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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新的一年！

整个养鱼活动中，而本杂志的作用就是提
供营养方面、技术方面和个人经验方面的

我们非常高兴您能与我们一起度过2021年，

信息，鼓励行业解决这里所提到的问题。

因为这将是令人激动的12个月。我们希望在

国际水产饲料有一本单独的杂志

疫苗接种和新疗法的帮助下度过新型冠状病

《养鱼技术》（也有自己的专门网站

毒的大流行的下降阶段，这样我们就可以再

www.fishfarmingtechnology.com）。

次与同事和客户近距离接触了。

这两本杂志共同涉及行业的两个方面--营养和
养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杂志的前面部分

然而有很大的可能会遇到挫折。但总的来

有提到两位编辑来帮助普及一些关键领域的

说，我们必须对如何进一步推动我们的行
业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海产品保持积极的
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越来越意识
到，鱼类和甲壳类以及具有营养价值的水生

罗杰-吉尔伯特
出版商 - 国际水产饲料和
鱼类养殖技术协会

细节--Simon Davies教授负责健康与营养，Erik
Hampel负责养鱼技术。这个月我们将推出一
个新的栏目，名为“应用饲料技术”，将特
别关注用于生产鱼饲料的设备的进步。

植物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我还必须向您介绍我们的西班牙语版编辑Antonio Garza de

的角色。
提供安全和有营养的食品——是既能负担得起，又能与其他蛋
白质食品来源竞争的----不仅对我们行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还能减轻我们对野生捕捞鱼类的依赖压力。我们还必须考
虑如何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压力，以及如何将池塘、河流、沿海

Yta，他（在第20页）介绍了世界水产养殖业的现状；这是一本
开启2021年的好书。
我们的专栏作家、国际鱼粉和鱼油协会的Petter Johannessen
（在第12页）将鱼群的可持续性管理视为沿海国家的责任。
这一期充满了特色和精彩的故事，请欣赏并和我一起感谢我们

和河口养鱼对周围陆地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循环系统和赛道式池塘养殖系统受到青睐，因为它们能够最大

所有的撰稿人和广告商，祝他们和读者朋友们新年快乐，财源
滚滚。

限度地减少对内陆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可食用鱼的产量。

山东大学 谷珉博士 翻译

我相信随着2021年的到来，我们会看到更多地新技术被采用到

这个月的IAF电视
本月我们采访了AUDA-NEPAD的
Hamady Diop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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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
首先，我想欢迎大家进入新的一年。

养鱼业。提升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这一年似乎仍然受到“新常态”的阻

以及苏格兰健全的三文鱼部门的潜力。在

碍，因为决定了2020年的全球危机对我

2021年，期望看到更多的区域性投资，包

们大家来说仍然是一个起到了决定性作

括在我自己的领地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

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和康沃尔郡。现在该地区对水产养殖和海

看来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2021年将由

Simon Davies教授
国际水产饲料组织营养编辑

许多主导其前身的问题所牵制，我们都
必须在未来的许多个月里面对新冠病毒

洋生物技术的兴趣越来越大。

名誉会员及本期内容
我很高兴地宣布一些个人的消息，我当选

以及其新出现的特定变种时保持最警惕的态度。
我一直在英国的普利茅斯进行自我封锁居家隔离，而我
们的政府也继续引导我们走预防路线，并且加快了疫苗的

为新加坡水产养殖学会的名誉研究员。这是对我35年来在鱼
类营养方面的活动和工作的认可。能够在东南亚的门户被这
个著名的组织认可，我感到非常荣幸。

推出和开始交付的步伐。这将会持续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

转到本期，我们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为我们的物种主

任务，如果幸运的话，它将使我们有望过渡到更正常的生

题，它来自我的好朋友Walker D Wright-Moore，他是一名育

活，使我们能够在未来一年的某个时间点回重新到我们繁

苗经理，在位于马萨诸塞州Turners Falls的大瀑布水产养殖

忙的议程中。

公司工作。这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封闭式系统巴拉蒙鱼经营公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我们的科学家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生

司，他们主要为市场和餐馆提供活鱼。这是一个很好的阅读

产方面的辛勤研究和成功的结果，通常在实施之前需要长时

机会，我相信你们会从Walker的描述中看到他们几十年来的

间的观察和临床疗效试验。这一点，我们在动物兽医部门有

发展和他们的团队的奉献精神。

很多经验，当然，在预防和消除我们自己在水产养殖中遇到
的特定病原体时，我们也有很多经验。

我们还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莫桑比克水产养殖潜在投资的。
鉴于WAS的非洲新篇章和这个巨大大陆的丰富资源，这篇文

疫苗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行业，它提供了健康、体格健

章出现的非常及时。除了罗非鱼和鲶鱼之外，其实还有更多

壮的鱼群。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受益于高质量

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当然罗非鱼仍然会是一个温水物种中非

的日粮和饲料。事实上，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免疫系统高度

常重要的部分，它有着惊人的发展前景。

依赖于良好的营养。疫苗的作为获得性或特定免疫途径的一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专题，是关于德国的鲟鱼和鱼子

部分，它的基础是引起有效的抗体反应，这对我们管理鱼类

酱生产的。文章的重点是鱼的性别选择和早期分化。事实

病原体和减轻感染是非常重要的。

上，大家都知道，德国作为水产养殖工程很重要全球参与

在人类和动物医学方面，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和学习这些技
术在鱼类方面的潜在应用。我对所谓的DNA和mRNA疫苗感

者。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提倡陆上RAS设施，而这明显
和鲟鱼的经营养殖相关性极高。

到非常激动，因为它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针对抗体生成的遗传

关于鲟鱼的话题，我很高兴，也很惊讶地从我在肯塔基州立

机制，这可以产生更优秀和更有效的疫苗产品，还可以在饮

大学的好朋友Bob Durborow博士那里了解到了匈牙利科学家们

食中进行传递。

最近对于鲟鱼的新的发展。他们首次发现俄罗斯鲟鱼与美国桨
鱼的杂交品种，它们被称为相关物种（Acipenseriformes）。

英国脱欧

他们将这种奇怪的杂交鱼称为“鲟鱼”。根据预测，这可能

2020年年底还有一个主导性的问题是脱欧贸易谈判，关于
英国和欧盟之间开放市场和无关税的谈判已经完成，取得了

会导致不同类型的鱼子酱生产，也许会更加经济，也会改善
美俄关系？

一些成功。这让人松了一口气，但这确实关系到我们的鱼类

我们在新冠病毒方面仍然会遇到困难，例如会议和旅行受

进出口，也关系到水产养殖行业。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

到许多限制。然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时间是最好的治疗

总的来说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只占英国GDP的0.018%左右。

者。同时，祝大家好运，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显然，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并大力投资于英国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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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谷珉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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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对技术方面的东西感到敬畏，

进行了大量研究。

也许是因为我不是技术专家，我认为

我们的小组研究了各种投入，我们确实

技术专家能想出的东西是很吸引人

做了市场评估。鳕鱼的市场非常大，由

的，看看我们今天的计算机和通信技

传统船队供应这其中包括沿海船队和远

术就能知道了！我想这就是技术专家

洋船队，但这个却不是由水产养殖业进

的魅力。

行供应。
我们研究了生产一公斤养殖鳕鱼的成

在我的一生中，见证了一个非常不
可思议的发展。我还记得当我们看科

Erik Hempel
Nor-Fishing基金会

本，当时的成本约为35挪威克朗（5美
元）。然后我们看了支付给渔民的新鲜

幻电影时，看到过人们对着一块手表

鳕鱼的第一手价格。平均价格为11挪威

说话，这块手表还可以作为电话或

克朗（1.60美元），所以市场看起来不是

“通讯器”--我记得他们是这样称呼的。

很好。

那是关于未来主义的科幻电影，虽然现在手机已经成为现

然而，高质量（昂贵）的新鲜鳕鱼确实有市场。欧洲和北

实，但它们都是又大又重的机器，并且价格不菲。昨天我

美的白桌布餐厅愿意为能够在约定时间交货的高质量鳕鱼支

才知道，我八岁的孙子在圣诞节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块手

付额外费用。

表或者说是电话在养鱼业中，技术已经并将继续发挥越来

我们对这个市场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全球范围内

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水产养殖仍然依靠的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市场每年大约有4万吨。于是我们告诉鳕鱼养殖户，当

技术，产生的效果非常微弱。水产养殖其实是一种基于广

他们的产量接近4万吨时，价格就会大幅下降。事实也确实

泛科学领域选择的高度复杂的活动。

如此，很多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市场

然而我看到一些水产养殖企业，在随时可以获得非常先进

而主要考虑的是技术。

的技术的情况下还是失败了。这么多年来有许多投资者来

我不知道今天生产一公斤养殖鳕鱼的成本是多少，但我知

找我，要求帮助他们建立水产养殖的业务，他们通常都时

道鳕鱼的一手价格是多少。我也知道餐馆经营者愿意为高质

非常注重技术的。

量的鳕鱼支付多少钱。今天的全球市场更大一些，因为鳕鱼

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不要在继续了，因为他们的计
划不可行。不过其实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在90%的情况
下，他们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而是严重高估了市场价值。

在亚洲市场上很受欢迎。但现在的市场也受到新型冠状病毒
大流行的影响，许多客人都不在去餐厅吃饭。
我的意思是，规划水产养殖业需要很多信息，像生物和技术

当鳕鱼养殖在经历了15年的低迷期后重新回归时，我想

信息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不能只被技术所蒙蔽。

起了2000年时我曾经参与的一项研究。我们这一群人被要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价格信息、物

求撰写一份关于挪威水产养殖业未来品种的报告，而在我

流信息等。现代水产养殖业是一个复杂的行业，涉及的学科

们要评估的品种中就有鳕鱼。投资者已经在鳕鱼的新企业

非常多，不仅仅是技术。

中投入资金，并且已经在生物学、饲料、网箱和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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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品产业的可持续性

海

产品产业提供的高蛋白食品是对环境
影响最小的食品之一，但它仍然被不
可持续的历史做法所笼罩。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行业已经走
过了很长的一段路。通过采用负责任的养殖方法和制
造可持续性的饲料，该行业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背
景。考虑到这一进展，现在可能是时候推出一个既简
单又能让消费者轻松参与的好消息了。
市场正在转向主要非政府组织围绕海产品进行更积
极的信息传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食品体系的
整体观点主导的。
上个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推出了他们
的“星球饮食”(Planet Diet)计划，该计划由菜单策
划人完成。在此最新版本中，海产品比其他高蛋白食
品更具特色。WWF鼓励消费者购买经过认证的海产
品，同时也很显然，他们将其视为解决地球问题的饮
食中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正如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的蛋白质记分卡清楚地说明的那样，鉴于鱼类对环境
的影响比其他高蛋白食物要小，这不足为奇。
要改变现有的消费者心态，可能需要一个公共形象
重新定位战略，然而，作为行业，我们可以通过一直
为自己辩护来消除这个神话。这就是BioMar创建可
持续营养运动的原因；帮助激发我们所有人都能采纳
的新的、简单的信息。
BioMar集团全球营销与品牌负责人凯瑟琳·布莱尔
(Katherine Bryar)表示：“鱼类具有一个伟大的可持
续发展的蛋白质故事，这将激发人们食用更多的海产
品，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且是为了地球的健
康。所有从事海产品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这场运动
中来。”

Global Scan和MSC今年进行的最新研究显示，71%
的消费者希望减少他们对环境的影响，45%的消费者
甚至对他们对地球的影响感到内疚。
对大多数人来说，帮助解决气候变化似乎是一个太大
而又复杂的问题。这项活动旨在向人们展示，通过简
单的食物选择，他们可以一口一个，努力改变现状。
布莱尔表示：“对于这种改变行为的营销方式，在
讲述你的故事时，保持积极的信息传递，避免妖魔化
他人是很重要的。”
BioMar已经与几个海产品行业机构分享了这一概念，
并有兴趣将其直接带给消费者。一个由全球三文鱼计
划、智利三文鱼市场协会、英国鳟鱼协会、挪威海产
联盟和SSPO-苏格兰三文鱼生产者组织代表组成的可持
续营养特别工作组已经成立，欢迎其他机构加入。
他们将共同结合他们的集体专业知识和资源来设计
营销和媒体战略。特别工作组希望在2021年第二季度
向主要市场的消费者发起这项运动。
BioMar 集团首席执行官卡洛斯·迪亚兹(Carlos Diaz)表
示：“对于BioMar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支持我们的
客户，如果这有助于围绕海产品创造积极的环境形象
并增加消费，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因为我们完全致力于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未来。”
www.supportyourplanet.com
中国海洋大学 张文兵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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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tect it
We protect them
We protect ourselves
As a result of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Dibaq Aquaculture takes
advantage of the arrival of summer to announce a new product line:
Dibaq AquaSafe®, in which we have been actively working in recent months. It is an internal quality seal to
differentiate our high-value products.
Dibaq Aquaculture brand has always been of a valuable company, specializ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using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micronutrients and functional
components. 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innovation and needs of our global market, we have managed to
go further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nutrients, additives and formulas in our products with this new seal
that aims to provide value and differentiation to our clients and achieve them the maximum performance
in their production.

