难以在商业条件下使用，特别是在

殊工艺封装。

1. 体外抗病原体的功效

Aquaviance 0,1%

Aquaviance 0,2%

初始均重 (g)

27.4±0.27

27.6±0.04

27.7±0.16

终末均重 (g)

132±8.86

140±3.00

144±6.74

增重率 (%)

381±34.6

406±10.2

418±24.3

饲料系数

1.28±0.05a

1.19±0.02ab

1.13±0.07b

特定生长率 (%)

2.18±0.10

2.25±0.03

2.28±0.06

干物质表观消化率

66,8±1,6a

76,9±0,9b

77,9±3,9b

蛋白表观消化率

86,8±0,6

91,4±0,3

92,0±1,4b

1.66±007a

1.78±0.03ab

1.88±0.12b

饲料挤压时。为保证产品挤压后进入
消化道后的持久效果，本产品经过特

对照组

蛋白质效率

采用最小抑制浓度(MIC)/最小杀菌浓

a

b

结果表明，Aquaviance混合物的恒定最低体外杀菌浓度约为

度(MBC)试验来评估Aquaviance混合物
对影响最大的病原体的效力，以保证在恒定浓度下作用范围

250μg/ml，与第二种精油混合精油相比，功效高4 - 8倍，说

广泛。本试验通过对8种病原菌进行Aquaviance混合液的测

明所有精油及其成分的功效并不相同，了解正确的成分和正

试，并对三种不同混合液的弧菌进行挑战(见图1)。

确的用量是保证预期效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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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内试验

Figure 3: Feed conversion ratio

为了验证水生生物对消化健康和消化性能的体内作用，我
们在不同种类和不同环境下进行了多项试验。来自济州岛国
立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Min-Gi K et al. 2014)的研究结果详细
说明了海水环境对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的益处。
营养试验使用三种饲料:一种是作为对照的商业饲料，另外
两种分别含0.1%和0.2%的Aquaviance饲料，其他成分相同。
投喂75天(初始均重: 27.4g)，记录动物学参数和表观消化
率。结果表明，生长、饲料效率、蛋白质消化和蛋白质效率
均有显著提高。各组间存活率很高，无显著差异(见图2、图
3、图4和图5)。
在FCR（见图3）和蛋白质效率比(见图4)，以及干物质和蛋
白质表观消化率(见图5)上，对照和Aquaviance利用率之间出

Figure 4:Protein efficiency ratio

现了0.2%的统计学差异。
这些结果值得更高的饲料价格。
尽管饲料中含有大量鱼粉(46%)，但这些影响可以解释为
Aquaviance对肠道菌群和整体消化健康的积极影响，使养殖
动物更有效地消化和更好的生长。
实验室试验是验证饲料添加剂体外有效性的极好方法，然
而，养殖场条件要复杂得多，容易发生变化，对添加剂的作
用模式提出了挑战。Aquaviance的设计考虑了这些特性:提供
长期的影响，支持肠道健康，甚至在过渡时期。在两个六个
月的时间里，我们测试了海鲈养殖场的水环境。
从八月至次年二月，经1.5kg/T Aquaviance处理的鱼（初

Figure 5: Apparent digestibility coefficient

重:79g）比对照组重25%，饲料系数降低8%。第二次试验是使
用了同一组的其他鱼类（初重:190g）在2月至7月第一次试验
之后进行的：尽管规格和季节不同，但结果与增长13%和FCR
降低2%相一致。在厄瓜多尔的条件下，在凡纳滨对虾的整个
循环中使用2kg/t Aquaviance可获得更好的生长（+8%）、
存活率（+7%）和较低的FCR（-25%）。
在所有情况下，除了物种和环境的巨大差异外，生物量
的获得和饲料成本的降低为养殖户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收
益。Aquaviance多次证明自己是鱼虾养殖户的有效工具，
适用于多种环境和多种水产养殖品种(Le Than Hung et al.
2008; Sadek S. et al, 2012; Calvez. 2018)。

flounder, Paralichthys olivaceus. (not published)
Le Thanh Hung, Vo Thi Than Bin, 2008, AQUAVIANCE
improves growth performance and feed intake for Pangasius
catfish (Pangasius hypophthalmus). (not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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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
暖将改
变鱼虾
养殖业
Roy Rosen（奥地利百奥明公司研发科学家）Benedict Standen（奥地利百奥明公司产品经理）

气

候变化必然会威胁粮

展的健康营养解决方案之一。然而，考虑气候变化对水产

食安全，这就要求水

养殖的影响也是有意义的。

产养殖业必须以多
种方式来适应气候变
化。根据2018年世界

动物需要摄食
气候变化在许多方面都会影响水产养殖，无论是水温变

卫生组织(WHO)统

化、藻花，还是全球海平面变化和局部地区极端天气现象。

计数据显示：“过去

不管养殖品种是什么，动物都需要进行摄食。因此，我

130年间全球升温约

们必须首先考虑气候变化对水产饲料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

0.85℃。近30年来地

响。目前，水产饲料的一个普遍趋势是采用更具可持续

表增暖幅度均高于1850年以来的任一时期。由于全球变

性的原料来配制，尤其是降低对海洋脂肪源和蛋白源的依

暖，海平面持续上升、冰川逐渐融化、降水模式正在改

赖。除了新型饲料原料(例如昆虫、单细胞蛋白质等)外，

变，极端天气事件也越来越频繁。”

目前许多配方主要依赖于植物性原料。因此，气候变化对

当今法律政策、工业增长和科学发展均面临挑战。在许多

大豆、小麦、玉米和水稻等相关农产品的影响将直接影响

示威活动中，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意识和关注度有

水产饲料。由于水生动物通常是变温动物，它们的新陈代

所提高：譬如由全球青年领导的“为未来而战”(Fridays for

谢也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饲料生产

Future)环保集会活动。事实上，我们很清楚气候变化与科

商生产特定季节的饲料，这些饲料在极端天气下也会变的

技、经济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更受欢迎。

气候变化直接威胁粮食安全。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最紧迫
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不改变现有生态或环境下养活不断增
长的人口，这就有赖于水产养殖的作用。目前，水产养殖

天气、真菌、毒素
气候变化对水产饲料行业所需农作物的影响主要是源于有

业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它将如何影响气候变化也成为公众

害真菌和霉菌的增加以及分布模式的改变，它们不仅直接

关注的焦点。公众普遍认识到，水产养殖是最具可持续发

影响作物，还产生被称为霉菌毒素的次生毒性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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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urvival of tilapia after Aeromonas
图 1. 有机酸对嗜水气单胞菌攻毒后罗非鱼存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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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rvival of tilapia after Streptococcus
图 2. 植物性饲料添加剂对无乳链球菌攻毒后罗非鱼存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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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工过程中，特别是水分含量很高时大量繁殖。真菌毒
殖动物食用后，将直接影响其健康和生产。
真菌毒素会导致水生动物急性死亡或免疫、繁殖和生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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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影响健康
气候不仅决定环境状况，也与疾病紧密相关。例如，巴西
罗非鱼产业正受到两种疾病的侵害。冬季，弗朗西斯氏菌

属引起的弗朗西斯菌病最为严重；夏季，主要疾病是由链
球菌引起的链球菌病。

EXTRUSION AND EXPANSION
TECHNOLOGY YOU CAN TRUST
With the Expander AL300
Which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finished feed as well as a more effici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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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dioxide per typical serving (40g) of edible
protein. SOURCE: Global Salmon Initiative

图 3. 养殖物种的碳足迹当量(CO2eq)。CO2eq以每40g可食用蛋白中的二氧化碳克数来衡量的。信息来源：《全球三文鱼倡议》

病原是根据不同的特征定义，比如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氏

牛肉为5.92g(如图3)。因此，水产品成为最环保的可持续动

阳性菌，须针对性的采用不同方法来处理。有机酸能够很

物蛋白之一。然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其他水生物种具

好地对抗革兰氏阴性病原体(如图1)，而植物饲料添加剂对

有更大的环境代价。

革兰氏阳性细菌的威胁更有效(如图2)。类似地，温度效应
也会对其他病原体产生影响；例如，当温度低于30℃时，

我们可以做什么？
首先，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最大程度地减少

虾更容易感染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
降雨对虾的养殖影响也很大，降雨量会直接影响水体盐

我们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从可持续性

度，特别是在高温天气，降雨量少，水体蒸发严重导致水

到碳中和，意识、教育和研究是长期发展的基础，应始终

体盐度增加。 弧菌 易受盐度影响，因此盐度变化会影响弧

与我们的决策和行动携手并进。

菌丰度；此外，盐度自然会对虾的有效渗透调节能力产生
影响。

最近全球非必要工业的关闭，使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达
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由此，许多专家推测，这些事件是否

由此可知，天气模式的变化可能会改变预期发病季节，病

可以刺激绿色复苏。随着社会恢复“正常”生活，水产养殖

原体分布范围及其病理机制也会跟着改变，这种不可预测性

业可以巩固其作为可持续动物生产部门的地位，以更好地

就要求生产者需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疾病预防策略，如生物

保障粮食安全。为了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并考虑到气候变

安全措施、SPF/SPR动物、水体管理和使用功能性饲料。

化，无论是设备、技术、饲料供应商、生产商、立法者和
消费者，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发挥其作用。

水产养殖能否应对气候变化

水产养殖要么适应发展要么衰亡，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

虽然尚不清楚气候变化如何对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水生动

迫使该行业变得更加可持续和高效。无论气候变化产生的

物产生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化必然对水产养殖

影响如何，人们普遍认为，包括水产养殖在内的许多活动

产生影响。但在某些方面，水产养殖可缓解一定的负面

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提高生产

影响。例如，健康的热带雨林是一个重要的碳汇，即通过

的可预测性并降低风险。对于生产者来说，这可能需要包

从大气中吸收碳并将其存储在树木中来减缓气候变化的过

括实时监控、自动化和数据化以及使用高效的饲料和采用

程。必须保护这些珍贵的生态系统不被破坏。因此，代替

预防性的健康管理计划。

以农业为基础的森林砍伐，将动物生产集中在对这些影响
更具抵抗力的其他地区(例如公海)更有意义。

还有其他因素也需要重视，比如通过基因工程技术选育出
更加强健的物种、筛选合适养殖系统(室内养虾VS室外养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气候变化“事件”都是基于陆地的，

虾)、养殖场所(沿海养殖VS公海养殖)、养殖品种。考虑到

例如沙漠化、干旱、龙卷风等，因此开放海洋水产养殖可

这些因素，只有采取全面措施，我们才能努力建立一个多

能不会受到直接影响。某些物种，如鲑鱼，碳足迹非常

产、盈利和注重环境的水产养殖业。

低。《全球三文鱼倡议》报告称，每养殖40g三文鱼产生
0.60g二氧化碳，相比之下，鸡肉为0.88g，猪肉为1.30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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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饲料和
宠物食品的
膨化技术：
单螺杆Vs
双螺杆？
Diego Clivio，Clivio Solutions，阿根廷