Why have we called it AquaSafe?

This concept includes the sustainability
and safety of water and Planet Earth, as well a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fish fed with our products,
stimulating the immune system, protecting them against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asites and improving
productive performance. Therefore, it is a global concept that offers and focuses on the safety of the
planet and fishes.

Visit us: dibaqaquacultu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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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eco 宣布推出其里
程碑式大豆采购政策

N

大豆原料和 8 万吨油棕榈产品。大

战，Nutreco的采购团队正在制定一

豆和油棕榈是森林砍伐的主要推动

项透明的政策，着重强调森林砍伐

力，每年超过50万公顷的雨林、泥

风险高低的大豆生产地区，同时也

utreco 的采购政策

炭地和热带稀树草原被毁，以扩大

概述了高风险地区的采购要求。

旨在简化目前在

这些作物的生长。

尽管 Nutreco 可持续发展路线图

Skreting 和 Trouw 营

目前在Skretting和Trouw营养品的

养公司采购团队的复

采购团队的复杂认证计划和标准很

林砍伐的大豆和油棕榈成分，但为

杂认证计划，并促进到 2025 年将其

多，但它们确实提供了各种毁林保

Skretting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中期里

供应链中完全消除森林砍伐。新政

证。这些保证因认证而异，而且它

策是 Nutreco的2025 年可持续发展

程碑。Trouw Nutrition和Skretting都

们不断演变，以反映知识和雄心水

在评估特定区域和/或物种的其他里

路线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平的提高。

程碑。
ProTerra基金会董事埃梅斯·范·马

砍伐森林是农业及水产养殖部门面
临的主要可持续性挑战之一。
Nutreco 目前每年购买约 150 万吨

的截止日期为 2025 年，用于无森

政策透明
为了应对确保遵守认证的挑

宁（Emese van Maanen）总经理表
示：“Nutreco新政策中概述的具体目
标突出了对可持续生产、自然
资源保护的承诺，以及确保当
地社区得到尊严和尊重”。
“我们认识到真正关注它
们从这些地区采购原料，并
完全支持这一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方法。Skretting采购总
监Robert van den Breemer补
充说：”采购是关于在正确
的时间、价格和地点购买正
确的产品。当谈到大豆和油
棕榈，购买合适的产品很困
难，令我感到兴奋的是，有
了这项政策，Nutreco的采购
团队现在有了一种工具，可
以更轻松地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结束森林砍伐是正确的
事情，而我们在Nutreco并不
只是在谈论，我们实际上是
在行动。”
“看到我们的公司与
Skretting和Trouw Nutrition走
到一起，并推进务实的原料
采购政策，并能被我们超过
37个国家的采购经理执行，
我们感到非常满意。这些政
策与我们的企业可持续发展
战略“2025路线图”完全一
致”。Nutreco可持续发展总
监Jose Villalon说道。

中国海洋大学 张文兵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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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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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渔业的鲭鱼(截至2019年)、蓝鳕和大西洋鲱鱼(截止
2021年)的证书。
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其他沿海国家之间没有达成协
议，个别国家为自己设定了TAC，导致全球渔获量超过
了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的建议。这意味着，
尽管没有一个渔业可以被指责为非法、未报告或无管制

Petter Johannessen
可持续的渔业资源管理
是沿海国家的责任

(IUU)捕捞，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生物量问题。
认证标签向消费者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他们所
购买的产品是以负责任的方式采购和生产的。虽然越
来越多的努力正确地帮助客户在复杂的认证环境中游
刃有余，但客户并不了解标签背后的具体内容。

鱼

类种群的恢复对于确保渔
业以及依赖渔业的饲料和

对海洋性饲料原料行业的影响
蓝鳕鱼主要用于鱼粉生产。因此，一些饲料生产商已

食品工业的可持续性至关重

经宣布，他们将信守承诺，继续使用高份额的纯认证

要。这需要科研机构和政

原材料。

府当局之间的合作讨论。
随着迁徙物种在国界内外

的传播，因此，这些讨论不应只发生在国家一级，而

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重获MSC的标签，恢复
客户的信心呢？
作为证书持有者的渔业已经在这场纠纷中付出了很多
努力，海洋性饲料原料行业和饲料生产商也是如此。

且也涉及跨国谈判。

北大西洋远洋渔业倡导组织(NAPA)成立于2019年，目

渔业资源管理程序已经到位

的是改善北大西洋远洋渔业管理，因为所有利益攸关

如果我们以欧洲渔业为例，欧洲国家所有用于鱼粉和

方都意识到必须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进入渔业

鱼油的鱼类种群都有捕捞限制，也被称为总许可捕捞

改善项目(FIP)的过程正在审查中。考虑到蓝鳕鱼海洋

量(TAC)。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ICES）就鱼类种群

性饲料原料正在落地，这些将在2021年晚些时候加入

提供了生物建议，在涉及蓝鳕鱼、大西洋-斯堪的安鲱

MarinTrust改进计划。然而，这不能被视为灵丹妙药。

鱼和鲭鱼时，沿海国之间应就TAC /配额进行协定。毛

渔业改善项目以多方利益攸关方办法为基础，可引发

鳞鱼、西鲱、沙鳗、帆鳍鱼、挪威鳕鱼和鲱鱼种群的

不同级别的对话。他们还表现出向前迈进的意愿。

配额由国家和欧盟层面决定。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NEAFC）内的双边协议和国际协议也已达成。
有了这一进程，应该确保全球范围内所有渔业和健康

沿海国家是打破僵局的关键
底线是各国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确保恢复国际层
面的讨论。只有跨界合作和协议才能带来解决方案。

种群的可持续性。

不能指望只有市场驱动的方法才会有效。事实上，认

暂停 MSC 证书

证标签向某些国家/地区的客户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但

但是，很明显，这一过程高度依赖政治信誉。就欧洲

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因此，来自MSC的压力不足以打

渔业而言，沿海国家仍必须就2021年配额分配达成一

破僵局。如果要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每个国家都要

致，涉及蓝鳕鱼、大西洋-斯堪的安鲱鱼和鲭鱼。这导

负起责任，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上都是

致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宣布将暂停来自欧盟、

如此。

挪威、冰岛、俄罗斯、法罗群岛、格陵兰和英国的8

中国海洋大学 张文兵博士 翻译

皮特·马丁·约翰尼森 (Petter Martin Johannessen) 于2018年加入IFFO担任总干事。在此之前，他曾在嘉
吉水产营养公司(Cargill Aqua Nutrition)担任风险管理和采购全球业务总监，在此之前，他曾在EWOS集
团担任供应链总监和全球采购主管。在加入水产饲料和海洋性饲料原料行业之前，他曾在普华永道(咨询
和大型国际流程工业业务分支机构)工作。他拥有挪威管理学院的国际营销文凭和工商管理学位。
12 | 2021年01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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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卡尔丁的第一批循环水养殖（RAS）二龄鲑进入市场
最近，第一批在苏格兰海洋牧场（Scottish Sea Farms）
新型循环水（RAS）孵化场饲养的小鲑鱼（二龄鲑）
被捕获并交付给世界各地的客户。一年前，这些鱼从
英国巴卡尔丁价值5800万英镑（7900万美元）的孵化
场转移到该公司的Loch Nevis C孵化场继续养殖。
这些小鲑鱼的重量是苏格兰海洋牧场通过传统孵化方
法获得小鲑鱼重量的两倍多，平均重量达到178克，使
得在海洋环境中养殖到上市规格的时间缩短了两个月。
维持鲑鱼最佳健康状态
这一收获标志着苏格兰海洋牧场在提高鱼类福利和
存活率的努力中达到了一个新里程碑，该公司完全有
理由为这个成就感到自豪。
淡水部经理Pål Tangvik表示，“多亏了其最先进的
循环水养殖系统，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控制水质、
溶氧、温度、光照和流速等关键生长因素。”
“与传统的流通式孵化场相比，RAS孵化场创造了一个
更稳定的环境，因为传统的流通式孵化场直接从河流或
湖泊中吸取淡水，水质可能会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能够将每一代鱼完全分开，保证生物
安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鲑鱼的整个淡水生活周期
中保持它的最佳健康状态。”
“将这一点与我们先进的养殖和技术团队结合，我
们可以获得更大、更健康的小鲑鱼，不仅需要更少的
海水养殖时间，而且能够更好地抵御海洋环境中的不
利因素。”
这个占地17500平方米的孵化场每年可产出高达
1000 万尾小鲑鱼。

该孵化场位于奥本附近的克里兰（Loch Creran）湖
岸，这意味着这些小鲑鱼可以通过管道直接从孵化场
转移到运输船上，然后运往苏格兰西海岸、奥克尼和
设得兰周边的42个海洋养殖场。
可持续牧场
虽然鱼类福利和存活是孵化场关注的重点，但尽可
能地进行可持续养殖也是孵化场的目标。目前在每天
所需的5200 立方米淡水中，高达99%的淡水是再循环
的，节省的淡水消耗量是传统方法的20倍以上。
在RAS孵化场，一个由过滤装置和紫外线（不含化学
物质）组成的复杂系统每30分钟净化一次养殖水，热
泵和热交换器的组合使水保持恒温。与传统的煤油锅
炉或电冷机相比，这些设备使用的能源更少，而且还
可以从废水中回收热量，以便重复利用。同时，在本
地采购的木屑上运行的生物质系统为整个设施供暖。
苏格兰海洋牧场总经理Jim Gallagher说“当谈到改变
我们传统的淡水养殖时，我们似乎很自然地以最环保
的方式改变：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或淡水等有限资
源的使用，到为我们自己的水电计划提供资源。”
“通过我们现有的技术，我们还能够收集小鲑鱼生长
周期中的任何废物。然后由因弗戈登（Invergordon）的
废弃物管理公司Rock Highland处理，该公司将这些废弃
物作为具有营养价值的农业肥料进行再循环利用。
“这都是我们致力于打造的负责任的、可持续的食
品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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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vo和Biomar开发
下一代基于DNA的饲
料分析方法

O

rivo已获得挪威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开

料和添加剂的需求。为了帮助开发分析方法，Orivo

发下一代基于DNA的饲料产品和饲料

汇集了一批在不同专业领域被高度认可的学术和商

成分分析方法。该项目的合作伙伴之

业组织。

一是丹麦可持续水产养殖饲料生产商

BioMar，该公司认为基于证据的透明度在行业中很有
价值。

该项目的总预算为860万挪威克朗（US$990,000），
其目标是开发一种可量化的DNA分析方法，以便能够
精确测定饲料相关样品中的成分组成。
“市场上现有的基于DNA的分析方法要么在可量化
性方面不可靠，要么无法检测样本中存在的未知成
分，”Orivo的首席执行官Svein Erik Haugmo说：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将面临复杂挑战，需要运用多
学科综合的方法。同时，我们很高兴也很自豪能与来
自挪威生命科学大学，SINTEF 和Haploid AS等机构的
高水平研究团队合作。”Orivo首席技术官兼项目经理
Erik Fuglseth说。
该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一是丹麦水产饲料生产商
BioMar。该公司已经与Orivo合作多年，全球采购总监
Morten Hollorff Mjbk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能够通
过实验室测试来认证可持续性采购将是关键。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开发一种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

“在BioMar，我们致力于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完全透

法来扩展我们现有的分析平台。”他认为现在是提高检

明性和可追溯性。在过度捕捞33%的鱼类资源的情况

测标准的好时机，应该转向基于证据的透明的检测。

下，采购海洋原料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为饲料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的参与者提
供一个工具，精准地确定他们样本的成分组成。”
“毫无疑问，现代消费者对实验室检测结果等确凿

知道鱼类物种的身份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原因。”
“通过Orivo的测试平台验证这一点为我们增加了非
常重要的额外保障。因此，我们很高兴并支持该平台

证据的需求越来越大。客户可以使用我们开发的工

的进一步发展，以扩大其应用领域，使其对我们和我

具来确保他们购买的产品的正确规格，或者在透明

们的客户更加有用。”

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价值链中为客户记录可持续采
购的原料。”

该项目将于2021年2月启动，为期三年，但Orivo的目
标是将此项目尽快引入市场。第一个版本计划在项目

自2014年以来，Orivo为全球饲料和添加剂行业提供

启动后12个月内验证，并将提供给主要客户。未来将

了循证的测试和认证服务。测试技术基于核磁共振和

会进一步对其实施改进，并将应用到包括宠物食品行

DNA检测并结合强大的数据库和分析算法。Orivo能够

业在内的更广泛的市场中。

通过有质量保证的取样协议验证海洋物种和原产地。
Orivo总部位于挪威莫尔德，为全球市场提供独立的
第三方验证服务，以满足消费者对透明可持续的饲
14 | 2021年01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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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omar.com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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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ronic®
Top3
the

breakthrough
in

pathogen control!

The Permeabilizing ComplexTM blend
in Biotronic® Top3 weakens the outer
membran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us boost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its
components, the organic acids and the
phytochemical.

biotronictop3.biomin.net

Biotronic (IR-543632) and BIOMIN (IR-509692)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rber Aktiengesellschaft.

Naturally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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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r和14位世界领导人充分致力
于海洋可持续发展

大

约两年前，BioMar受邀加入可持续
海洋经济高级小组的顾问委员会，
之后，20篇相关科学论文和报告被
发表。这些论文和报告的发表最终

建立了“转型文件”，其涵盖了可持续性海洋经济的
74项优先行动。
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斐济、加纳、印度尼西
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墨西哥、纳米比亚、葡
萄牙、挪威和帕劳的领导人最近发布了“可持续海洋
经济转型：保护、生产和繁荣的愿景”的报告。
处于危险的海洋
海洋是地球上的生命及人类生计和经济的核心，但海
洋正面临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威胁。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海洋保护和海洋生产两者中
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知道采取行动的机会和不采取
行动的风险，并且我们知道解决方案，”挪威首相兼
海洋小组联合主席Erna Solberg说。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
机遇之一。海洋小组的成员团结一致，承诺到2025年
对我国领海进行100%的可持续管理。”
海洋小组成员着手制定一套革命性的方案以实现海
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受益，并
有效地保护海洋。其成果是一项新的海洋行动议程，
如果得以实现，将有助于从海洋中生产多达6倍的食
物，生产40倍的可再生能源，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减少五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保证气温升高在
1.5℃以内。
BioMar首席执行官卡洛斯•迪亚兹（Carlos Diaz）表
示：“我们同意海洋专家小组的观点，即优先考虑可
持续的海洋经济-保护、生产和繁荣，并且相互加强是

盖我们整个海洋区域的综合海洋管理计划白皮书。”

通向健康海洋的最佳途径，为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等

索尔伯格首相说。

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下一个计划将于2024年截止。我们准备与海洋小组

“BioMar会在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可
持续的海产品领域中付出100%的努力。”
水产饲料的行动包括采用替代原料，减少饲料供应链

其他成员和其他国家合作，充分实践以实现对海洋的
保护、生产和繁荣发展。”
为了增强韧性，海洋食物生产必须满足国家和地方的

中的低效环节和降低饲料生产过程中的营养浪费。水

需求，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这样做可以加强粮食

产养殖行动是加速投喂和非投喂水产养殖生产，以符

安全，改善营养、人类健康和福祉，创造可持续的经

合当地环境、管理和经济优先事项，并制定政策和管

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并防止当前不平等现象的扩大。

理框架，将水产养殖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挪威在可持续管理海洋区域方面采取了充分的措
施，并加入到2025年可持续海洋计划的首批国家之

这项倡议的希望是，到2030年野生鱼类种群恢复并达
到可持续捕捞水平，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以满足全
球需求，废物最小化，并在整个价值链中得到管理。

列。为此，挪威政府将每四年向挪威议会提交一份涵
16 | 2021年01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TM-700

®

Antimicrobial
for Aquaculture

TM-700® is an approved feed grade medication, for
use in Tilapia and Shrimp

A broad spectrum antibiotic, specially formulated for aquaculture
with minimal leaching
Enables prolonged treatment, critical in treatment of slow feeding organisms such as
shrimp.
Decreases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leading to reduced development of resistant
bacterial strains.
Significantly reduces occupational hazard of working with medicated feeds in
aquaculture production facilities.

Contact your local Phibro Aqua specialist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visit us at phibro-aqua.com

®

HEALTHY ANIMALS. HEALTHY FOOD. HEALTHY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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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鱼生产商克服新冠疫情影响、
保障正常生产

最

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疫情仍在持
续，但2020年苏格兰海洋农场养殖场
的鱼类仍保持了较高的存活率和良好
的生物性能。在过去的一年里，鲑鱼

养殖户在其42个较大的海洋养殖场实现了92%的年平
www. ts c- s ilo s . co m

均存活率。这使得苏格兰海洋农场养殖场过去五年的

Scan the QR-Code
to find out more!

鲑鱼平均年存活率达到91%。
苏格兰海洋农场总经理Jim Gallagher在评论这一结
果时说：“按照任何人的标准，随着COVID-19的到
来，2020年都是艰难的一年，对于那些需要喂养和照
料动物的牲畜养殖户来说尤其如此——毕竟这需要一
年365天的悉心照顾。”
“多亏了我们的农业团队的辛勤工作，许多专家与他
们并肩作战，为确保最佳生长条件而集体投入了大量
时间和精力，我们成功地在持续的破坏中保护了鱼类
的福利，保持了高营养价值的本土食品供应畅通。”
Gallagher说，高存活率一直是公司的长期战略投资计划
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为鱼类养殖做出最佳决
策:增加我们的能力和技能；把我们的钱投到最需要的地
方；最重要的是，监测结果，以确保这些投资能带来预

GEPRO has developed into a constant and successful player in the aquafeed
and the petfood industry for more than 50-year history and always meet
challenges with innovative solutions.

期的效果，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方法。”

Our head office and production site is in Diepholz in Lower Saxony -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largest poultry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facilities
in Germany.
In addition to the headquarters in Diepholz, GEPRO has other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for your best possible service.
Consistency and a high level of reliability are essential. For this we use our
unique depth of documentation of the entire value chain and create a strong
relationship of trust.
Quality is our top priority. The high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determines our
entire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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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wo-day online conference fo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aqua feed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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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2020年，我们的投资就包括：
• 耗资100万英镑，在公司范围内设立30个新职位；
• 耗资190万英镑打造的新服务船费尔岛号(Fair Isle)将

To speak at the conference contact:
Mian Riaz - mnriaz@tamu.edu

支持该公司在北岛的海上养殖场，并将现有的萨莉·

For sponsorship enquiries contact:
Tuti Tan - tutit@perendale.co.uk

安妮号(Sally Anne)腾出来，用于英国大陆地区；
• 耗资230万英镑的液压助推器用于支持海伦·玛丽

Organised by

号，帮助确保在不使用药物时及时控制海虱；
• 耗资320万英镑在奥克尼州洪达市新建海上养殖场，
包括混合动力驳船和两艘专用工作船。
这些是对现有农场基础设施的一系列升级补充；现有
的设施包括饲料驳船、远程饲喂系统、捕食者控制网
和环境监测系统，以及对鳃健康和浮游生物影响等关
键领域的应用研究。我们的努力和持续的投资，让一
个被认为在野外存活率只有5%或更低的物种的平均存
活率达到了92%，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苏格兰海洋农场养殖场鱼类健康负责人Ralph Bickerdike
博士说:“尽管如此，在了解和预防海洋环境变化带来
的挑战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知道也要
预料到意外情况。”
该公司重点关注的主要领域是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
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它们会威胁到鱼鳃，这些器官对
鱼的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2020年11月，浮游生
物事件导致苏格兰海洋农场位于林赫湖的利斯莫尔东
海洋农场的成活率下降，从事件发生前的92％降至事
件发生后的63％。
Bickerdike博士继续说:“这些环境变化和挑战虽然都
是孤立存在，但对鱼类资源和养殖它们的渔民可能是

Your partner for
industrial process
automation
Our solution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Build and installation MCC and PLC panels
Software engineering PLC/SDADA
MES application Batch Explorer
Integration to other software packages
Turn Key installations incl. training, service & support

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对它们的原因了解得越多，就越
能确定如何最好地预防和避免它们。”

黄海水产研究所 徐后国 博士 翻译
International Aquafeed - 2021年01月 | 19

Scan the QR-Code to
discover our solutions!
www.inteqn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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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愿景
坚实的遗传改良还需要继续解决物种的适应性、抗病性和
理想的生产性状，如生长率和饲料转化率。我们必须建立
一个坚实而有弹性的行业。水产养殖不仅需要适应气候变
化并采取预防措施，还必须应对金融和多变量危机，如新
冠肺炎造成的危机。
能力建设项目应旨在推进行业在所有价值链和所有层面的

文/Antonio Garza de Yta博士
世界水产养殖现状

在

专业化，包括需要能够根据最新科学信息做出决策的政府
人员。完整的战略规划至关重要，它必须涵盖行业的各个
分支，如营销、服务提供商、能力建设、投资和融资、海
鲜消费推广、数字化、海鲜贸易谈判、贸易合作社和协会
的发展，以及非常重要的区域合作。

2021年初，世界粮农组织分享

水产养殖需要成为提高水产养殖从业者生活质量、促进

了一个链接，在该链接中您可

妇女和青年参与农村发展的良好工具，从而减少农村移

以根据当前的数据和水产养殖

民。我对水产养殖未来的愿景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水产

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审阅《水产

养殖是我的生命和激情。我认为创新是现状的主要限制

养殖现状》以及六个区域报告

因素。

(Aquaculture2020.org/reviews)