挤

压膨化过程是一种

单螺杆膨化机

热能-机械能相互作用

在单螺杆膨化机中，我们观察到的特征是螺杆通过产生“

的过程，基于阿基米

拖拽流”将物料推动通过螺套腔，拖拽的速度与螺杆的转速

德螺杆概念（也称为“

成正比。由于模具在膨化机出料方向的反向限制，又存在“

螺旋”），在高温、高

背压流”，其与拖拽流的方向相反。因此，单螺杆膨化机中

压下迫使物料通过一

的流速等于拖拽流减去背压流速。

个或多个特定尺寸的
模孔。
宠物食品和水产饲料

的膨化工艺旨在熟化混合后的原料，使其产生具有类似熟丸

螺套中的流动动力学证明，流体粒子以不同的速度传播，
并且它们并非完全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容易出现压力、物
料混合不均匀。
因此，热能传递以及机械能进入熟化区非常有限。另外，
剪切螺块的长度取决于螺杆的长度，螺杆的长度会影响物

子的形状（颗粒/碎粒），便于后续使用。
膨化机内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淀粉的糊化和蛋白质变
性。两种方法均有助于提高消化率，并形成稳定的结构和
质地，均匀的包裹其他成分，如矿物质和脂肪。
为了使淀粉良好地糊化和蛋白质变性，需要有水分（在预
处理和/或挤压中以液态水和蒸汽的形式添加）。还需要适
宜的温度，可以通过添加蒸汽来提供，以及通过螺杆的机
械能和螺块的剪切来产生。螺块的剪切也需要机械能。
目前有两种膨化机械，单螺杆（SSE）和双螺杆（TSE）。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每种机械的特性、优点和缺点。

料的熔融特性（熟化持续时间、温度和压力）。
简而言之，单螺杆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 单个螺杆

• 唯一可依赖的是物料性能和螺杆转速

• 操作单一（发挥性能需要与最大螺杆转速和模具开口面
积相结合）
• 混合时存在局限性，它限制了热传递、机械能的输入，
并在物料熔融中产生波动（熟化持续时间、成分、温度
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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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uch more stable and resilient biofilter.
Check out our latest AquaNext article:

www.alltechcoppens.com/aquanext-series

SPECIALIST IN
S Q UA R E S I LO S
C O M P OU ND FEED
PREMIX

AQUA FEED

F LO U R P L A NT S
P LANT S

R I CE

P ET FOOD
B R EWERIES

COFFEE ROA ST IN G
G R A I NS & SEEDS

www.tsc-sil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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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杆磨损越大，膨化机性能越低。在螺杆的使用寿命期
间，就可以观察到性能减少10-20％
• 混合物料中的“滑动因素”会产生无序流动，这会降低膨化

• 更好的产品质量，最终产品性状一致
• 整体流程灵活性更高。

在生产沉性水产饲料时，可以提供最好的混合均匀

机的性能，并需要额外增加机械能。

度，并通过较好的排气技术降低漂浮颗粒的几率。得益

双螺杆膨化机

于两根螺杆协调工作，双螺杆膨化机使我们能够生产出

由于螺杆工作时存在不同分区，双螺杆膨化机具有多个不
同的加工段（包括熔融/蒸煮，蒸气/气体排出，蒸气/容积

500μm（0.5mm）的微颗粒饲料。
尤其像知名的克莱斯特罗（Clextral）膨化机，在生产时可
以适当减少2-3%的水分，从而降低烘干时的能量消耗，大

泵输入）。
在双螺杆膨化机中，物料在螺杆的连接区域能得到非常彻

大节省能源，并改善产品质量。

底的混合（通过宏观混合和微观混合）。
因此，各部分的传热系数非常高。可以通过优化脂质含量
获得最佳的同质化融合效果。通过持续稳定的膨化，从而
使最终产品具有特定的密度、质地和形状，尤其是具有均
匀的密度和颜色。

结论
两种膨化技术均已广泛用于宠物食品和水产饲料生产领
域。单螺杆技术通常投资成本较低，配件成本也较低。
尽管双螺杆膨化机需要更高的投资成本，但这些投资带来

简而言之，双螺杆膨化机包括如下技术：
• 多个加工工段

了的好处是，提高了使用更多纤维类原料、植物蛋白源和
更高脂肪含量的多种原料的可能性。

• 螺杆的性能与速度没有关联。因此，对于同样配方的

www.cliviosolutions.com

物料，双螺杆膨化机的特点是具有许多操作方法，灵

青岛农业大学 陈京华博士 翻译

活性大。此外，螺块组合可以广泛变化从而产生额外
的机械能
• 混合过程非常彻底，在产品质量方面会带来了更多好处
• 物料打滑时可通过容积泵调节补偿
• 对原材料变化的敏感性降低

• 对水分、纤维聚集和脂肪变化的耐受性增强

通过国际水产饲料杂志，你可以看到更多有关饲料加工
技术内容
特点：未来饲料加工技术
aqfeed.info/e/929X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 Feeding Africa
AQUACULTURE AFRICA 2020
Alexandria Egypt • Nov. 28 - Dec. 1
The 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position
of the African Chapter of the World Aquaculture Society (AFRAQ2020)
Hosted by

Chapter Founding Gold Sponsor
and
AFRAQ 2020 Gold Sponsor

Conference Sponsor
Egyptian Aquaculture Society (EgAS)

Silver Sponsor

WAS Premier Sponsors

We engineer, manufacture,
build and manage your complete
project in the cereal processing industry.
www.ottevanger.com

Conference Management
worldaqua@was.org
www.was.org
Exhibits & Sponsors
Mario Stael
mario@mare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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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 African Chapter
Blessing Mapfumo
africanchapter@was.org

Digest Fast:
一种可以提高饲料效率的创新
型表面活性剂
利普托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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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高能水产饲料喂养高附加值

高的鱼类将从Digest Fast的添加中受益。Digest Fast可以部

养殖鱼类，并添加乳化添加

分替代饮食中的油脂。

剂可提高脂肪消化率。然

Digest Fast对蛋白质效率（PER）也有正面效果。PER

而，肝脏状况在脂质消化过

是指增加单位体重与摄食蛋白质的比例。生物表面活性剂

程中的作用往往没有得到充

Digest Fast对鱼内蛋白质的利用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从

分评估。Digest Fast不只是

而提高了饲料效率，降低了饲料成本。这不仅可以调整饲

一种传统的乳化剂，而且由

料原料，还可以调整蛋白质含量，以便在不损失性能的情

于其成分之间协同性和有效性，可对水产养殖业做出积极
贡献。其植物和乳化成分优化肝脏功能，并促进饲料乳化

况下保持最佳的蛋白质和能量比率。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使用这种溶液后，脂肪和能量的

过程，从而更好地实现肠道细胞吸收和随后脂肪在组织中

保留显著增加。当使用“Digest Fast”替代油脂时，与没

的分布。保肝和油脂乳化提高饲料效率，改善生产效果。

有“Digest Fast”的等卡路里饲料相比，有可能获得更高能量

脂肪酸组成决定了脂肪的消化率。Digest Fast的特点是它

效率。如果我们问自己，Digest Fast如何确保饲料中的这

能有效提高动物和植物油/脂肪中饱和脂肪酸的消化率。这

些动物生产性能改进，答案将是通过添加表现出协同特性

使得Digest Fast成为营养学家减少饲料配方成本的工具。

的植物性和乳化性成分。其包含植物成分可以优化肝脏功

除了通过加入Digest Fast获得的经济效益外，在几个研究
中心进行的测试（无论是否替代油脂）都显示，饲料转化
率（FCR）和日增重都有了显著改善，缩短了生产周期，
从而提高了水产养殖公司的盈利能力。

能。肝脏是脂肪消化代谢的关键器官，它的状况将决定营
养吸收的成败，特别是脂肪中可溶性营养物质的吸收。
Digest Fast的植物成分有助于防止脂肪在肝脏中堆积。中
度或重度脂肪变性导致饲料摄入量减少，并对鱼类性能产

饲料能量越高，动物生产性能改善越大。因此，鲑鱼、鳟
鱼、金枪鱼、鲈鱼、瘦鱼、大菱鲆和舌鳎等对能量需求较

生负面影响，降低盈利能力。Digest Fast的植物成分的另
一个显著功能是刺激胆汁的产生和运输。胆汁在脂肪乳化

Future proofing your aqua feed
production starts with
co-creating the perfect fit.
Let’s build or upgrade
your aqua feed mill.

All great ideas start with a dialogue. What’s your ambition?
We at van Aarsen believe that sharing know-how and co-creation are essential in finding the
perfect fit. Whether you are looking to modernize or expand your aqua feed production, want to
replace aging machinery with future-proof innovations, or need advice in the planning and
setup of a completely new aqua feed mill, Van Aarsen is the knowledge partner for you.
Take a look at our website.

www.aarsen.com/process/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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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1：Digest Fast对肝脏健康的影响

作者Deniz Covan博士，土耳其阿德南·门德雷斯大学(2019年)

花鲈 (Dicentrachus labrax)
初始体重：100-120g
实验鱼数目：250尾/箱×3
温度：19ºC
试验持续时间：4个月
结果：肝体指数和肝斑面积
图1
Liver weight (g)

Hepatosomatic
Index

Hepatocytes area

3.64

1.83

203.09

Aquafeed control
Aquafeed + Digest Fast

4.32

2.13

183.27

Aquafeed + emulsifier

3.68

1.95

218.54

*P<0.005

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使饲料更容易被
有机体消化。Digest Fast中包括的一
些植物成分可以促进胰腺健康，确保
脂肪消化的特定酶(如脂肪酶和酯酶)
的最佳合成和分离。

实验饲料
商业饲料作为对照(批次LDK)
商业饲料加Digest Fast(批次LD1)
商业饲料加某种乳化剂(批次LD2)

结论：当替代鱼油时，Digest Fast处理组在喂养4个月后显示出肝脏状况
的改善。与对照组和添加其它乳化剂处理组相比，Digest Fast组显示出
较低的肝细胞面积。由于肝细胞内存在较高的糖原沉积，检测到肝脏重
量增加以及肝体指数增加。

在鲈鱼饲料中添加2公斤/吨的Digest
Fast替代20公斤豆油，与不使用
Digest Fast饲料的对照组相比，肠道
性能得到显著的改善。此外，鱼片的
重量也得到了改善，得到了许多养鱼
户的关注和好评。
Digest Fast目前可用于水产养殖业，
并可用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它的原创
设计将有助于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的
水产养殖业，对任何具有商业价值的
物种带来动物技术和经济优势。