虽然循环水产养殖系统(RAS)和离岸网箱将变得更加重

；该报告每五年更新一次。借此机会，我有幸介绍《水

要，但生物技术如组织培养和细胞海鲜生产将成为该行业

产养殖现状》和《拉丁美洲报告》。

的主要参与者。我还认为循环经济是一个被该行业所接受

对于那些以前读过本专栏的人来说，今天我与你们分享的
东西或许都不会令你感到惊讶。对于那些以前没有阅读过
本专栏的人，或者那些不经常阅读的人，我想分享一下我
认为水产养殖业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的主要挑战。
水产养殖与世界各地区一样多种多样，包括无数的物种、

的概念，即所有的副产品都要被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资
源，同时也将环境污染降低到最小化。
从长远来看，我设想世界上普遍用水产养殖水生植物产生
的蛋白质喂养牲畜。我期待水产养殖成为蛋白质的主要来
源和蓝色革命的高潮！

无数的环境、许多不同的农场规模和技术水平以及各种方
法和目标。例如在亚洲，水产养殖的主要目的是生产可满
足食品供应的品种，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目的是生产高价

国家优先事务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水产养殖需要面向具体的目标。首
先，水产养殖需要集中精力减少其在从生产到分销的所有产

值的产品供当地消费或出口。
因此，水产养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亚洲现象就不足为奇

业链中的环境污染，包括与水产养殖相关的所有辅助产业，

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世界产量。然而，全球水产

如加工、储存和饲料制造。水产养殖需要成为每个地区和国

养殖最普遍的是其持续增长。甚至在北美地区增长放缓的

家的国家优先事务。最近，很多决策者会思考和谈论有关水

地区，也有重要的举措来促进这一活动。这一趋势将持续

产养殖的问题，但很少反映在国家预算和优先事务中。公共

多年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水产养殖是世界上最有效和最可持

和私人投资对于水产养殖的持续扩张至关重要。
最后，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也需要更加积极和高效的科

续的蛋白质生产方式。
目前，世界人均海鲜消费量为每年20.5公斤，这一数字还

学和政策合作。区域和全球水产养殖组织，如世界水产养

在继续增长。然而，消费在各国之间分布不均。例如，在

殖协会，可能最主要的是粮农组织，将作为促进对话的平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海鲜消费量很高，而在欠

台发挥重要作用，生产者、服务提供商、学术界、消费

发达国家，由于包括海鲜可负担性和饮食文化等原因，海

者、融资机构、决策者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在其中

鲜需求和供应都不足。在所有国家，可负担性、加工、延

合作。

长货架期和增值产品的提升将促进把海鲜产品端上餐桌。
无论大小或位置如何，各地的水产养殖业都有着相似的需

明年的全球水产养殖会议，以及西澳州和粮农组织在墨
西哥的联合活动，将是一个巨大的实践机会和练习，以继

求，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只有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续努力推动蓝色增长议程，为水产养殖建设一个坚实的未

才能缓解。我们的一些紧迫需求包括减少或消除水产饲料

来。期待2021年9月在上海，11月在梅里达见到大家。

中的鱼粉蛋白和鱼油，以使水产养殖继续发展。

黄海水产研究所 徐后国 博士 翻译

Antonio Garza de Yta，奥本大学水产养殖博士，水产养殖全球咨询公司总裁，世界水产养殖协会主任，
水产养殖专业认证(CAP)计划的创始人。他目前是Tecnológicadel Mar de Tamaulipas Bicentenario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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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fish farming!
Using a dedicated Alltech Coppens RAS feed
will bring you better growth, lower FCR,
more production of fish in the same systems
& a much more stable and resilient biofilter.
Check out our latest AquaNext article:

www.alltechcoppens.com/aquanext-series

环境友好型三文鱼养殖者获VIBES奖

苏

格兰海洋农场养殖场的开创性工作

士忌蒸馏厂合作，帮助回收大麦中含有营养物质的

是将孵化废弃物回收成营养丰富的

废水，将其转化为肥料”。“15年过去了，我们现

农业肥料，并获得了VIBES苏格兰

在正在与奥克尼群岛的酿酒厂合作，一直到中部地

环境商业奖。VIBES今年邀请了企

带，每年大约有17.5万吨的酿酒厂废水通过遍布整个

业分享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在COVID-19的

苏格兰的处理网络返回陆地”。“近年来，我们已经

影响下调整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产品或服务，或者

实现了多样化，并将同样的可持续服务应用到苏格

在大流行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低碳生产。

兰的鲑鱼养殖者。那些已经被我们证明行之有效的

在苏格兰西海岸和北岛运营的苏格兰海洋农
场(Scottish Sea Farms)，在奥本附近的巴卡尔丁

模式现在正从苏格兰高地和岛屿上的大多数鲑鱼孵
卵场收集污泥。”

(Barcaldine)耗资5800万英镑建立了一个新的鲑鱼孵
卵场，并将其所生产的废弃物回收利用，作为农田的
肥料，因此受到了主办方的称赞。该项目是该公司为

将公司聚集在一起
将两家公司撮合在一起的是北极光咨询公司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新标杆的努力的一部分，并有

(Northern Light Consulting)，该公司负责管理新孵化

助于苏格兰政府在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的雄心。

项目，从可行性研究阶段，一直到最后的建设。北极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孵化场的创新循环水养殖系统

光咨询总监萨拉·里德尔说:“在与苏格兰海洋农场密

(RAS)确保了为鱼类在稳定的温度下持续提供清洁、

切合作，调查了处理孵卵废弃物污泥的每一个可行方

含氧的水。在同样持续的清洁和循环水循环过程中，

案后，我们很高兴推荐Rock Highland的可持续回归

任何废物，如鱼的粪便或未食用的饲料，都会被清

解决方案”。“随着水产养殖业继续努力减少其对环

除并回收利用。巴卡尔丁RAS孵化场的首席工程师

境的影响，新的机遇出现了，我们期待着共同努力创

Ewen Leslie解释说:“我们使用挪威工程公司Scanship

新解决方案，实现零浪费”。

AS的技术，首先对废弃物进行通气，以防止有害细

苏格兰海洋农场的淡水团队现在正在开发他们的鱼

菌滋生，然后通过添加阳离子聚合物将其结合成更大

类废物回收计划的第二阶段，目标是去除剩余的水

的颗粒”。“完成后，废物被过滤，从水中分离固

分，并将污泥转化为干颗粒。“对于土地农民来说，

体。这些固体，现在是污泥一样的稠度，然后被收集

干料形式将提供一种更有营养、更有价值的天然化

到一个存储罐中。”

肥，而且易于操作。”

苏格兰垃圾管理公司Rock Highland是Avanti环保集

作为主要食品生产商，苏格兰海洋农场在

团的一部分，该公司确保这些污泥既安全又适合用

COVID-19大流行期间继续运营，调整了农场的轮班

于农业用地。一旦这些污泥被证明在农田上使用是安

模式，并在包括岸上在内的所有工作场所引入了社交

全的，这些富含营养的副产品就会被拖拉机吊起来，

距离预防措施，帮助维护了生活在英国偏远地区的

装在桶里用于农田。Rock Highland分部主管尼尔·巴

人们的工作安全。

克（Neil Barker）说：“我们首先与一两家苏格兰威
22 | 2021年01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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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s may be smart
BUT WE’RE SMARTER
Our award winning Ace Deterrents are:
• Low frequency MMPA compliant
• Highly targeted with a trigger system, with ramp-down that
minimises noise pollution
• Simple, reliable and easy to set-up with remot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Your first choice for animal welfare.
Get in touch to set up a trial: acedeterrents@aceaquatec.com

磷脂：

促进海洋鱼类健康和
生长的新型成分

Tibiabin Benitez-Santana博士挪威Aker BioMarine公司鱼类营养和技术养殖研发总监

俗

话说，“你是你吃的东西”。

对“超级成分”的追求使南极磷虾（磷虾粉）成为鱼

如果你是海洋鱼类，这一点尤

粉的可持续和营养丰富的替代品。正确的营养平衡在鱼

其到位。鱼饲料影响着鱼的生

类的幼鱼和早期幼鱼发育阶段尤为重要。由于磷脂的价

长、生存和整体健康等因素。

值很高，以及其他必要的营养物质，磷虾粉（作为鱼饲

今天的养鱼人正在寻求具有正

料的一部分）可以促进鱼苗的成长和健康。在日粮中添

确的营养组合的饲料和具有成

加磷虾，幼鱼消化系统的功能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

本效益和可持续性的饲料。

对脂类的利用率也提高了。这会减少了肠道吸收细胞损
伤的发生和脂肪在肝脏的堆积。在这个阶段，提高幼虫
的抗应激能力和存活率也是很重要的，而磷虾磷脂通过
改善脂肪酸和脂质的运输来实现。

磷脂对海洋鱼类幼鱼和早期幼鱼的影响。
早在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就已经达成共识，磷脂确实是
鱼类在生命早期发育所必需的。磷脂是一个总称，它包括
所有含磷的脂质。它们是细胞表面膜和细胞内膜的结构成
分，还有助于维持细胞膜的强度、弹性和完整性。此外，
磷脂还有责任将长链欧米伽-3s二十碳五烯酸（EPA）和
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带入细胞膜。这些成分为细胞
提供了灵活性，并在身体周围旅行，为各种组织和器官带
来好处。
此外，很明显在磷脂的帮助下，鱼类幼鱼和幼鱼的肠道
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这就有助于鱼类的整体健康。一般来
说，鱼类日粮中磷脂的含量要求在幼鱼的百分之二到百分
之四左右，幼鱼的磷脂含量建议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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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our NEW video portal
and find your perfect flour packaging solution.
www.the-packaging-group.com/videoportal

NEW
The FA 8000 interview
high speed flour packaging solution

Let’s chat and ask our experts

www.the-packaging-group.com/videoportal

The Packaging Group GmbH
Gerberstraße 50 · 51789 Lindlar, Germany · www.the-packaging-group.com

鱼类养殖技术

Scan the QR-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almex.nl

EXTRUSION AND EXPANSION
TECHNOLOGY YOU CAN TRUST
»
»
»
»

Pet Food extrusion
(floating) Aquafeed extrusion
Animal Feed extrusion
Oil seed extraction

» Cereal processing extrusion
» Compacting
» Pre-conditioning prior to other
processes

aquafeed.co.uk

www.almex.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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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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这种有益的“磷脂效应”已经在各种鱼
类上进行了各种试验，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磷脂
是鱼类发育过程中的膳食需求。然而，并不是所有
的磷脂来源都是一样的。
斯特林大学的Mónica Betancor博士解释说：“此外
磷脂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成分，可以为生长速度快的
新品种开发饲料，如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或草鱼”。
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新的水产养殖品种开发饲料，
并补充说：“由于磷脂的有利含量，磷脂是一种高
度适口性和具有平衡的氨基酸来源”。

磷虾作为海洋鱼类日粮中磷脂的优质来源。
事实证明，来自海洋物种（如南极磷虾）的磷脂
比来自植物的磷脂更有效。一般来说，研究表明与
植物或大豆卵磷脂相比，来源于海洋的磷脂对海洋
鱼类幼体的早期发育有更高的营养价值。
在发育的早期阶段，当细胞膜、组织和器官迅速
生长时，磷脂源磷脂起着关键作用，它是发育中的
鱼类的能量来源。
当在经受考验时（与其他植物性能源相比），补
充磷虾的鱼食显示出了对于改善生长、促进骨骼矿
化和减少畸形的机会。此外，研究表明饲料中的磷
虾能促进更好的消化，提高抗压力。对幼鱼来说，
能增加饲料摄入量，从而提高生长速度。饲料摄入
量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磷虾的味道，海洋鱼类认
为这种味道非常有吸引力，就会摄入更多的饲料。
确保基本营养素的吸收
磷虾也是欧米伽-3脂肪酸的强大来源，是被广泛
认为在鱼类饮食中必不可少的成分。然而并不是所
有传递这些基本营养物质的手段都是同样有效的。
在比较磷脂与甘油三酯在运输欧米伽-3s进入体
内的时候，磷脂形式的欧米伽-3展现出了更好的
身体吸收能力。这意味着更多的omega-3进入细
胞膜的话，会使细胞膜的功能性更家完善，鱼的
整体更健康。当磷虾成为鱼食中omega-3的来源
时，omega‑3s在体内由磷脂进行携带，从而确保了
这种重要营养物质的有效利用和吸收。
磷虾中还含有丰富的虾青素，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
化剂，可以保护组织和细胞。虾青素在幼鱼和早期幼
鱼的免疫系统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支持卵和幼
鱼的成功生产。虾青素也是确保红粉色的关键性因
素，因为消费者认为海鲷等鱼类的红粉色非常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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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提高优质和健康鱼苗的产量是水产养殖业成功扩张
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更好地了解控制早期发育和生长的机
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确定发育过程中导致生长变化的
关键时期。有了这些知识，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长速度，
并大大降低对产品质量有负面影响的发育障碍的发生率。

可持续采购的超级成分
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人口在不断寻求更加具有可持续的发
展的食物来源。

料。它甚至获得了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的“A”级评价，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预计到2050年，水产养
殖业的产量将增加200万吨以满足这一未来需求。这意味

而挪威Aker BioMarine公司的磷虾产品在2010年率先获得
MSC认证，后来又在2015年进行续签。

着，水产养殖食品供应的生产需要可持续的原料，同时不

南极磷虾以其良好的捕捞方式和严格的管理，证明了其

能为了降低成本而牺牲营养。关键的可持续性建议之一是

对更可持续的鱼饲料的价值。它还有助于获得更健康和

在当今的鱼饲料中利用低营养级的海洋原料。

整体质量更高的水产品，因为它不仅能提供强大的磷脂效

南极磷虾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海洋资源，拥有

应，还能保证鱼类发育关键阶段的必要和有效营养。当养

大量健康的生物量，但目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捕捞

鱼户的鱼粉供应量不断减少，成本越来越高时，他们需要

水平远远低于限制的量。通过广泛的研究表明南极磷虾，

寻找南极磷虾，来确保更可持续的水产饲料和更健全的海

可以完全或接近完全替代海洋鱼类饲料中的鱼粉和鱼油。

洋鱼类整体。

为此，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建议加入磷虾的认证，以减少
鱼粉和鱼油的使用，从而生产出更具有可持续的水产饲

www.akerbiomarine.com

山东大学 白楠博士 翻译

FE E D AN D B IOFU E L

THE FUTURE OF AQUA FE E D
STARTS HE RE
HOW CAN WE HELP FEED YOUR BUSINESS?

At ANDRITZ, we go to extreme lengths –
and depths – to give you total control
over your aqua feed production. What
ever fish or crustacean species you aim
to feed, no one has more expertise in

designing, commissioning, and servicing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es
to build and sustain a healthy, growing
aqua feed business. Find out how our
vast expertise and patented aqua feed

ANDRITZ FEED & BIOFUEL A/S ⁄ Europe, Asia, and South America: andritzfb@andritz.com
USA and Canada: andritzfb.us@andritz.com ⁄ andritz.co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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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technologies can feed the
future of your business at andritz.com/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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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MODULAR FEEDMILL

WITH THE ANDERSON CONTAINERIZED SOLUTIONS

The unique modular design of the Anderson containerized
feed mill offers a new vie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ed
mills. The containerised mills can be supplied in the range
of 1 to 45 tonnes per hour. The equipment is installed in
20-foot containers which can be handled as separate
modules. The frame of the container has two functions.
The frame is not only used for shipment, it also functions as
the support structure for all of the processing equipment.
Solutions for:
Compound feed production
Pet food
Aqua feed
Cereal processing plants
Soybean processing
Premix / concentrates plants

Reliable and tested
Minimum installation time
Easy to expand
Scan the QR-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4545 BOYCE PARKWAY STOW, OHIO 44224 • INFO@ANDERSONFEED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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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ndersonfeedtech.com

植物性饲
料添加剂
为水产养殖业提供可持续、环保的解决方案
Alex Makol（奥地利Delacon生物技术公司水产养殖经理）

从

1961年到2017年，全

或植物性饲料，代表一系列用于提供动物营养的天然物

球鱼类消费量每年以

质。这些物质来自药草、香料、其他植物及其由高活性

3.1%速度增长，占全球

植物物质组成的提取物。

动物蛋白消费量20%。

植物性饲料添加剂不止包含精油，还包括苦味物质、

据2020年世界粮农组织

皂素、类黄酮、黏液或单宁。近20年来，植物性饲料添

(FAO)数据显示，2018

加剂在动物生产潜在功能成分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在动

年水产养殖产量约占全

物生产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商业应用。

球鱼类产量的46%。

植物性饲料添加剂作为自然生长促进剂，通过改善饲料
适口性、刺激食欲、增加营养

与其他产业一样，优化鱼虾生

产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高效

吸收，从而提高生长性能，成

的饲料配方，加上有效的养殖管

为动物生产中替代抗生素的重

理，将会提高其产量。

要物质。
植物性饲料添加剂的潜在应

使用功能性和可持续性添加
剂，如植物性添加剂，已被证明

用将成为鱼虾生产中最具竞争

是提高鱼虾生长性能以及产量的

优势的手段。
多项研究表明，植物性饲料

有效方法，同时也是提高生产利

添加剂可以刺激消化酶分泌，

润率的有效工具。

有助于维持肠道黏膜结构，

提高生长性能，缩短生长周期

增加有益菌群。
总之，通过使用植物性饲料

植物性饲料添加剂(PFAs)，通

添加剂来提高生长性能和饲料

常被定义为植物性饲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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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可以缩短养殖周期，从而
为养殖户带来更多的生产利润和
经济利益。

替代策略
鱼、虾黏膜组织，包括肠道在
内，都暴露于各种生物、物理和
化学危害中。这些环境危害包括
潜在的病原体，甚至是饲料原
料。长时间接触通常会导致肠道
的完整性和生理功能受到损害，
这可能直接降低水产养殖生产的
利润。
由于饲料原料价格持续上涨，
供应量有限，因此利用具有生态
可持续性的饲料原料生产鱼类饲
料，增加了营养学家的压力。他
们必须寻找替代源来支持水产养
殖生产的效率和利润。
不幸的是，寻找合适的替代源
并非易事。一方面，从经济发展
和可持续性考虑，用单一或组合

图1：饲养试验结束后，罗非鱼生长和饲料利用率参数。
试验I(EXP I)：投喂添加200 pppm Syrena® Boost饲料，饲养56天。
试验II(EXP II)：投喂添加200 pppm Syrena® Boost饲料，饲养57天。
试验III(EXP III)：投喂添加200 pppm Syrena® Boost饲料，饲养56天。
(A)EXP I (P = 0.160; n.s.)、EXP II(P = 0.064)和EXP III(P = 0.009)罗非鱼SGR。
(B)EXP I、EXP II(P = 0.032)和EXP III(P = 0.097)罗非鱼体增重。
(C)EXP I(P = 0.099)、EXP II和EXP III(P = 0.002)罗非鱼摄食量。
(D)EXP I、EXP II(P = 0.025)和EXP III罗非鱼FCR。

的植物蛋白源和脂肪源替代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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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如鱼粉)可能是合适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这可

与EXP I类似，不同的是本次试验鱼为210尾，平均初始

能会导致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降低，因为缺乏必要的营

体重为7.05 ± 0.22g。本试验鱼也采用CRD随机分为两

养素来达到最佳的生长性能。此外，也可能存在抗营养

组，每组三个重复，养殖池容量100L。对照组投喂粗蛋

因子。

白水平为33%基础商业饲料，试验组投喂添加200mg/kg

此外，根据鱼种类和替代水平的不同，植物性蛋白源

Syrena® Boost饲料，每天投喂两次，养殖周期为8周。每

和脂肪源可能对鱼类肠道黏膜的健康和功能产生不良影

个养殖池通入压缩空气，气体由气石分散通入，使DO保

响。这可能是由于其营养吸收功能受损，从而降低生长

持在7mg/L以上，水温为27.8℃。养殖8周后，分析其生

性能。肠道中存在未消化的含氮化合物也是进一步需要

长性能、饲料效率和存活率。

考虑的问题，因为它可以促进肠道菌群形成氨，导致水
质变差，从而降低生长性能，增加对疾病的易感性。
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安全、有效且具影响力的
方案来解决其面临的各种艰巨挑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试验结束后，两个处理组鱼体末重均增加了4倍，成
活率均达97%以上。与对照组相比，投喂添加Syrena®
Boost饲料鱼体增重显著增加7.2%(P = 0.032)，SGR增加
6.7%，FCR显著降低6.9% (P = 0.025)(图1)。

明，植物性饲料添加剂，比如香料、精油和特殊皂甙预

第三个试验(EXP III)在越南的Minh Phu AquaMekong 公

混料，在水产养殖生产中有积极的作用。随着这些添加

司进行，试验鱼为180尾，平均初始体重为13.30 ± 0.38g。

剂的广泛应用，植物性原料有能力为水产养殖生产中面

试验鱼采用CRD随机分为两组，每组三个重复，养殖池容

临的紧迫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量350L。对照组投喂粗蛋白水平为33.5%基础商业饲料，

体内试验

试验组投喂添加200mg/kg Syrena® Boost饲料，每天投喂四

以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为试验对象，研究

次，养殖周期为8周。所有养殖池均配备了活化的生物珊

植物性饲料对其生长性能和饲料利用率的影响。第一个

瑚过滤系统和曝气装置，使DO保持在6.5mg/L以上，水温

试验(EXP I)在泰国的亚洲理工学院(AIT)开展，试验鱼为

为27.9℃。养殖8周后，分析其生长性能、饲料效率和存

180尾，平均初始体重为3.40 ± 0.17g。

活率。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分组(CRD)将试验鱼分为两组，每组

试验结束后，两个处理组鱼体末重均增加了4倍，成活

三个重复，养殖池容量100L。对照组投喂粗蛋白水平为

率均达97%以上。与对照组相比，投喂添加Syrena® Boost

34%基础商业饲料，试验组投喂添加200mg/kg Syrena®

饲料摄食量显著提高5.9%(P = 0.002)，体增重显著升高

Boost饲料，每天投喂两次，养殖周期为8周。每个养殖池

9.6%(P < 0.002)，SGR显著升高4.8%(P = 0.009)(图1)。

通入压缩空气，气体由气石分散通入，使溶解氧(DO)保

理想的植物性制剂

持在7mg/L以上，水温为27.7℃。养殖8周后，分析其生
长性能、饲料效率和存活率。
试验结束后，鱼体末重增加了4倍，两个处理组成活率

结果显示，添加Syrena® Boost(一种植物性饲料添加剂)
能有效地提高罗非鱼生长性能、刺激摄食和优化饲料转
化率。

均超过90%。与对照组相比，投喂添加Syrena® Boost饲料

所有这些研究均表明，Syrena® Boost是一种理想的植

鱼体增重提高11.5%，特定生长率(SGR)提高6.4%，总摄

物性饲料添加剂，其以高效经济的方式提高罗非鱼生产

食量提高7.6%，饲料系数(FCR)无明显差异(图1)。

利润。

第二个试验(EXP II)也是在泰国的AIT开展，试验设计

广东海洋大学 邓君明博士 翻译

Online Milling学校设立了一个为期12周的课程，重点讲述水产饲料
生产，为从事水产饲料行业的人员提供每周两小时的综合课程，
突出展现这些专业饲料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重要性。
完成所有12周课程的人将获得成就证书。
有关课程开始时间以及费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onlinemillingschool.com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redo@onlinemillingschool.com。

www.onlinemilling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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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聚糖酶在凡纳滨
对虾饲料中的应用