试验研究2：Digest Fast对欧洲鲈鱼生长性能和营养利用的影响
豪尔赫·迪亚斯(Jorge Dias)博士，葡萄牙斯帕罗斯

花鲈 (Dicentrachus labrax)
初始体重：146.2±1.3g
三个重复
每箱鱼数：32条
实验期：63天
脂肪水平：处理组 25.9%，DF(0.1%)24.8%，DF(0.2%)23.9%DM

试验饲料
商业饲料作为对照组
对照组添加Digest Fast—DF 1公斤/吨（0.1%）
对照组添加Digest Fast—DF 2公斤/吨（0.2%）

www.liptosa.com

山东大学白南博士翻译

图2
Ctrl
FBW, g

图 3: Zootechnical improvements and PER
with lots DF 0.1% and DF 0.2% after 63 days
of feeding

DF 0.1%

DF 0.2%

P-value

221.79 ± 1.91

a

228.22 ± 7.39

a

242.84 ± 7.72

b

0.016

SGR, %/d

0.66 ± 0.01

a

0.71 ± 0.05

a

0.80 ± 0.05

b

0.016

FCR

1.25 ± 0.01

c

1.13 ± 0.04

b

1.02 ± 0.04

a

<0.001

FI,
%ABW/d

0.82 ± 0.01

PER

1.96 ± 0.01

0.78 ± 0.04
a

2.18 ± 0.08

0.80 ± 0.02
b

2.42 ± 0.10

结论：补充Digest Fast作为大豆油的替代品，提高了出肉率。

0.195
c

0.001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Liptosa技术团队，电子邮件： liptosa@lipto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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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EVENT DATE MOVED
TO JUNE
Singapore
- Dec.
14 14-18TH,
- 18,2021
2020
Singapore EXPO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Hashtags: #WA2020
Facebook: Wa2020
Linkdin: WASAPC

Hosted by
Singapore Food Agency
Organized by
World Aquaculture Society

WA

Next generation Aquacultur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will feed the world

For more info on the CONFERENCE: www.was.org - worldaqua@was.org
For more info on the TRADESHOW: mario@marevent.com

突尼斯的
Nutrifish
水产饲料公司：

N

为非洲水产养殖业带来长期价值
中国丰尚

utrifish是总部设在突尼斯

优质饲料生产能力高达3万吨，通过向农民提供适应当地市

Monastir的当地领先水产养

场条件的饲料，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养殖利润，可

殖集成供应商。该公司以自

以为非洲的食品生产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然的方式专注于商业饲料加

Nutrifish饲料厂配备了最新的技术和设备，由丰尚根据

工和海洋养殖，并专注于可

其在水产饲料厂设计方面的经验并参考全球其他项目而完

持续发展。它提供饲料和海

成，可以生产优质的鲈鱼沉性膨化饲料，饲料效率高，颗

鱼产品，以其新鲜度、可追

粒外观好。

溯性和质量而闻名。

2018年，Nutrifish计划在距离商业港口苏塞20公里的突尼

斯Monastir建造一家最先进的水产饲料厂。Nutrifish每年的

Nutrifish的高质量产品是在丰尚每小时5至6吨的膨化饲料
生产线上生产的。生产线上的设备，包括SWFP66*125D
锤片式粉碎机、SWFL150G超细粉碎机、MY150*2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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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MGZDH2200*4-16干燥机、PTZL3000真空镀膜机等，
都是水产饲料生产中经过验证的机型。这些先进机器的组
合是丰尚根据Nutrifish独特的生产要求进行慎重选择的。因
此，Nutrifish取得了出色的运营效率，生产变得令人难以置
信地精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该饲料厂还配有安装在内部的研磨后处理技术。这种先进
的工艺流程安排帮助Nutrifish减少了对钢结构和配料箱的投
资。它还具有原料适应性强的特点，可避免料箱中的桥架
故障。丰尚还提供指导，帮助Nutrifish设计他们的蒸汽回收
系统。事实证明，生产中减少了蒸汽消耗是一个更大的节
能措施。

来自本地的支持和针对本地的支持
该项目由当地的丰尚非洲解决方案团队在埃及丰尚制造基
地的协助和支持下交付。通过与Nutrifish的密切合作，丰尚
已经将交货时间从原定的120天缩短到99天。由于其先进的
技术和控制措施的到位，Nutrifish可以保证其产品的标准化
和高质量。
除了供应给自己的养殖场外，Nutrifish的高质量产品还将
运往当地市场和邻国，以帮助促进非洲的海水养殖业。
www.famsungroup.com

山东大学白楠博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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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综合

通过OXAIR的增产技术，
鱼类重回餐桌
澳大利亚Oxair

随

着世界各地的渔业接近或超过可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许多设施提供变压吸附设备，从新加

持续的极限，以及当前建议增加

坡的水产养殖到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研究设施。在达尔文

鱼类的摄入量以帮助预防心脏

Barramundi养殖场的装置表明，每向水中泵入1公斤氧气，

病，各国政府宣称，满足消费者

就会产生1公斤的鱼类。我们的设备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用

需求的唯一途径是水产养殖的持

于养殖鲑鱼、鳗鱼、鳟鱼、对虾和笛鲷等品种。”

续增长。

与传统的桨轮设备相比，Oxair的发电机运行效率更高。与

好消息是，通过特定气体分离专家Oxair的变压吸附氧气发

单纯使用空气曝气相比，可将水中的分压提高4.8倍，从而

生器，养鱼场可以增加放养密度，产量提高三分之一，该公

使水中的自然饱和极限提高4.8倍。稳定的氧气供应至关重

司可以将纯氧充入鱼缸。充氧的好处在水产养殖业中是众所

要，特别是因为大多数养鱼场都位于偏远地区。使用Oxair

周知的：鱼类需要水中氧饱和度超过80%的才能实现最佳生

的设备，养鱼场可以维持可靠的内部氧气供应，而不是依赖

长。氧气水平不足会导致鱼的消化不良，因此它们需要更多

氧气瓶交付。氧气瓶运输如果延误，可能会危及养鱼场整个

的食物，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种群的质量。

传统的充氧方法仅基于添加空气，很快就达到充氧极限。

随着鱼类健康和新陈代谢的改善，养殖场可以进一步节省

因为除了含有21%的氧气外，空气还含有其他气体，特别是

开支，因此需要的饲料更少。因此，以这种方式养殖的三文

氮气。应用与医疗设施相同的技术，Oxair的气体发生器使

鱼含有更高浓度的omega-3脂肪酸，并改善了味道。由于水

用变压吸附将纯氧直接引入水中。这提高了养殖密度和个体

的质量决定了鱼的质量，Oxair的设备也可以用来产生水循

规格。这使得即使是小规模企业也能具有相当的规模，更容

环反应器所需的臭氧，以对用过的水进行消毒，然后在再循

易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站稳脚跟。

环到水箱之前用紫外光处理这些水。

Oxair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纽威尔(James Newell)解释说：

Oxair的设计专注于满足客户严格的要求、可靠性、易维护
性、安全性和工厂自我保护。该公司是世界领先的船用和陆

See more International Aquafeed content about
processing technology

用气体处理系统制造商，可满足任何要求。
www.oxair.com.au

FEATURE: Geo-Food: An example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aqfeed.info/e/930

山东大学白楠博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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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erto Montt ∞ Chile
3 al 5 de Marzo 2021
En nombre de todo el equipo que hace posible este proyecto,
sabemos que estos son tiempos difíciles, pero estamos seguros de que habrá
un período de recuperación en el que la industria podrá reunirse nuevamente.

¡NOS VEMOS EN AQUASUR!

www.aqua-sur.cl

Más información: info@aqua-sur
MEDIA PARTNERS:

PATROCINADORES:

AUSPICIADOR
SALÓN PLENARIO:
ORGANIZA:

MEDIO OFICIAL:

Our fish pumps range is expanding!

Pescamotion 40
(Ø8’’ - Ø200mm)
Stainless steel housing

New 2020

Pescamotion 10
(Ø2,5’’ - Ø65mm)

Pescamotion 30
(Ø6’’ - Ø150mm)
Stainless steel housing

Since 1958 Faivre company develops and manufactures
high quality equipments for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Pescavac 50
(Ø8’’ - Ø200mm)
Stainless steel housing

www.faivre.fr

Faivre Sas 7 rue de l’industrie 25110 Baume-Les-Dames France
Email : info@faivre.fr

鱼类养殖技术

技术更新进展
海巢（SeaNest）

海巢是一个可以保证为清道夫鱼提供最佳生活条件的场所。这不仅是满足了法律的要求，而且当我们
给清道夫鱼提供最优的生活条件时，可以有效改善和控制养殖网箱内的海虱对鱼类的影响，养殖者因
此能够从中获益。
海巢使用的是一种可以清道夫鱼易于吸附其上，能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必要休息的场所。海巢是一个紧
凑型折叠系统，在养殖网箱中使用时，可以延伸至10米深；而当把它折叠起来和不使用的时候，仅占
用不到半米的空间。
海巢的建造是为了给清道夫鱼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并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海洋垃圾。海巢没有会从
其上脱落下来的塑料成分，不会将任何化学物质进入到海水中。
https://seanest.no
中国海洋大学 张彦娇 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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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通过数学建模优化养鱼场的投喂策略
作者：Filipe
Soares, Tomé
Silva, Luís
Conceição
and Ana Nobre,
Sparos Lda.,
Olhão, Portugal
and João
Cruz, Ricardo
Severino and
Diogo Costa,
Piscicultura
Vale da Lama,
Odiáxere,
Portugal

优化是一个萦绕在每个鱼类养殖户脑海中的词。当下，日益增加的养殖业的内部竞争推动着鱼
类养殖户比以往更想要寻找到优化其养殖产业各方面的方法。这种压力在欧盟尤为明显，它们
的水产养殖产量一直停滞不前（FAO，2020），并且普遍受到全球鱼类价格下跌的影响（例
如：鲷鱼和鲈鱼）。
因此，养殖户为了能使养殖产业能够以可观的利润运营，他们正在不断调整其运营方式，并
寻求优化和高效的生产。每个养鱼场有不同的可管理资源和运营方式，但通常在现金支出中占
最大比重的是饲料，占总运营成本的30-60％。因此，饲料是被视为优化目标的主要资源和操
作之一。
在过去的几年中，水产养殖业在优化饲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进步涵盖了从饲料营
养到监测器械等各个领域，例如：根据更精确的营养要求配制的饲料，以及使用水下摄像头来
辅助饲养。最近，水产养殖从业人员开始注意到利用数学算法潜力的决策支持工具。目前已有
一种基于机械数学模型的工具，它可以用来描述鱼类的生长率、饲料转化率和排泄量，这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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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利用数学建模来优化饲养的行为具有极大的潜力。
尽管自90年代以来科学界就一直使用这种建模工具
（Conceição等，1998； Lupatsch和Kissil，1998；
Nobre等，2019），但直到最近，非建模专家（即水产
养殖专家们）才开始使用这种工具，并推广给养鱼户。
在本文中，我们举了一个基于营养的机械模型的例
子，该模型可优化一个商用养殖场（Piscicultura Vale
da Lama，葡萄牙）中鱼类的早期生长阶段的饲养结

图1：简化的高水平FeedneticsTM模型结构

果。为此，我们以FeedneticsTM为例，以典型的两步
方法进行建模：
• 确定该模型的可靠性：比较早期生长阶段欧洲
鲈鱼的历史生长数据与预测数据，从而评估
FeedneticsTM的性能；
• 评估不同饲养策略的结果：比较了不同饲养策略下
欧洲鲈鱼的生长、饲料转化效率、经济转化价值、
总排泄氮和总固体废弃物。

确定模型的可靠性
FeedneticsTM一个网络应用程序，包括了一个基于
营养的机械建模工具，它能预测一段时间内鱼的生长
情况和机体组成成分。这个网络应用程序使用有关温

图2：欧洲鲈鱼体重在FeedneticsTM模型预测和检测分析之间的比较

Clearly - Healthier Harvests!
For four decades, Aqua Ultraviolet has been the
premier manufacturer of ultraviolet sterilizers and
bio-mechanical filtration.