表1：对照组饲料组成

Eric De Muylder, CreveTec, Christelle Boudry,
Belfeed

目

前，对虾养殖已成为一项重
要的全球性产业。
由于鱼粉资源短缺以及价格
上涨，植物蛋白源已被广泛
用于替代鱼粉蛋白。然而，
植物蛋白源的低消化率以及
其粗纤维含量是影响对虾生
长以及饲料系数(FCR)的主要

Ingredients

饲料

Nutrients

Wheat

13%

DM

Wheat flour

27%

Proteins

37.9 %

Wheat gluten

4%

Lysine

2.13 %

Corn gluten feed

5%

Crude Fat

7.2 %

Danish fish meal LT

24%

Calcium

0.93 %

Squid meal

2%

Phosphore

Soybean meal

15%

Digestible Energy

Canola

4%

Soyalecithin

2%

Fish oil

2%

Premix

2%

89.4 %

1.11 %
3,287 Kcal/g

限制因素。由于饲料成本是半集约化养殖的主要成本，
因此每公斤对虾饲料成本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
本试验中，我们评估了添加细菌来源木聚糖酶(Belfeed
B L1100)是否能够改善对虾的生长性能和FCR。这种木
聚糖酶已在畜禽饲料中广泛应用，但在对虾饲料中未被
研究。

对照组和木聚糖酶组饲料
试验对虾分别投喂对照组和添加木聚糖酶(Belfeed B

表2：投喂对照组饲料和添加酶组饲料的对虾生长结果
饲料

对照组

添加Belfeed BL1100
木聚糖酶组

初重

0.883

0.904

末重

7.680

8.805

体增重(g/周)

1.133

1.317

FCR

1.368

1.234

91.67%

93.33%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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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100)组饲料。由于木聚糖酶的热敏性，将其喷涂在
对虾颗粒饲料上。对照组饲料组成见表1。喷涂过程在
CreveTec实验室完成，将木聚糖酶与水混合，然后喷涂在
饲料颗粒上，酶用量为0.1g/kg饲料。
对虾初始体重为0.9g，养殖试验持续6周。每种饲料设
6个重复，共12个网箱(40L)，每网箱10只对虾。所有网
箱集中在一个更大的网箱里，因此可保证各网箱水质相
同，而大网箱水质是由生物絮团维持的。
每个网箱均配有皮带式给料机，24小时连续投喂。每天
根据对虾预期体重和每次测量后调整饲料供给。在第二
周、三周、四周和六周后，进行计数和称重。

提高成活率
结果表明，添加木聚糖酶有明显积极作用(表2)。试验
结束时(第42天)，添加木聚糖酶组对虾体重高于对照组
(+13%，P=0.07)。
对虾每周增重同样呈上升趋势。总之，添加木聚糖酶提
高了对虾存活率，但增长趋势不大，差异不显著。添加
木聚糖酶组FCR降低(-10%，P<0.05)。
以上结果可以通过木聚糖酶对阿拉伯木聚糖的作用来解
释，阿拉伯木聚糖是谷物半纤维素结构的主要成分。在
家禽和猪中，这种细菌木聚糖酶的使用可通过降低阿拉
伯木聚糖的抗营养作用来改善动物生长性能。
它可以降低消化道黏度，使动物内源性酶更好的发挥
作用。它对纤维结构也有影响，从而释放更多的营养
物质。
总体而言，添加木聚糖酶提高了对虾的存活率，但增幅
不大。此外，添加木聚糖酶组饲料FCR低于对照组。

积极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木聚糖酶对凡纳滨对虾生长和饲
料转化率有积极影响，即使在较低剂量下也是如此。投
喂添加Belfeed木聚糖酶饲料的对虾生长性能比对照组高
16%，FCR下降10%。
本研究表明，FCR降低10%，这意味着每生产一公斤对
虾饲料可节省约0.1美元的成本。这些结果是在每吨饲料
只需100克木聚糖酶的极低剂量下获得的，这在很大程度
上节约了酶的成本。

广东海洋大学 邓君明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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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饲料技术

新型K70颗粒机：
提升规模以提高运营效率
由中国法姆森提供

为

了帮助饲料生产商应对可

优化的设计

持续发展的挑战，法姆

K70驱动电机的功率可以达到500kW，它使用的环模

森最近推出了一台70吨/

直径为1070mm。这种新型颗粒机的进料和压缩结构也

时的颗粒机。为了满足

得到了加强，新设计优化了环模的工作面积和线速度。

2050年预计98亿人口的

改进后的单位面积功率比普通环模提高了15%-25%。因

需求，我们的行业需要

此，这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改进后的进料刮板尺

在全球食品生产体系中

寸和角度，使醪液均匀地分布到环模和压辊之间的压缩

促进可持续消费和负责

区域。由于喂料均匀，造粒过程更加稳定，最大限度地

任的生产模式。作为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以解决方案为中

减少了麻烦和昂贵的停机时间，同时造粒产品的质量更

心的加工伙伴，法姆森努力保持着前瞻性思维，并一直考

加稳定。

虑如何改进生产系统。
例如，通过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大大减少原料浪费和
能源损失。由于证明了动物生长和饲料效率的关系，几十

平稳运行
法姆森通过K70提供强大的自动化功能，帮助操作者轻

年来，造粒工艺一直是饲料行业非常受欢迎的加工解决方

松管理这台庞大的机器。钳工安装的环形模具和独特的

案。然而提高制粒生产线的产量效率是帮助饲料厂更可持

模具与滚轮更换辅助工具，使更换工作既快速又方便。

续经营的一个重要设计目标。

辊子自动调整系统可以快速有效地达到目标间隙。独特

新型K70颗粒机就是这样一款采用这种设计原理的设备。

的传动轴端联轴器有足够的空间，确保电机不需要拆卸

齿轮驱动的K70设计在提升产能的同时，也提高了能源效率

维护。辊速打滑检测装置还能提前提醒操作者任何潜在

和运行可靠性，力求将可能造成大量原料浪费的生产线中

的模具堵塞风险。

断现象降到最低。这台巨型设备是法姆森的K系列颗粒机家
族的新成员，该系列包括K15、K15X、K20、K25、K35和

使用者与机器的安全

K50。自2014年首次推出第一款K系列机型以来，目前这种

经过多年与全球客户的紧密合作，法姆森科研人员确

齿轮传动的颗粒机在全球范围内已超过350台。该系列颗粒

立了将CE安全标准和人机工程设计原则应用于每一个新

机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其性能可靠、产品质量控制能

产品的原则。在开发K70颗粒机的过程中，考虑到了设

力强以及易于维护等优良口碑。

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以及对安全工作环境的要求等因

K70颗粒机的开发不仅在现有机型的基础上扩大了机器

素，这些细节都保证了人和机器的安全。所有这些细节

的尺寸（见表1），而且还融入了最新的创新和设计考

都确保了人和机器的安全，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在设备

虑。通过引进这台新设备，法姆森公司可以帮助饲料生

保护方面，K70包括了剪切销、变速箱油位监测系统、

产者实现更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让他们在未来继续

变速箱清洗除铁设计等，保证了设备长时间、可靠、

引领市场。

连续、稳定的运行。
严格遵循CE安全标准，在观察口、气筒、齿轮箱联轴

齿轮驱动

器、剪切销盘处都配备了安全防护罩，颗粒机检修门上

K70颗粒机的变速箱结构更紧凑，效率更高，使用寿
命更长。法姆森的齿轮传动颗粒机配备的是德国SEW

的断电限位开关额外确保了全面的安全性。
防护罩不仅可以防止粉尘，还可以保护操作人员的人身

或美国力士乐变速箱，保证了高效的动力传输。大齿轮

安全。出料槽处的安全防护罩可以防止饲料醪糟和蒸汽

箱的设计确保了稳定无故障的运行，振动和噪音最小

的回流，并阻止操作人员接触到料斗的内部。安全防护

（<95分贝）。

罩还可以防止断裂的剪切销的碎片被抛入厂内。这些都

同时，齿轮和轴承的设计使用寿命在100万小时以上，

体现了K70颗粒机的工程创新。

确保了长期稳定的运行性能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停机时间、

www.famsungroup.com

山东大学 白楠博士 翻译

维护和运行成本。

36 | 2021年01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Based on more
than 35 years of
experience
Aquaculture Equipment
Consulting

Best quality for best prices
Example:

Hand Hold Oxygen Meter
with

Optical Sensor

Fishfarming
Recirculation Systems

Service:

Analysis and if necessary
optimization of your plant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Beluga-Caviar

Complete Price: aquaFUTURE e.K.

EUR 559,ex works

www.aquafuture.de
w w w.aquafuture.com.au
w w w.aquafuture.com.ru

founded 1983

Headquarter
Hans-Böckler-Str. 5
D-57223 Kreuztal
Germany

Dietmar Firzlaﬀ
Phone: +49 (0) 2732 / 65 35
Mobil: +49 (0) 171 / 2 60 50 60
Email:

rzlaﬀ@aquafuture.de

Skype: aquafuture-d

提高鱼类缺氧耐受性
作者：Iris Kröger，Anne Möddel，爱可尔博士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缺

氧是由水生环境中氧饱

因此，要将氧气需求量降到70%，降低代谢率是一种可

和度不足引起的一种严

行的方法（van Waversveld等人，1989年；van Ginneken

重状况，在集约化养殖

等人，1997年）。然而，由于鱼类的活动水平、采食量

中尤为常见。缺氧引起

和繁殖率较低，鱼类性能也会随之降低。

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主要

从有氧代谢转变为无氧代谢可以进一步降低鱼类对氧

有鱼类死亡率提高、采

的需求。然而，无氧途径产生ATP的效率比有氧途径低

食量减少、代谢效率低

15倍，这将进一步降低鱼类的生产性能。

和生长性能受限。

此外，缺氧与氧化应激和炎症有关。这对鱼类达到最佳

尽管有降低鱼类ATP和能量需求的机制来应对缺氧，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缺氧会增强鱼类氧化应激和炎症基

生长性能是很不利的。因此，为了有效地解决缺氧所导

因的表达（Zhao等人，2020年）。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致的生长损失，渔民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确保水中氧气达

和激活的免疫系统的高能量需求，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到最佳水平。

使鱼类的生长性能在缺氧期间和之后急剧下降，形成恶

然而，由于受到外部影响，养殖水体中氧气含量仍然会
有所波动。除了对农场和水体进行良好的管理以外，使
用富黄酮类植物化合物等现代饲养策略也有可能提高鱼
类对缺氧应激的耐受性。

性循环。
如果无法适应低氧，缺氧甚至会增加鱼类死亡率，
严重影响动物福利和农场收益。
总之，缺氧限制了鱼类的生长性能，因为缺氧引发了
鱼类一系列潜在问题，包括：为了降低氧气需求（-30%

缺氧应激——生长杀手

到-70%）而抑制代谢，无氧代谢途径代替有氧代谢途

为了在缺氧的水环境中生存，鱼类在行为、生理和代谢
等方面协调互作，从而导致缺氧后鱼的生长性能受到严

径（效率低15倍），氧化应激和炎症导致的能量需求增
加，无法适应缺氧还会提高鱼类死亡率。

重影响。
例如，不能通过行为（如过度换气）和生理变化

缺氧应激——一种植物解决方案

（如心跳缓慢）来适应其氧气需求的鱼类会降低其能量

除了能够降低水体缺氧风险的管理措施外，使用植

需求。这也将减少它们对氧气的需求，因为鱼类消耗的

物性饲料添加剂的创新饲养策略在提高鱼类耐缺氧能

95%的氧气被用来生产ATP（三磷酸腺苷）。

力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例如饲料中的植物类黄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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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给鱼分别饲喂
两种不同的饲料：对照组不含饲料添
加剂，而处理组饲料中含有400mg/kg
Anta®Ox FlavoSyn（爱可尔博士动物
营养有限公司）。在实验开始和结束
时测定鱼的体重。结果显示，对照组
金鱼在经历缺氧应激5周后体重下降
了17%。
在喂食Anta®Ox FlavoSyn的组中，鱼
通过减少炎症反应帮助鱼类细胞适应缺氧应激（Xia等
人，2020年）。

体重只降低了4%。这不仅强调了缺氧
应激，甚至在经历缺氧数周后对鱼的巨大影响，也强调

植物性饲料添加剂Anta®Ox-FlavoSyn最近显示出其
抗氧化能力，能够减少炎症从而提高农场动物的性能
（Gessner等人，2008年；Shata等人，2019年）。此外，

了保护鱼类免受缺氧应激，以实现鱼类最佳生长发育的
重要性。
试验结果还表明，使用Anta®Ox-FlavoSyn是一种有效的

在水产养殖中使用Anta®Ox-FlavoSyn，激发动物免疫反

方式，可帮助鱼类生产商在应激诱导条件下稳定鱼类生

应后提高了其存活率和体重（Niyamosatha等人，2015

产性能，包括缺氧应激。

年）。由于Anta Ox-FlavoSyn可提高动物对氧化和炎症
®

应激的耐受性，因此该研究提出Anta®Ox-FlavoSyn有助
于降低鱼类缺氧应激所造成的生长受限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对640条金鱼进行了研究。每
40条鱼分为一组，在16个玻璃缸（38升）中饲养5周。

提高缺氧耐受性
缺氧机制会对鱼类的性能、健康和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测试的黄酮类化合物以及Anta®Ox-FlavoSyn通过防止氧
化和炎症反应来提高鱼类对缺氧应激的耐受性。它们降

总鱼重2770g，放养密度为4.56kg/m³。为了诱导鱼的缺

低了缺氧应激引起的鱼类生长损失，即便是在危急状况

氧应激，在实验的第一周，有四天没有对鱼缸中的水进

下也有助于维持最佳收益。

鲁东大学 李明珠博士 翻译

行充氧。

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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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AM

How to Select an Extruder?
Dr. Mian Riaz, Texas A&M University, USA

6.50 AM

Guide to Modern Aquatic Plant Design
Mr. Jonathan Iman, Corporate Project Services, USA

7.25 AM

Pulverizing of Raw Material
Mr. Phil Erikson, Reynold Engineering, USA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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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AM

Making ﬂoating and sinking feed with twin-screw extru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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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1)

6.00 AM

First Day Wrap up and announcement
Roger Gilbert, International Aqua Feed Magazine, UK and Dr. Mian Riaz,
Texas A&M University, USA

6.15 AM

Twin Screw Extrusion
Andritz, Peter Sønderskov Denmark

6.50 AM

Evolution of Extrusion Technology
Spencer Lawson, Wenger Manufacturing, USA

7.25 AM

Common Aquafeed Drying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Improved Efﬁciencies
James Laxton, Famsun, China

8.00 AM

Break

8.15 AM

What, When, Where, Why and How: A Proposition for Enzym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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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abir Chowdhury, Jefo Nutrition Inc,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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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Session, End of the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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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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养殖技术

鱼类养殖技术 （FFT） 从 2021 年开始发行，它的目标是每月向读者提供一份关于影响养殖鱼类饲
料使用和产量的新技术的综合报告。FFT 本身是一本杂志，并且有一个专门介绍其主要内容的网
（www.fishfarmingtechnology.net）。
如果您有产品，我们会为您提供服务或者您有想吸引我们的读者注意的东西——并且与饲料在养殖系
统中的使用有关 ——请告知我们的编辑团队。您可以在本版首页的目录页上找到他们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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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繁荣的对虾养殖业

莫桑比克的工业捕捞主要通过政府和外国公司(主要来自日本和西班牙)的合资

作者：Gianluigi Negroni博
士，ALVEO Scarl，意大利

对虾是莫桑比克最宝贵的海
产品资源，因此，深入了解
这些物种是如何养殖的，能
够帮助行业领导者分析对虾
业给莫桑比克带来的诸多利
益。本文着眼于探索主要以
捕捞为主的海产品行业，以
便更好地了解该行业。

经营来进行管理。莫桑比克主要的商业物种有龙虾、螃蟹、深水对虾、浅水对
虾、小龙虾和鱿鱼。龙虾、浅水对虾和深水对虾是主要出口品种。
贝拉、克利马纳和马普托的对虾渔业，主要面向出口，并且是该国的重要收入
来源。
大规模对虾产量主要来自两家商业公司，Pescamar和Efripel，他们最近也开始
了联合合作。他们捕获的鱼会直接在渔船上冷冻，然后出口到亚洲和欧盟。
莫桑比克的小规模个体渔业在促进国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部门为
大多数沿海社区提供就业和收入，以及可持续的、负责任的蛋白质来源。
莫桑比克的个体渔业由个体或少数渔民组成，相对独立地工作。他们利用风或
手驱动渔船，使用海滩围网、刺网和长线捕鱼。
一般来说，海洋个体活动是沿着整个海岸线进行的。在楠普拉、赞比西亚、
萨法拉、因哈姆巴内和马普托等地较多。

养殖对虾的生物多样性
在莫桑比克水域的许多浅水对虾品种中，
墨吉对虾（Fenneropenaeus merguiensis）养
殖量最大。据估计，墨吉对虾占所有浅水对
虾渔获量的60%。其他主要物种有印度白对
虾（Fenneropenaeus indicus）和独角新对虾
（Metapenaeus monceros）。
42 | 2021年01月 - International Aqua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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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不太出众但仍在养殖的浅水对虾品种包括

相关分析表明，渔获率与河川径流有直接关系。根据丰

日本囊对虾（M.japonicus）、西洋王虾（Melicertus

水期河流的变化，可以预测对虾的年丰度。在干旱季节和

latisulcatus）、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和短沟

雨季开始较晚的年份，对虾的大小分布似乎发生了变化，

对虾（P.semisulcatus）。

大型对虾数量较多。

莫桑比克还养殖了许多深水对虾，包括刀额拟海虾
（Haliporoides triarthrus）、拟须虾（Aristaemorpha
foliacae）、红魔虾（Aristeus antennatus）、绯红芝虾
（Plesiopenaeus edwardsianus）和镰虾（Penaeopsis balssi）。
有研究调查了莫桑比克中部索法拉河岸浅水对虾捕获
量的变化。赞比西河的渔获量每月、每季和每年都会有

有计划的水排放
一些地方法规通过确保有计划地排放水，来提高赞比西
河沿岸的对虾产量。
事实上，尽管在河流上修建水坝对河流的平均径流影响
不大，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径流的季节性变化。
研究表明，莫桑比克水域中的许多虾类更喜欢沙质底

所波动，这是很常见的。

AQUACULTURE & ECO-SYSTEMS
IS THE FUTURE
AquaUV offers solutions for freshwater
& saltwater applications

CLASSIC UV STERILIZERS

SL STAINLESS STEEL
STERILIZERS

VIPER SL STERILIZERS

ULTIMA II FILTERS

Call today or visit us online to learn
how AquaUV will improve your harvest.

US: (951) 296-3480 | AquaUV.com
@AquaUV

@aquauv

AquaUltravio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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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应求

质，而其他虾类则选择富含沉水植物的地区。一些对虾似
乎喜欢泥泞的红树水道，有些也可能需要边缘或漂浮的植

莫桑比克对虾养殖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供不应求。

被作为育苗场所。

非对虾的副渔获物远远要比目标渔获物对虾要多，所以

相反，像游隼虾(Metapenaeus stebbingi)这样的品种似乎

大部分渔获物往往会被丢弃。

更喜欢安静的、波浪极小的区域，而独角新对虾喜欢更广

由于副渔获物比例和捕获的鱼种（包括大型中上层鱼种

阔的水域，且能够适应较低的盐度。

和鲨鱼，主要是在浅水拖网中）较多，生态系统可能会产

因此，海岸的管理人员应尽力在大范围内维持生物群落

生级联效应。

的多样性，因为即使幼苗进入入海口，如果其特定的栖息

由于渔业水域和资源的大量使用，我们在当下和未来都

地被破坏，莫桑比克的红树区域也会受到威胁，那么幼苗

应采取管理措施，以确保虾的可持续性。

种群就不会得到发展。在有大量对虾养殖的马普托湾、林

目前已经建立了对渔业进行适当和有效管理的经济模

波波三角洲和索法拉河岸尤其如此。

式，佩斯凯拉调查研究所（IIP）每年都会更新这些条例。

鲁东大学 李明珠博士 翻译

Maximize capacity,
conditioning, and control.
WENGER’S AQUAFLEX XT HIGH CAPACITY EXTRUDER
When maximum volume matters, the Wenger
AQUAFLEX XT High Capacity Aquafeed
Extruder is the choice, processing up to
12,000 kg/hour. Equipped with either our High
Shear Conditioner (HSC) or High Intensity
Preconditioner (HIP), the AQUAFLEX XT is
ideal for aquatic feeds as small as 0.5 mm.
Precise control of finished product density
delivers either high capacity floating or
sinking feeds.
Know more about the industry-changing
designs and customized options of AQUAFLEX.
Email us at info@wenger.com today.

PHONE: 785.284.2133 | EMAIL: INFO@WENGER.COM | WENGER.COM
USA

|

BELGIUM

|

TAIWAN

|

BRA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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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ROW TOGETHER

升级版的鱼苗饲料配方，
给予您更好的开始！
爱乐水产鱼苗饲料中增加了促进鱼苗
健康和发育的必需营养素：
• 快速生长
• 死亡率低，生长均匀
• 最优水质
请与我们联系以了解最新试验结果。

WWW.ALLER-AQUA.COM

创新空压机

为水产养殖业量身制定

M50型移动式空压机
专为近海条件创造

www.kaeser.com/aqu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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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Sturgeon Sex Discrimination:
A novel technique to save costs in caviar production
Many commercially relevant fish species such as species of
sturgeon have no externally visible sexual dimorphism, which
makes breeding females only in aquaculture more difficult,
minimises the production yield and increases the production
costs.
Until now no gender-specific marker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sturgeons as well as for many other commercial fish species.
The caviar industry is a particularly profitable aquaculture
branch for a molecular-biological sex test for juvenile and
adolescent sturgeons.
Early sexual identifi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production costs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females (caviar
production) only in the production facilities whilst maintaining a
balance of male animals for intensive fattening (meat production)
and use in continuous propagation.
At the same time spin-offs genomic analysis may identify fast
growth genes, increase meat production, or better egg quality for
cavia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ratio at normal production facilities is
approximately 1:1 males to females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f an early sex test is available, then this ratio could soon be
manipulated, depending upon whether the production is required
for either caviar or meat.
Sex discrimination markers
TunaTech and aquaFutur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on numerous projects ranging from salmon genetics and
restocking of salmon in the river Rhine but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turgeon cultivation.
The search for sturgeon sex discrimination markers has
also been carried out through research projects between
TunaTech, Heinrich-Heine-University of Duesseldorf and the
Landesfischereianstalt in Bor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ased on hormonal and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both adult and
juvenile sturgeons.
TunaTech already invested considerable time and money in the
research & development of a molecular-biological sex test for
three sturgeon species.
The sampling was performed in Aquatir, one of the world
largest and modern sturgeon farms, in which aquaFutur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its implementation, where blood, tissue and
mucus samples of sexually mature Belugas (Huso huso), Russian
Sturgeons (Acipenser gueldenstaedtii) and Sterlets (Acipenser
ruthenus) with known sex were taken.
Within TunaTech’s laboratories DNA and RN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preserved samples 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female and male Beluga, Sterlet and Russian
Sturgeon samples, respectively. From these analyses female
reference data were designed, onto which all other data were
mapped.
With the help of this analysis, several putative sex specific
markers were found and analysed further.