CLASSIC UV STERILIZERS

SL STAINLESS STEEL
STERILIZERS

VIPER SL STERILIZERS

ULTIMA II FILTERS

Call today or visit us online to learn
how AquaUV can grow your application.

US: (951) 296-3480 | AquaUV.com
@Aqua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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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的第二步是用FeedneticsTM来评估A、B、C这三种投
喂方式下该养殖场的欧洲鲈鱼的早期生长阶段的生长结果。
所有投喂策略都有一个共用的计划，只是在34-54天和66-135
天的时间段内提供的商业饲料有所不同（图3）。每次投喂
的饲料量都是根据该养殖场的饲喂表进行管理的，该表根据
当前特定的养殖环境条件进行了调整。
在上一节我们中提到过，有关饲料性质的大多数数据是基
度，摄食率和饲料性质的信息（图1）。该模型已使用多种

于官方的技术表和相应饲料生产商提供的的饲料标签中提供

多样的数据集进行了校准，目前可用于金头鲷、欧洲鲈鱼和

的信息。对于缺少运行该模型的基本数据（例如，消化系数

虹鳟。

和氨基酸谱）的情况，假定默认值符合欧洲鲈鱼的营养要

为了证明模型的可靠性，在这项工作的第一步中，我们用

求。表1显示了所评估的三种不同商品饲料（A，B和C）的

一个葡萄牙商用养殖场（Piscicultura Vale da Lama）的某种

性质。通用商业饲料的特征并未显示出来，因为它们是所有

鱼类的历史生长数据来评估FeedneticsTM的预测结果是否准

饲料策略的横向特征。

确。这些历史的生长数据集包含六个缸的早期生长的欧洲鲈

在FeedneticsTM中运行了三种不同的投喂策略，周期为137

鱼的信息和每日分析信息，其中一部分在整个生产期间由传

天。该产品初始平均重量为18.4g，最初的鱼类数量为57000

感器自动记录，而像温度，鱼的数量，饲料的数量和类型等

尾，死亡率约为4.7％，历史温度曲线为（13.9-25.3°C）。出

这部分信息，则是由技术人员手动记录。有关饲料性质的数

于对养殖环境的考虑，模型预测（图4）表明，与投喂策略

据是由该商用养殖场提供的，这些信息主要来自各自饲料生

A和C（终末体重分别为104.9g和106.6 g）相比，采用投喂策

产商提供的官方技术说明书和饲料标签。如果存在缺少运行

略B（终末体重为117.2 g）可以让鱼类生长得更快。在饲料

该工具的基本数据（比如：消化系数和氨基酸谱）的情况，

转化率和经济转化价值方面，投喂策略B的效果也最好（饲

系统假定默认值符合所评估物种的营养要求。

料转化率1.07和经济转化价值为1.51欧元/ kg），因此，B是

图2显示了预测的体重值和测量的体重值之间的比较。总体

该养殖场的养殖环境条件下，一种用于养殖鱼类早期生长阶

而言，FeedneticsTM模型能准确预测海鲈鱼的历史数据集的

段的最划算的投喂策略，与投喂策略A和C相比，每吨鱼可

体重，得出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约为8.9％。鉴

节省大约290欧元和670欧元的饲料花费。

于这些良好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该模型可以放心地用于评估
该商用养殖场中不同鲈鱼饲养策略的结果。

此外，投喂策略B的最佳性能因此被转化为废物产生，与投
喂策略A和C相比，其总排泄氮降低了约13％，总固体废弃
物减少了12％。最终，投喂策略B所带来的较低的排泄和排

评估不同投喂策略效果

遗量，可以有助于保持更好的水质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海洋

虽然从历史数据的直接分析可以得出不同投喂策略的结

环境的影响。

果，但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一个清晰的结论。此外，实际上我
们不容易将与营养有关的影响和与其他因素（例如温度）有

结束语

关的影响分开分析，这也就成为了使用这个建模工具的主要

对于养殖户而言，利用数学模型的潜力的决策支持工具可

问题。而数学建模工具在解决这方面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

能是重要一个重要资源，我们可以用它来不断寻求更高效率

用，因为它们可以快速比较不同的投喂策略，同时保持其他

的生产。同时它们能够在保持与营养无关的因素不变的情况

无关因素不变。

下，比较多种投喂策略的结果，这些建模工具为评估和优化

表1：欧洲鲈鱼商业饲料的特点

投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饲料生产商
将水产品的商业化纳入可持续性因素水平越来
越高的时候，仅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可能很难做
到像建模工具那样。
本文举例说明了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像
FeedneticsTM这样的数学建模工具是怎样被用
来优化投喂策略的。此外，具有较高细节水平
的建模工具（例如：还考虑了饲料和鱼的氨基
酸和脂肪酸谱）也可以用于从增值角度考虑的
优化的投喂策略。比如：可以使用这些类型的
建模工具来评估不同的喂养策略，并以更高的
44 | 2020年9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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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来养殖出ω-3脂肪酸含量更高的
鱼类。

图3：FeedneticsTM评估的投喂策略

致谢
这项工作是24517_VALORMAR和
E!12516 - FEEDNETICS 4.0_40813项
目的一部分。前者是通过FEDER /
ERDF（www.valormar.pt）由Compete
2020、Lisboa2020，CRESC Algarve
2020，葡萄牙2020和欧盟赞助的项目。
后者是由EUROSTARS -2计划、葡萄
牙和欧盟通过FEDER / ERDF、CRESC
Algarve 2020和NORTE 2020赞助。

图4：FeedneticsTM对欧洲鲈鱼三种投喂策略的预测评估（A, B 和 C），包括平均体重 (g), 饲料
转化效率 (FCR), 经济转化价值 (ECR, 鱼每增重1kg在饲料上花费的欧元)，总排泄氮（kg/每吨生
物增重），总固体废弃物（kg/每吨生物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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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福利
清洁鱼类的坞站
——海巢（SeaNest），埃斯特罗，挪威

“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考虑过？”客户不断告诉我们。我们将
其视为一种赞美，很高兴看到“海巢（SeaNest）”可以轻松
部署，并在使用后将其从水中带走，并且坚固的结构没有
任何松动的零件。
由于具有对圆鳍鱼（清洁鱼类）的镇定/减弱反应功能，“
海巢”可为圆鳍鱼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的表面；而且由于其形
状和连接点（可旋转），“海巢”在水下水流强的地区也能
很好地工作（挪威的Mowi等客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首
批测试单元于2018年8月底投入运营，为我们提供了近两年
的数据和经验。

历史
一切都始于2017年“海巢”首次开发，我们的第一台原型机
已通过Marine Harvest（现为Mowi）在其位于Hardanger峡
湾的工厂中测试。从早期的原型开始，就反应出积极的测
试结果，今后重点将放在从我们的最佳起点上不断改进。
这是一次与客户一起完成的旅程，到2018年年中时我们进
行了大规模测试，在挪威的4至5个不同的养鱼场中放置了
100个装置。经过近六个月的测试，“海巢”已准备好全面投

放市场，从交付给Bremnes Seashore，NovaSea和Mowi等客
户开始。
现在，我们一直在不断努力以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争取成为清洁鱼、养殖户抵御海虱中的首选解决方案。
“在开发阶段提供设施的合作伙伴和积极进取的养殖户，
应该为在水产养殖业获得好评的产品中占很大一部分荣
誉，水产养殖业中清洁鱼是日常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自“海巢”背后公司Estro的TrondMarøy说，这是一项用于
清洁鱼类的专利。
46 | 2020年9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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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特殊的新冠疫情背景下，水产养殖的人员配备可能
会减少但是仍需要特别注意，因此选择方便用户操作的产
品尤为重要。“海巢”易于操作，需要较少的监督和维护，因

得兰群岛和冰岛的水产养殖业已使用了1000个“海巢”单元。
“我们发现，大部分客户在首次尝试后订购了更多的海巢
产品。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棒的称赞。”

此可以在海上停留更长的时间。
我们希望与客户保持亲密关系，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也

清洁鱼的良好福利等于好经济

要把握行业的脉搏。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遵守政府的建

在养鱼业中有大量清洁鱼在工作，清洁鱼的福利日益受到

议以防止感染。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可以方便地自己订购

关注。清洁鱼的购买具有重大价值，良好的鱼类福利对于执

和部署产品，而在安装过程中无需我们在场，这很方便。

行其非常专门任务的清洁鱼的生存，福祉和效率至关重要。

（尽管我们非常想念与我们的客户在一起。）

当我们看到可以通过更好、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创造更好
的清洁鱼类栖息地时，就产生了“海巢”概念。我们知道，我

售出超过1000个单元

们可以开发一种模仿圆鳍鱼自然栖息地的解决方案。由于

在短短一年内售出了将近1000个单元，挪威、苏格兰、设

产品坚固、紧凑且经久耐用，因此以易于处理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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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大大减少了清洁工作并保护了环境。Estro还提供服
务协议，客户可以将“海巢”发送给他们进行大修。

养殖户的反馈是，海巢在实践中是可持续的：更好的鱼福
利、很少的塑料浪费、更少的清洁/冲洗需求以及更少的工
作量。有趣的是，客户报告更少的鱼虱。
“客户告诉我们，他们的鱼虱侵扰减少了50％。这些都是

在水下水流强的地区经过验证
我们的设计标准之一是让“海巢”运转良好，即使在暴露的
地方也不会变形，该产品的旋转功能可确保这一点，并且我

非常有意义的数字，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性的测试和认证予
以支持，”Marøy说。

们的客户在部署“海巢”之后可以在非常裸露的区域安置清洁

用户优势

鱼类。

Marøy总结说，如果我们根据客户反馈用一个词来概括海

实用且简单的可持续性

巢，那将是“方便”。据报道，海巢易于使用、部署迅速、用

我们的愿景是，我们将持续提高可持续性、创造福利并简
化圆鳍鱼的管理，最终成为可持续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完后可以从水中取出、且没有散落的部分，与传统产品相
比产生的海洋污染更少。

优势总结
• 减少海洋污染，更轻松，
更快速地进行清洁
• 易于处理
• 易于部署和取出
• 无松动部件，环保
• 随水下水流移动
• 在暴露的地方效果很好
• 存放时为45cm，使用时为10m
• 附带服务和维护协议
https://seanest.no/

华中农业大学 王庆超博士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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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DEX INDONESIA 2021

Jakarta, September 15-17

STAY SAFE & MEET ON VIV ONLINE 24/7, UNTIL WE SHAKE HANDS AGAIN!

WWW.VIV.NET

Online
24/7 knowledge networking from feed to food

技术展示
索鲁·蓝（Solu-Blu™）的溶解型CH4探针

Solu-Blu™系列仪器将坚固耐用的设计、易用性和多功

本月创新

能性结合在一个传感器包装中。半透膜有助于测量溶解
在液体中的气体，该半透膜允许气体从水中转移到进行

2020九月

测量的气体顶部空间。
Solu-Blu™的溶解CH4探针可用于长期连续原位监测，

在本月的技术展示中，我们将探索有益于各种
海上作业的解决方案。本月提供的解决方案包
括ROV，鱼分级机，CH4探头和紫外线站。

为地下水基线监测和实验室发酵研究等应用提供了溶解
型甲烷数据。该探头可提供完全的温度和压力补偿数
据，流通式和串联式适配器也使得其可用于简单而有效
的工业解决方案。
www.pro-oceanus.com

爱乐水产鱼苗饲料
爱乐水产鱼苗饲料（Aller Aqua Fry Feeds）为高存活率、快速生长、仔鱼
和鱼苗健康提供了正确的起点。爱乐水产提供量身定制的饲料，但不会降低
原材料、营养成分和生产技术标准。
爱乐水产鱼苗饲料特点包括最佳的颗粒沉降率、饲料引诱剂的释放。爱乐水
产的鱼苗饲料具有很高的饲料稳定性和摄取率；包含最佳的原料、维生素和
矿物质，并提供促进鱼苗健康成长所需的必需氨基酸和脂肪酸；通过支持消

萨博·海耶（Saab Seaeye）的猎鹰

化过程和器官发育的微生物平衡促进肠道健康。

猎鹰是一种成功的水下电动机器人系统，已在商业、

www.aller-aqua.com

安全和科学领域等众多复杂而苛刻的任务中证明自

aqfeed.info/e/928

己。猎鹰配备了萨博·海耶的高级iCON™智能控制系
统，可提供出色的发动机控制和诊断数据，并能够自
定义飞行员显示器并启用诸如站位保持等功能。
猎鹰轻巧，仅一米长，额定深度为300m。该解决方
案包括电源单元、手动控制单元、触摸屏监视器和无
线键盘，并通过可定制的屏幕布
局提供电源和遥测控制。此外，
还有用于数据和视频传输的光纤
或双绞线选项。
www.saabseaeye.com

Do you have a product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ee in our pages?
Send products for consideration to
rebeccas@perendale.co.uk
斯坦斯维克的紫外线站
紫外线站是一个水纯化处理站，可根据每个设施的需要
和主管部门的净水要求进行调整。使用电磁流量表调节

鱼分级机——太阳神60

和控制水量，该流量计也可以管理变频泵。如果出现断

太阳神60型鱼分级机是大型鳟鱼、罗非鱼、鲤鱼、

水，紫外线装置将自动关闭。如果紫外线站发生故障，

鲈鱼和鲷鱼分级的理想选择，这仅是几个例子。太

将激活警报。

阳神60由Faivre专门生产，可以满足任何渔民的需

紫外线站可以作为组装好的组件交付到容器中，也可以

求，该解决方案结合了高精度和高速分级功能，从

在现场组装好，以便连接到泵站。斯坦斯维克还可以

而实现了最佳的分级过程。
该解决方案最多可提供三个分级通道和三个收鱼斗，在机器的每一侧均设有
出口。分级速度易于调节，并且分级机采用了顶级性能技术，可确保高速分
级而不会造成伤害。太阳神60由铝和不锈钢AISI 304L制成。

设计和提供完整的系统，其中紫外线站是海水泵站的
组成部分。
www.steinsvik.no

www.faivre.fr
aqfeed.info/e/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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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ENOUGH
TO FACE EVERYTHING!
挤压科技（Extru-Tech）的快速清洁高级功能干燥机
来自挤压科技（Extru-Tech，Inc.）的快速清洁高级
功能干燥机具有行业领先的细粉处理、易于清洁的通
道以及其他关键工程卫生功能，使其成为水产饲料生
产的新标准。高效的系统经过精心设计，可以干燥颗
粒最小的饲料，并且可以处理水产饲料生产商生产的
多种产品。
挤压科技专有的高级功能干燥机/冷却器系统产品线是从头开始设计的，以
帮助快速、高效地进行产品转换。独特的设计可确保产品更改不会导致产品
混合，并最大程度降低同类竞争性干燥机常见的产品损失，从而发现更好的
选择。
www.extru-techinc.com
aqfeed.info/e/935

Leiber® Beta-S –
β-glucan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cellular &
humoral defence mechanisms
Support of immunological
competence in larval &
juvenile stages
Improvement of feed conversion

赢创的益生菌解决方案Ecobiol®
放养密度增加导致病原体风险增加，而放养密度减少
则容易降低利润；在水产养殖生产中找到适当的平衡
可能是一个竞猜游戏。生产者需要解决方案以降低成
本、同时保持或增强生产性能。赢创的益生菌解决方案
Ecobiol®通过破坏有害细菌繁殖，并支持健康的肠道菌
群来恢复自然平衡。
Ecobiol®是一种饲料添加剂，由天然快速生长的解淀粉芽孢杆菌组成。它可
以改善水产养殖种群的状况，并帮助生产者解决质量、利润和可持续性方面
的挑战，而无需依赖抗生素。
animal-nutrition.evonik.com

leibergmbh.de

aqfeed.info/e/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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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鲢鱼

专题：
鲢鱼

作者：Rebecca
Sherratt，特刊编辑，
国际水产饲料杂志

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是亚洲鲤科的一个

亚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和西伯
利亚东部。

鲢

鱼是水产养殖业中常见的养殖品种，仅次于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在一些国家，鲢鱼被认为是入侵
物种。由于水道四通八达，目前已在88个国家发现了鲢鱼，主
要被用来监控水质以及水产养殖。鲢鱼生活在大型河流中，是
一种适应性较强的鱼类，能够耐受低溶解氧（3mg/l）和12ppt
的盐度。
鲢鱼可以通过位于嘴部下方的小眼睛来进行辨别。顾名思

义，鲢鱼体色为银色，背部有较深的色素沉着；体呈棒状，腹脊明显呈刀状。在东部的原生栖
息地，鲢鱼通常在4-8岁达到成熟，而在北美它们2岁时就达到成熟。鲢鱼的寿命可达20年，一
只雌性鲢鱼每年能产卵500万只。
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在中国进行鲢鱼养殖，之后迅速在欧洲流行起来。之后鲢鱼养殖量逐
年大幅增加。1990年，全球养殖鲢鱼1520469吨。十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4099666吨，2016年
又增加到5300735吨。

食性和产卵
鲢鱼是浮游植物滤食者，可以过滤小到4µm的颗粒物。鲢鱼的咽上器官通过分泌粘液帮助捕
获小颗粒物。鲢鱼的过滤速度取决于鱼体大小和内部温度。与鲤科的许多品种相似，鲢鱼没有
胃，因此人们猜测它整日以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碎屑为食。
在春末和夏季，温度达到18-30°C之间时鲢鱼会进行产卵，产卵后，卵子吸水膨胀，以保持在
水底直到孵化。诱导鲢鱼产卵是一个常见过程，选择亲鱼体重在1500-2250kh/ha之间，雌雄比
例约为1:1.5进行暂养。
鲢鱼亲鱼的脑垂体不能分泌足量激素来诱导池塘中鲢鱼自然繁殖。为了克服这一点，对亲鱼注
射雌激素，如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LRH）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以诱导鱼类分泌
性腺激素。为了保证能够成功诱导产卵，鱼类必须在白天产卵。如果诱导产卵时想要获得最佳
效果，还必须考虑季节、温度、天气条件和性腺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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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鲢鱼

鲢鱼鱼苗特别娇嫩，因此需要专业技术控制集约化系统来

鲤鱼（Cyprinus carpio）等鱼类混养。由于它们是滤食性鱼

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存活率。在孵化大约15-20天后进行鱼苗培

类，渔民通常会使用粪肥来生产饲养鲢鱼所需的浮游生物。

育，然后是鱼种阶段，在这一阶段，将鱼苗饲养3-5个月。然

根据季节的不同，渔民使用的化肥量通常会有所不同。常用

后将鱼苗培育成市场规格，整个养殖周期大约需要2年。

的肥料有动物粪便、青贮草和油籽饼。池塘会在放养鱼类前
5-10天进行施肥。

养殖和收获

当收获鲢鱼时，必须格外小心，轻拿轻放。由于水温升高，夏

随着人工养殖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鲢鱼养殖在中

季和秋季收获期间鲢鱼的伤害和死亡率通常高于冬季或春季。

国就已经得到普及。由于肥料成本低，养殖周期短，鲢鱼成

水温升高导致鱼类消耗大量的氧气，因此，它们无法忍受长时

为中国特别受欢迎的养殖品种。由于养殖鲢鱼的独特优势，

间被关在一起。收获时也尽量避免潮湿和雨天。建议在进行任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部水域养殖鲢鱼的人越来越多。

何可能危及鱼的活动时，打开充气机以增加水中溶解氧含量。

目前，鲢鱼通常与草鱼、鳙鱼（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

鲁东大学 李明珠博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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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study conducted at Cairo University *,
Hilyses®
demonstrated
its
efficiency
on
zootechnical indexes, showing a drastic reduction of
the mortality rate of Nile tilapia (O. nicoticus)
challenged with Aeromonas hydroph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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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Diseases and Management, Facul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airo University, Egyp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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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行业事件

9-11日
2020年越南畜牧展
越南，胡志明市
www.ildex-vietnam.com

几个月前，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新冠肺炎（COVID-19），但这种病毒现在已经传
播到149个国家（截止杂志出版之前）和世界各地的领土，这意味着这已经成为我们全人
类要克服的一个挑战。
无论你是从事饲料或食品行业，水产养殖业或农业，我们都在为世界提供良好的营养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保持人们健康的最关键因素——据说这是抵御该
病毒最好的办法。
展览、会议和研讨会是传递信息和建立网络以改善我们的行业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COVID-19的传染性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许多活动组织者不得不取消，推迟，或者将他们的节
目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所有的活动组织者都没有轻率地做出决定，他们对各自活动地点当前的COVID-19发生情况
进行了深思。希望每个人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从展览、会议和研讨会中受益。
我们Perendale Publishers出版有限公司认为，最好对我们所涉及的每一个事件进行更新。
2020

九月

2020

7-10日
☑
2020年LACQUA会议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延期至2021年3月22日至25日

3-18日
鱼类国际营养与饲料研
讨会（ISFNF）
韩国 釜山
https://isfnf2020busan.com/
延期至2021年5月18日至20日

9-12日
2020年集约化畜牧展览会
德国 汉诺威
www.eurotier.com

十一月

17-18日
2021年水产养殖场展览
意大利 波德诺
www.aquafarm.show
16-17日
2020年循环水产养殖系
统技术贸易展览会
美国 希尔顿海德岛 南
卡罗来纳州
www.ras-tec.com
延期至2021年11月3日至4日

15-17日
☑
英国水产养殖大会
英国 苏格兰 阿维莫尔
www.aquacultureuk.com
延期至2021年5月19日至21日
2020

十二月
1-3日
2020年 AlgaEurope会议
意大利 罗马
www.algaeurope.org
3-5日
☑
2020年台湾国际渔业及
海鲜展
台湾
www.taiwanfishery.com

25-3日
2020年德国国际包装展
德国 杜塞尔多夫
www.interpack.com
包装是食品、饮料、糖果、面包、制
药、化妆品、非食品和工业品部门的重
要事件。德国包装机械的优化结构使其
更具特色，为用户提供行业重点，如制
药和化妆品行业，以及行业的子部门，
如包装材料和用品及其制造。
可持续发展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该行业发
展的一个主题，最近，特别是对塑料包
装的讨论使其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活动将聚焦于可持续性发展、环境影
响、卫生和减少食物浪费
2021

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大会将在新加坡举行。
来自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将参与
其中。水产养殖业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
并日益融入新加坡的食品体系；因此，2020
年是世界水产界关注新加坡的最佳时机。
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大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参展商了解最新水产养殖技术的地方。
☑ See The International Aquafeed team at thi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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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5日
2021年水产养殖及渔业
展览会
智利 蒙特港
www.aqua-sur.cl

14-18日
☑
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
大会
新加坡
www.was.org
延期至2021年6月14日至18日

24-25日
2020年海洋养殖会议
挪威 博多
www.seagriculture.eu

二月

28-1日
2020年非洲水产养殖
大会
埃及 亚历山大
www.was.org
延期至2021年12月10日至13日

8-10日
2020年马来西亚畜牧业
展览会
马来西亚 马六甲
www.livestockmalaysia.com
延期至2021年8月24日至26日

7-19日
☑
2020年亚洲国际畜牧业
展览会
中国 青岛
www.vivchina.nl

2021

10-12日
2021年亚洲国际畜牧业
展览会
泰国 曼谷
www.vivasia.nl
2021

April
12-15日
☑
2020年欧洲水产养殖大会
爱尔兰 科克
www.aquaeas.eu

Cork, Ireland,
April 12-15, 2021

#AE20CRK

www.aquaeas.org
Silver Sponsor

#AE21MAD

CONFERENCE - ae2020@aquaeas.eu
TRADESHOW & SPONSORSHIP - mario@marevent.com

www.aquaeas.eu

OCEANS OF

OPPORTUNITY

Madeira, Portugal October 4-7, 2021

Gold Sponsor

www.aquaea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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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亚洲（泰国）国际集约
化畜牧展
VIV Asia 2021展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20个
国家的近1,250家参展商和450023名参观者，
为参观者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企业选择，包括
全球市场领导、日益重要的区域性和亚洲国
家企业。专业性的活动涉及猪肉、鱼肉、乳
制品、禽肉和鸡蛋的生产，从这些领域的饲
料到食品都有涉猎。大家有充分的理由在曼
谷再次见面，这将成为亚洲心脏高端展会的
一部分。
20多年来，VIV亚洲展一直在曼谷举办。这
项活动最初是在西里基特皇后国家会议中心
（QSNCC）举行的一个小型会议。直到2019
年，转移到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BITEC），
后者为展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2021VIV亚洲展未来将进一步扩张。更多
的商业版图将涵盖从饲料到食品的整个供应
链。一个拥有更大展览场地和更先进现代化
设施的新场馆支持了这一战略发展，将展会
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021VIV亚洲展将于2021年3月10日至12日在
泰国曼谷的IMPACT展览中心举行。
鲁东大学 李明珠博士翻译

IAF网络研讨会
已举办的网络研讨会

8月5日、12日、19日和26日, The Online Milling School 第4-7期，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02
8月18-20日：挪威国际渔业展览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24

即将举行的网络研讨会

9月2日、9日、16日、23日和30日, The Online Milling School 第8-12期，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02
8月17日9月23日：AFIA饲料工业研究所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25
9月16日：RAS虚拟峰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26
10月1日：FEEDNETICS™ 水产饲料行业预测工具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34
10月8日：水产视觉大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aqfeed.info/e/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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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U Asia Pacific公司和PT Global Permata Perkasa公司合作举办“Aquatica
Asia”活动
在过去的10年里，VNU Asia Pacific公司（VNU AP）与PT

Permata Kreasi Media（PKM）合作举办了印尼雅加达畜牧
业及乳业展览会。随着PKM向PT Global Permata Perkasa

（GPP）新商业实体转型，该集团正在筹备新的 “Aquatica
Asia”活动。

为了客户的投资回报最大化，印尼雅加达畜牧业及乳业展
览会和“Aquatica Asia”活动将呈现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包括
动物育种、动物健康、动物养殖设施设备及粮食和原材料加
工设备，饲料、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鱼类加工、调味、
包装、处理及制冷，实验室测试设备和服务，物流运输，

“Aquatica Asia”活动旨在加强水产养殖业的宣传，并在印

牲畜和水产养殖业繁育和废水处理等。

尼雅加达畜牧业及乳业展览会上一并启动，于2021年9月
15-17日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会展（ICE）上举行。该项目
的启动将建立一个专门的商业平台为提高水产养殖产量做出
贡献。在过去的几年中，会议举办方已将水产养殖部分纳入
印尼雅加达畜牧业及乳业展览会，新活动的举行将有助于增
强水产养殖业在现有展会中的地位。
“2020年，作为印尼经济发展三大部门之一的海洋事务和渔
业部在虾、海藻、鲶鱼和石斑鱼等水产品养殖生产和市场营
销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VNU Asia Pacific公司农业经济运营
主管Panadda Kongma表示。

Sparos公司举办关于投
喂策略的网络研讨会
Sparos公司将在2020年10月1日

料成本、鱼体组成和废物排放的影响。
FEEDNETICSTM工具可被饲料制造商
用于客户服务，也可被水产养殖业（包

具目前可用于以下品种：金头鲷、欧洲
鲈和虹鳟。
此次网络研讨会将由Sparos公司

针对水产饲料业组织一场有关

括原料和添加剂供应商）用于评估配方

FEEDNETICSTM工具的研发团队通过

FEEDNETICSTM营养工具的免费网络

性能和饲料筛选，以提高试验饲料的有

几个案例解释该工具的应用程序，并提

研讨会。Sparos公司已经开展了一系列

效性。通过该工具，养殖户和技术顾问

供现场演示和问答环节。

网络研讨会，展示了他们的营养工具如

能够量化在养殖场观察的趋势，并对不

何基于设备模拟模型帮助用户预测营养

同投喂策略进行预测，保证最优方案应

和环境因素对鱼类生产、饲料转化、饲

用在具体操作中。FEEDNETICSTM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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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https://www.sparos.pt/news/或
直接登录注册页面:aqfeed.info/e/934

青海大学 马睿博士 翻译

AquaFarm 2021会议

及其展览中心位于意大利威尼斯附近，是连通意大利、奥地

AquaFarm 2021是为期2天的国际会议，旨在为欧洲-地中海
区域的可持续水产养殖业生产运营商提供交流的平台。该区

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重要盆地，地处于亚得里
亚海北部和阿尔卑斯山东部。

青海大学 马睿博士 翻译

域的渔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一种食品生产方式，提供了鱼
类总消费量46%的鱼产品，主要以深海捕捞量为主。
该会议将提供与养殖、加工和营销行业相关生产运营商见
面的机会，主要面向地中海区域的生产运营商，包括斯洛文
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地区、希腊、马耳
他、土耳其、西班牙和葡萄牙。
该会议再次与NovelFarm会议（专门从事无土和立体种植
农业的国际会议和贸易展）在同一地点举办。将于2021年2
月17-18日在意大利波尔代诺内展览中心举行。波尔代诺内

PCE

鱼类养殖技术

PELLETING CONSUMABLES EUROPE

YOUR PARTNER FOR
TOP QUALITY RING DIES
available for all major pellet press brands

Scan the QR-Code
to find your die!

aquafeed.co.uk
International Aquafeed - 2020年9月 | 59

WWW.PCE.EU

响，主要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农场商
店进行了销售。
Tautenhaun先生的养殖场拥有室内跑
道式养殖池和室外池塘。由于养殖场的
地质主要是石灰岩，水流经过后会产生
大量二氧化碳，必须进行脱气处理，主
要采用桨式曝气设备除去水中的二氧化
碳和部分氨气。因为他的养殖场只有少
量的水供应，所以必须依靠氧气和过滤
器来保持水的清洁以便养出健康的鱼。
事实上，Tautenhaun先生在养鱼过程中
的每个阶段都进行氧气管理，通过将水
中氧气达到百分之百的氧饱和度，他的

2020全球水产养殖峰会网络研讨会
作者：《国际水产饲料》杂志编辑Vaughn Entwistle

养殖场在只使用有限抗生素的条件下可
防止任何疾病爆发。据Tautenhaun先生
介绍他的养殖场通常在两周半时间内会
消耗20吨的氧气。

由德国农业学会（DLG）和EuroTier中

• 生产技术

国展会主办的“2020全球水产养殖峰会

• 育种与繁殖

用生物过滤器和快速清除微生物的设

网络研讨会”于2020年6月22日举行。由

• 现场管理

备，而不是使用化学物质。投喂管理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峰会以网络会

• 饲料和投喂策略

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自动投饵机

议的形式举行。来自德国、挪威、中国

• 健康和卫生

最大限度地减少饲料消耗，同时可保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术专家和行业领袖

• 加工和产品品质

证较小的鱼也能吃到饲料并生长，减

做了精彩的报告。

• 鱼类养殖者Alexander Tautenhaun

少了分级操作。所有的废水都经过彻

德国DLG公司水产养殖项目经理Birgit
Schmidt-Puckhaber博士
研讨会由Birgit Schmidt-Puckhaber博

养殖场的卫生管理很重要，要注意使

底过滤待去除污染物后排到河流中。
下一位报告人也是来自德国的

最后Tautenhaun先生的养殖场自己不繁

Alexander Tautenhaun先生，和Birgit

育鱼卵，主要从美国购买。

士主持开幕，她除了作为德国法兰克

Schmidt-Puckhaber博士一样也是一位

Aller Aqua Research股份有限公司首

福DLG公司的一员外，还与家人在德

养殖从业者，在德国东南部经营一家

席执行官Hanno Slawski博士

国北部经营一家养殖场。她分享了在

庭养殖场已有35年。这次新冠肺炎

德国从事水产养殖的经历。

疫情对他的养殖场没有造成较大的影

首先她提到德国大部分渔场不像挪威
的网箱养殖，主要采用池塘和跑道式
养殖方式。其次德国的很多渔场主要
养殖淡水鱼，比如鳟鱼。养殖场通常
是家族经营的，并通过农贸市场和餐
馆向公众出售鲜鱼或熏制鱼产品。根
据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列出了养殖
场要获得高质量产品的必备要素：

60 | 2020年9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Slawski博士通过分析挪威的渔业发
展，指出与国土面积相比，挪威的海

Industry Events
岸线很长，具有许多峡湾。峡湾平静而
属半封闭水体，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冷水
资源是网箱养殖的理想之地。因此，挪
威目前在其水域有750多个鲑鳟鱼养殖
场。Slawski博士指出像美国和中国这
样的国家，尽管陆地面积很大，但海
岸线相对较短，海水较暖，因此没有
挪威那样的理想条件。其他因素也造成
了这种情况，比如挪威的水污染水平非
常低。但是挪威的养殖业也有自己的挑
战，海虱继续给网箱养殖带来巨大难
题，极大地提高了养殖成本。此外像盐
度这样的因素也会不可预计地受到雨水
的影响，雨水会抑制鲑鱼的食欲。
挪威养殖包括淡水和海水品种，温水和
冷水鱼类。每一个品种在不同的环境下
都需要使用不同营养水平的饲料。全球
的水产养殖产量远低于畜牧产量，然而
与陆生动物相比，鱼类饲料要求较高的
蛋白质和脂肪酸（欧米伽-3系）水平。
Slawski博士认为，尽管目前循环水养
殖系统投入和成本较高，但随着成本的

板产生的电力完全满足养殖场的需求，

泰国养殖的主要虾类品种是斑节对虾

下降，它将变得更具有竞争力。此外，

剩余的电力进行出售。同时在养殖池塘

和凡纳滨对虾。每一种虾在养殖方面都

挪威已不再颁发额外网箱养殖许可证，

中养殖着数种鲤鱼。

存在各自的优缺点，但总体而言，凡纳

但循环水养殖系统是被允许在陆地上养

中国有着悠久的水产养殖历史，米海

滨对虾在泰国更容易养殖。通过遗传改

殖鲑鱼和其他鱼类，并且可以靠近主要

峰博士预测随着中国成为水产品的消费

良，这两种虾无论在生长性能还是在抗

人口中心。对于饲料企业而言，用其他

中心，以下模式会得到极大推广。那就

病能力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封闭式

蛋白源和脂肪源替代鱼粉和鱼油已成为

是通威的循环水孵化场，第一次向业界

高密度养殖模式要求大量的虾苗，因此

重点工作。这些替代品包括豌豆蛋白、

介绍了池塘循环水系统。想到未来，米

孵化场成为生产优质和健康虾苗的必要

大豆蛋白、小麦粉、菜籽粕、海藻和其

海峰博士相信自动化系统将提高循环水

条件。正因为如此，泰国目前有22家

他海洋性磷脂。

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随着中国中产阶

饲料厂生产高质量的虾类饲料。同时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米海峰博士

级的不断壮大，中国对健康鱼类的消费

养虾场依靠自动投喂器来减少对人工

需求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的需求。

东部即中国和泰国的水产养殖。研讨会

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国。

泰国渔业司司长Mesak Pakdeekong先生

的第二部分由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的米海

泰国农业部渔业司Putth Songsang

峰博士主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范

Jindam先生

在以上报告结束后，会议的主题转到

泰国渔业司司长Mesak Pakdeekong先
生在最后的演讲中介绍了泰国在水产养

围包括两个非常不同但互补的板块，分

下一位演讲者是泰国农业部渔业司下

殖方面的竞争力，其中包括最佳生产方

别是水产饲料和光伏发电。该公司已成

属海水养殖与研究发展部的虾类养殖专

式。此外，Pakdeekong先生还讨论了出

功创建一套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数

家Putth Songsang Jindam先生。Jindam

口战略。

百块光伏板悬挂在养殖池塘上方，光伏

先生介绍了2019年泰国养虾业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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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区

Conveyors

欢迎来到市场区，在我们朋友——国
际水产饲料目录（由Turret Group出
版）的帮助下，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本
行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

Colour sorters

Faivre
+ 33 3 81 84 01 32
www.faivre.fr

Kaeser Kompressoren
+49 9561 6400
www.kaeser.com

Liptosa
+34 902 157711
www.liptosa.com

Laboratorio Avi-Mex S.A. de C.V
+55 54450460 Ext. 1105
www.avimex.com.mx
R-Biopharm
+44 141 945 2924
www.r-biopharm.com
Romer Labs
+43 2272 6153310
www.romerlabs.com

Amino acids
Evonik
+49 618 1596785
www.evonik.com

Brabender
+49 203 7788 0
www.brabender.com
Buhler AG
+41 71 955 11 11
www.buhlergroup.com
Ferraz Maquinas e Engenharia
+55 16 3615 0055
www.ferrazmaquinas.com.br

Amandus Kahl
+49 40 727 710
www.akahl.de

IDAH
+866 39 902701
www.idah.com

Bühler AG
+41 71 955 11 11
www.buhlergroup.com

Insta-Pro International
+1 515 254 1260
www.insta-pro.com

Consergra s.l
+34 938 772207
www.consergra.com

Manzoni Industrial Ltda.
+55 (19) 3765 9330
www.manzoni.com.br

FAMSUN
+86 514 85828888
www.famsungroup.com

Ottevanger
+31 79 593 22 21
www.ottevanger.com

Ferraz Maquinas e Engenharia
+55 16 3615 0055
www.ferrazmaquinas.com.br

Wenger Manufacturing
+1 785-284-2133
www.wenger.com

FrigorTec GmbH
+49 7520 91482-0
www.frigortec.com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Soon Strong Machinery
+886 3 990 1815
www.soonstrong.com.tw

Zheng Chang
+86 2164184200
www.zhengchang.com/eng

Feed and ingredients
Adisseo
+ 33 1 46 74 70 00
www.adisseo.com
Aller Aqua
+45 70 22 19 10
www.aller-aqua.com

Drum filters
Faivre
+ 33 3 81 84 01 32
www.faivre.fr

Alltech
+44 1780 764512
w: www.alltech.com

Elevator buckets

Jefo
+1 450 799 2000
www.jefo.com

Alapala
+90 212 465 60 40
www.alapala.com

Phileo (Lesaffre animal care)
+33 3 20 81 61 00
www.lesaffre.fr

Tapco Inc
+1 314 739 9191
www.tapcoinc.com

Silos Cordoba
+34 957 325 165
www.siloscordoba.com

Westeel
+1 204 233 7133
www.westeel.com

Andritz
+45 72 160300
www.andritz.com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Silo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32 51723128
www.sce.be

TSC Silos
+31 543 473979
www.tsc-silos.com

Satake
+81 82 420 8560
www.satake-group.com

Wenger Manufacturing
+1 785-284-2133
www.wenger.com

Bulk storage

Symaga
+34 91 726 43 04
www.symaga.com

Amandus Kahl
+49 40 727 710
www.akahl.de

Coolers & driers

IMAQUA
+32 92 64 73 38
www.imaqua.eu

Croston Engineering
+44 1829 741119
www.croston-engineering.co.uk

Bühler AG
+41 71 955 11 11
www.buhlergroup.com

Inteqnion
+31 543 49 44 66
www.inteqnion.com

Analysis

Chief Industries UK Ltd
+44 1621 868944
www.chief.co.uk

Almex
+31 575 572666
www.almex.nl

Adifo NV
+32 50 303 211
www.adifo.com

Phibro
+972 4 629 1833
www.phibro-aqua.com

Bentall Rowlands
+44 1724 282828
www.bentallrowlands.com

Extruders

Computer software

Additives
Evonik
+49 618 1596785
www.evonik.com

ExtruTech Inc
+1 785 284 2153
www.extru-techinc.com

A-MECS Corp.
+822 20512651
www.a-mecs.kr

Aerators

Air products

Equipment for sale
Vigan Enginnering
+32 67 89 50 41
www.vigan.com

Biorigin
www.biorigin.net

Elevator & conveyor components
4B Braime
+44 113 246 1800
www.go4b.com

Enzymes

Skretting
+ 47 51 88 00 10
www.skretting.com

Feed Mill
JEFO
+1 450 799 2000
www.je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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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Aarsen International
+31 475 579 444
www.aarsen.com

Calitri
+ 32 497 46 19 82
www.calitri-technology.com
Faivre
+ 33 3 81 84 01 32
www.faivre.fr

Borregaard
+47 69 11 80 00
www.borregaard.com

Pellet mill
PTN
+31 73 54 984 72
www.ptn.nl

Fish Graders
Faivre
+ 33 3 81 84 01 32
www.faivre.fr

Fish pumps

Roller mill - vertical

Soon Strong Machinery
+886 3 990 1815
www.soonstrong.com.tw

Soon Strong Machinery
+886 3 990 1815
www.soonstrong.com.tw

Second hand equipment
Sanderson Weatherall
+44 161 259 7054
www.sw.co.uk

Silos
FAMSUN
+86 514 85828888
www.famsungroup.com

Plants
Amandus Kahl
+49 40 727 710
www.akahl.de

Faivre
+ 33 3 81 84 01 32
www.faivre.fr

Andritz
+45 72 160300
www.andritz.com

Fish Stunning
Aqua Future
+ 49 27 32 / 65 35
www.aquafuture.de
Steinsvik
+47 488 52 888
www.steinsvik.no

Fish Stunning
Ace Aquatec
+ 44 7808 930923
www. aceaquatec.com

Hammermills

Yemtar
+90 266 733 8550
www.yemtar.com

Ferraz Maquinas e Engenharia
+55 16 3615 0055
www.ferrazmaquinas.com.br

FAMSUN
+86 514 87848880
www.muyang.com

Wynveen International B.V.
+31 26 47 90 699
www.wynveen.com

Ottevanger
+31 79 593 22 21
www.ottevanger.com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Zheng Chang
+86 2164184200
www.zhengchang.com/eng

Predator Defence
Ace Aquatec
+ 44 7808 930923
www. aceaquatec.com

Probiotics
Biomin
+43 2782 803 0
www.biomin.net

Hatchery products
Reed Mariculture
+1 877 732 3276
www.reed-mariculture.com

Moisture analysers

Dinnissen BV
+31 77 467 3555
www.dinnissen.nl

Yemtar
+90 266 733 8550
www.yemtar.com

Manzoni Industrial Ltda.
+55 (19) 3765 9330
www.manzoni.com.br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Dinnissen BV
+31 77 467 3555
www.dinnissen.nl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Ferraz Maquinas e Engenharia
+55 16 3615 0055
www.ferrazmaquinas.com.br

Lallemand
+ 33 562 745 555
www.lallemandanimalnutrition.com

RAS Equipment

Hydronix
+44 1483 468900
www.hydronix.com

Fish Farm Feeder
+34 886 317 600
www.fishfarmfeeder.com

Seedburo
+1 312 738 3700
www.seedburo.com

FISA
+51 998128737
www.fisa.com.pe

RAS system

Nets & cages
FISA
+51 998128737
www.fisa.com.pe

Paddle Mixer
Anderson
www.andersonfeedtech.com

Vacuum

Buhler AG
+41 71 955 11 11
www.buhlergroup.com

Wynveen
+31 26 47 90 699
www.wynveen.com

Dinnissen BV
+31 77 467 3555
www.dinnissen.nl

TSC Silos
+31 543 473979
www.tsc-silos.com

Aqua Ultraviolet
+1 952 296 3480
www.aquauv.com

Pulverizer (large fine)
Soon Strong Machinery
+886 3 990 1815
www.soonstr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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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ing equipment
Ottevanger
+31 79 593 22 21
www.ottevanger.com
Wynveen
+31 26 47 90 699
www.wynveen.com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Wet expansion machine
Soon Strong Machinery
+886 3 990 1815
www.soonstrong.com.tw

Yeast products
ICC, Adding Value to Nutrition
+55 11 3093 0753
www.iccbrazil.com
Lallemand
+ 33 562 745 555
www.lallemandanimalnutrition.com
Leiber GmbH
+49 5461 93030
www.leibergmbh.de
Phileo (Lesaffre animal care)
+33 3 20 81 61 00
www.lesaffre.fr

市场区

Pellet binders

Fish counters

访谈
采访 温格制造业挤压系统工艺总监Ed de Souza先生

Ed de Souza于1995年本科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福特海斯大学并获得农业综合企业学士学位。此外，他还获得了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
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研究重点是企业管理。
De Souza先生于1995年末被Wenger Manufacturing Inc.聘用。在Wenger工作了24年，他在食品挤压加工领域积累了广泛的专业知识。
他曾在堪萨斯州Sabetha的Wenger技术中心从事食品挤出研究，并且还具有作为现场服务技术员的知识，负责设备启动，过程故障排除
以及提供讲座和培训。

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备的资本投入，可能导致持续的高加工成本和低吞吐量的设备寿

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福特海斯大学（Fort Hays University）获得农

命，从而由于效率低下而导致资源的大量使用。缺乏适当的资产维

业综合企业学士学位后，我在与两家从事大宗商品业务的跨国公司

护是预防性的，而不是纠正性的，这是提高挤出生产线效率和输出

面谈时，与工作签证相关的文书工作中止了这些程序。一次偶然的

质量的主要障碍。正确的预防性维护是资产保护的本质:以最小的

机会，在我回到祖国巴西之前，我和一个大学朋友去了堪萨斯州

成本延长生产设备的寿命，同时保持产品质量，保证可靠性。

的萨比塔市，温格制造公司的总部。在当地的一场高中橄榄球比赛

资产维护，尤其是挤压烹饪设备的维护，不应被认为是需要在明年

上，我遇到了南美的服务经理，剩下的都是历史了。我偶然进入这

预算中减少的一次性支出，而应被视为关键绩效指标，并应作为每

个行业，我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因为我立刻爱上了挤压加工这个

吨成本进行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计划内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将不

领域。

足总生产成本的2%，但是，如果被忽略，则可能导致生产能力下
降，产品质量下降和客户流失。

在温格工作期间，您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自从您成为温

对行业构成挑战的第三个主题是处理系统的控制。如果对前两个点

格团队的一员，公司的发展如何？

进行了很好的管理，则工艺人员需要能够精确地控制过程，以确保

2000年，我的美国工作签证到期了，我不得不决定移居另一个国

在挤压生产线上获得高质量的输出。加工软件能够提供用户友好的

家。当时，巴西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宠物食品和水产饲料正在全面

加工工具，以确保更顺畅的挤压过程和最高质量的产品，并能够为

扩张。我们的客户需要当地的支持和零件，所以我很自豪能帮助温

管理人员提供评估和执行纠正性决策的数据。

格在巴西开展业务。首先，我们在巴西的办事处是一个服务办事

温格已经开发并继续改进其加工设备，即制粒机和烘干机，以提供

处，不久之后，我们转移到制造零件，然后是设备，在2013年发

最适合用户需求的最先进的解决方案，并力求克服现代加工设备

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制造工厂。作为温格在巴西的创始人和温

造成的营养变化和其他潜在的问题。通过多年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格制造公司的代表，我感到很荣幸。我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

验，温格利用我们独创的自动化过程控制系统(APM™)为客户提供

个伟大成就，自从我成为这个光荣公司里令人自豪的团队的一员，

全面且精确的过程控制自动化管理体验。温格始终把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感谢。

放在第一位。

您所在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温格将如何应对和解

您最近参加了水产饲料的挤压加工会议，并就卓越运营领

决这些问题？

导力作了精彩的演讲。温格如何运用这些领导技术来确保

饲料挤压行业面临的挑战往往被忽视。大多数挤压式水产饲料制

您的公司保持在加工行业的优势？

造商过于注重成本核算，并且在成本效益与产量和产品质量的损

除了先进的挤出设备和现代化的加工控制工具外，温格还将重点提

失之间存在良好的关系。它们是产品改进和财务收益的关键，如

供全方位的工艺支持。WEnger CARE™是我们最受好评的支持系

果专注于这些领域，那么制造商可以使用更少的资源来大量加工

统之一，可改善客户的运营效率，以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更高质量的

更好的产品。

产品。

原材料：只需在配方成本上投资一小部分，即可提供适合挤压的配
料，例如更好的淀粉来源和功能蛋白，使用实质上相同的固定资产

您认为该行业在未来五年内可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您的公

和固定成本，可能会使挤出生产线的生产量增加一倍。

司将如何在预防和解决这一问题？

硬件：降低了对劣质标准或设计和配置不当的研磨，挤压和干燥设

COVID-19大流行带来了有趣的机会。我相信，由于养殖鱼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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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最低，养宠物的人数增加，以
及人工植物蛋白衍生物作为人类的替代营
养，我们将看到养殖鱼类的消费量会大幅
度增加。我们已准备好针对我们三个领域
的卓越技术：宠物食品、水产饲料和人类
食品的最先进技术和先进的压榨设备做好
下一阶段的工作。

COVID-19对温格的业务有何影响?公
司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影响主要来自旅行限
制，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发并优化了交流
工具，用于客户交互、设备调试和客户支
持的远程访问。

是什么让温格公司从竞争对手中脱颖
而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您和您的
公司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项目或计
划吗？
我们关注的是客户的最大利益。我们的愿
景就是成为客户所能达到的最佳合作伙
伴。这一愿景体现了我们的承诺，即通过
专家的支持，我们将采用最先进的压榨技
术解决方案和创新工艺。我们也非常注重
相关研究和技术开发。目前，我们正在对
位于堪萨斯州萨比塔市具有55年历史的挤
压研究中心进行翻新，并对其内部布局进
行了大幅改进，在规模和技术方面都将有
较大的改善，以确保我们的客户从一开始
就能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大连海洋大学 左然涛博士 翻译

行业快讯
安娜·罗迪尔斯（Ana Rodiles）加入Lallemand动物营养团队

L

allemand 动物营养中心最近任命了一些新成员到他们的卓越中心团队，增加了反刍动物、饲料和
单胃领域的人才。他们的新成员之一是安娜·罗迪尔斯（Ana Rodiles）博士。Rodiles博士以资深科

学家的身份加入了单胃研究中心。在这个职位上，Rodiles博士将领导宠物、鱼、虾和马的生物信息学
分析试验，并将积极参与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此外，她还将确保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科学智能，以开

Ana
Rodiles

发和测试新模型，并将培训研究和营销团队。
Rodiles博士拥有西班牙加的斯大学的水产养殖硕士学位和鱼类营养博士学位。她在英国普利茅斯大学
（University of Plymouth，UK）进行了鱼类肠道菌群的博士后研究，实现了生物信息学分析。在她的
科学生涯中，Rodiles博士对15种以上动物的微生物组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并发表了35篇同行评审论
文。最终，在加入Lallemand之前，她在一家荷兰公司担任肠道菌群研究人员两年，涉足农业动物应
用科学领域。

Arturo Clement被任命为智利-俄罗斯商业委员会主席

S

almonChile的现任主席Arturo Clement先生宣布将继续担任智利-俄罗斯商业委员会主席一职。
在这个新职位上，克莱门特将监督两国之间的合作，并增加潜在的商机。

该理事会的主要目标是实施从贸易协定中获得的收益，以促进两国的增长。这些是确保智利和俄罗斯
水产养殖业进一步增长的基本工具。

Arturo
Clement

布雷特·海德克（Brett Heidtke）升任布里斯托尔海鲜（Bristol Seafood）
首席运营官

布

里斯托尔海鲜公司很高兴地宣布将Brett Heidtke晋升为首席运营官（COO）。作为首席运营
官，海德克先生将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监督安全，质量，生产，物流和维护。

“布雷特散发出诚实的核心价值观，正确地做事，谦虚，主人翁心态，适应能力强，好奇心强，并根据

Brett
Heidtke

事实做出决策。”布里斯托（Bristo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彼得汉迪（Peter Handy）指出：“他是我们最
近取得的成功和我们业务的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德克先生指出：“我对这个新角色感到很兴奋，我们很幸运能与非常有才华的人一起工作，布里斯托
海鲜公司的前景非常光明。”
Heidtke先生在海鲜生产方面拥有二十一年的经验，最近担任Stavis Seafoods的运营总监，以及Slade
Gorton和Sonoma Seafoods的工厂经理。

Hajra Karrim任命新的Oceana首席财务官

非

洲Aoth的一家主要捕捞公司Oceana Group宣布，Hajra Karrim将从2020年11月1日起接任首
席执行官的职务。前首席财务官Elton Bosch先生因个人原因于今年1月份离开该公司。

Hajira拥有BCOM（荣誉）和CA（SA）资格，并曾担任过包括非洲合作集团和电气媒体网络有限公司
在内的多个公司的行政职务。

Hajra
Karrim

该公司表示：“审计委员会对Karrim女士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感到满意，并期待她在该岗位上为公司做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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