Fortunately, through the latest results by a EU funded research
project (STURGEoNOMICS), it has been possible to combine
previous TunaTech results and techniques with the new findings
to produce an Early Sturgeon Sex Discrimination (ESSD)
customised service for the industry.
Early life stages
This novel and customised solution for sex discrimination
for multiple sturgeon species at early life stage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in 2021 for a limited number of clients.
Based on both laboratory and field experience in analysis,
sampling and tagging using the range of products it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o provide a customised service package to suit all
aquaculture facilities, be they large or small.
The commercial template developed by TunaTech describes
the various steps involved in applying our ESSD solution to a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e initial step requires the marking
or tagging of individuals usually with a 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PIT) tag such that they can be recognised at a later
stage.
TunaTech and aquaFuture has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on numerous fish species. Secondly,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DNA samples from individuals is then required using
a tissue sampling unit followed by the molecular analysis to
identify sex-specific markers based on recent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our own proof of concept.
A number of scenario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hav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arge numbers of fish to be examined in some
cases. A high throughput can be achiev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followed by software analysis and combination of tagging and
molecular results to provide a relatively automated sorting system
for separation of males and females.
The techniques and tools used can be further applied in farm
breeding program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ast growers and
also single sex propagation scenarios (all females) with proof
of concept/treatmen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ESSD
template can be customised for commercial farms from small
(500) to larger industrial production sites (10,000) according to
the customer´s wishes.
Thorough testing in the laboratory of multiple samples from
multiple species ranging from adult fish of 15 years of age down
to juvenile sturgeons of approximately four months of age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marker can be detected even at very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Using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eDNA tests for alien crayfish species and the detection of
Atlantic salmon in rivers and streams, a modified non-PCR-based
optical test is undergoing laboratory trials which will reduce
measurement times down to 30 minutes without complicated
laboratory instrumentation.
info@tunatech.de
firzlaff@aquafut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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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示
投饵机应用程序（FishFarmFeeder）

本月技术创新

FishFarmFeeder是一款水产饲料投饵机的应用程序，除了为养殖户提供
对每个在终端安装的投饵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外，还可以通过适用苹果或安
卓的任何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访问。

2021年01月

除了具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便携性之外，该应用程序还为养殖户提供
了实时监控每个投饵系统的机会。
预警和警报系统提供自动投饵操作的最新、最全面的信息，电力系统配置

本月，国际水产饲料团队将研究

器会告诉养殖户在哪里输入必要的数据，为投饵系统增加额外的空间。
这种简单、易于使用的投饵系统也分为不同的型号，包括适用于孵化场、

新型传感器、投饵机、遥控水下

养成前期、养成期的专用投饵机，也适用于不同的养殖设施、船舶和饲料

机器人和鱼类计数器技术。

包装袋。
www.fishfarmfeeder.com

水产饲料投饵机 Aqua Process AeroSpreader S125
Aqua Process AeroSpreader S125是紧凑型固定式或移动式鼓风
投饵机，其投喂饲料的速率和距离达到了更高级别、中型饲料投饵机
的水平。
船用铝制投饵机的料斗高度比较低，非常适合装载重心低的袋装饲
料，该投饵机设计成可在狭窄的过道上移动或安装在车辆或其他拖
车上。
AeroSpreader S125装有光滑内壁的不锈钢传送软管，该软管安装
在直接驱动的Aerite™AB135型鼓风机上，该鼓风机不需要皮带或皮
带轮。
匹配的进气口和叶轮的设计降低了燃料运行成本，同时还以尽可能低
的噪音水平提供了很高的空气输送率。
www.aquaprocess.dk

AKVA集团的柔性分鱼技术（Flexi-Panel）
分鱼操作完成后，您可以直接从扫过的网箱中收获剩余的大鱼，

通过我们的展示，你找到想要的产品了吗？
如果您有需要的产品，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peterp@perendale.co.uk。

也可以将它们转移到另一个网箱中，以便于日后进行收获。
通过调整孔径的大小，您可以使用Flexi-Panel在鱼的任何生长阶段对
鱼进行大小分级。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去除较大且优势较大的鱼，

Gael Force 公司的SeaSight高清摄像机

从而使较小的鱼长得更快。

清晰的高清水下图像和易于使用的新型SeaSight 控制软件使饲料投喂监控

分鱼装置上的孔可以制成任何尺寸，以1mm为增量，宽度决定了可

和鱼类状态检查变得很容易。

以游过的鱼的大小，最常见的规格在58mm-74mm之间。

随着SeaSight这种水下垂直和水平移动高清摄像机的发展，摄像机技术有了

用于对养殖鲑鱼进行分级的Flexi-Panel的常用尺寸为：

显著的进步，该摄像机还可以捕获清晰的高清视频。SeaSight 高清技术与

15m x 6m，25m x 6m，20m x 10m，25m x 12m，

新型SeaSight控制软件和SeaSight Double Winch相结合，将为您提供更

但是尺寸几乎没有限制。

好的控制体验，使饲料投喂监控和鱼类状态检查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

www.akvagroup.com

该高清水下摄像机包括一个镜头清洁刷，可清除镜头上的任何积垢或赶走鱼
类，而无需在每次清洁相机时都将其拉离水面。摄像机还可以在非常低的光
照水平下进入红外模式（单声道）拍摄，并且可以将可选的板载光学溶解氧
传感器安装在现场可拆卸支撑板的下方。
www.gaelforceaquacul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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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ENOUGH
TO FACE EVERYTHING!
Deep Trekker公司革命性的遥控水下机器人
这是一款用于水下探测和检查的最直观、最稳定的遥控水下机器人，其坚固耐
用，可以在恶劣的水下条件下完成复杂的任务。
可旋转的头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使您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灵活旋转成像
声纳、超高清摄像头，从而取得最佳的角度。每台水下机器人都包括一个免费的
在线培训课程，由我们的技术培训师教会您成功使用该设备。
如果在浑浊的水中运行，我们将需要对您的水下位置有更深入的了解。需要使用
声纳和水下定位系统（USBL）来进行系统定位并识别目标，并进一步了解您在水
下的位置。
Deep Trekker还提供了一套针对特定作业的工具，从抓取工具到补网工具，再到
切割器，可帮助您在各种环境中完成作业。
www.deeptrekker.com

Faivre公司带集成计数器的分鱼机
为了便于鱼类计数，Faivre公司将发光二极管计数器集成到了Helios分鱼机
上，生产出一种紧凑且便于移动的分鱼机。该分鱼机适用于50g至2.5kg的鳟
鱼和鲑鱼，主要功能包括三个分拣通道和三个分拣尺寸选项。
该计数器的主体采用优质AISI 304L不锈钢制成，如果在海水里使用，也可以
选择316L不锈钢的型号。它的触摸屏显示具有三个发光二极管计数器，这些
计数器具有LED技术，该计数器集成在分鱼通道中。鱼的计数报告（PDF）
也可以通过一个USB密钥轻松下载下来。
www.faivre.fr

Leiber® Beta-S –
β-glucan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cellular &
humoral defence mechanisms
Aqua Ultraviolet Viper SL专业紫外线消毒器
Aqua UV紫外线消毒器采用最佳和最新技术，将消毒水体与美观和现代设计
完美结合，为用户带来了非凡的体验。
紫外线灯发出的杀菌射线能够改变或破坏单细胞生物的DNA或RNA。

Support of immunological
competence in larval &
juvenile stages

紫外线是控制藻类、细菌和原生动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可靠方法。
Aqua UV紫外线消毒器可以消灭
这些生物，且不会残留任何有害物

Improvement of feed conversion

质。紫外线能够控制鱼类疾病的传
播，包括病毒和其他有害病原体，
并通过破坏自由漂浮藻类来保持
水质清洁。
Aqua UV紫外线消毒器可以在
3-5天内（有时甚至一整夜）清洁
您的水，并且可以持续保持这种状
态。只要根据Aqua UV的说明书
进行定位、安装和操作，可以确保
发挥良好的性能。

leibergmbh.de

www.aquaultraviol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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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案例研究——饲料

FEED

促进印度尼西亚的可持
续水产养殖
印尼实嘉金丰公司新建水产饲料工厂

自2015年开始就与丰尚商讨在印尼泗水建造一个
适合未来的水产饲料工厂，实嘉最初对丰尚的集
成解决方案—“无瑕项目交付（FPD）系统”印象深
刻，该系统可确保最佳结果并确保项目执行和管理
整个系统的成功。

鉴于巨大的市场规模，无限的增长潜力及不断提高的工业

和来自中国的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

化程度，印度尼西亚仍然是对水产养殖和水产饲料投资者

司——印尼实嘉金丰公司，旨在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一套综

有吸引力的市场。

合的水产养殖营养解决方案。
实嘉集团是印度尼西亚食品工业的先驱，其领先的保护

东南亚国家在2018年生产了540万吨的水产养殖鱼类，使

伞品牌FINNA®已将其业务发展为冷冻和干加工食品等在
内的各种不同产品。PT Karka Nutri Industri主要从事虾和

其成为世界第三大水产养殖生产基地。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水产养殖的鱼类产

鱼饲料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的生产和分销。

量提高到770万吨。在未来四年中，他们还寻求以可持续

该公司活跃于印度尼西亚饲料市场已有二十多年了。

的方式使虾类的水产养殖产量翻一番，以期在改善粮食安

它的合作伙伴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快速成长的

全的同时促进出口、并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饲料生产商，在2018年跻身全球饲料公司30强。禾丰

为了确保预期的增长，实嘉集团（Sekar Group）的动物营
养部门将通过印尼实嘉金丰公司发挥重要作用，并将继续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自2006年以来与荷兰最大的饲料生产商
De Heus建立了战略联盟。

扩大其生产能力，以便该公司可以为当地农民提供更高质
量、水环境友好的、不断增值的水产养殖营养解决方案。

面向未来的饲料加工厂
自2015年开始就与丰尚商讨在印尼泗水建造一个适合未

食品行业先驱

来的水产饲料工厂，实嘉最初对丰尚的集成解决方案—“

2017年，实嘉集团旗下的PT Karka Nutri Industri公司

无瑕项目交付（FPD）系统”印象深刻，该系统可确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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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结果并确保项目执行和管理整个系统的成功。令该公司
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因素是，丰尚能够提供其在全球范围内
交付的1000多个水产饲料工厂的成功产品。
丰尚提供的建筑要素包括来自丰尚在中国的合作银行的

在计划此项目时，丰尚富有前瞻性，通过考虑如何通过
使用更多本地可用资源来改善生产过程，从而提高了生
产率，减少了浪费和损失。

融资支持，以及钢结构建筑，包括车间塔以及原材料和成
品仓库。
丰尚还提供了两条最先进的生产线，其中一条专门设计

通过将领先的自动化和数字技术整合到现有的先进水产

用于生产每小时五到六吨的优质浮性鱼饲料，此设置中

饲料加工系统中，印尼实嘉金丰公司添加的高性能营养解

的关键机器是丰尚SJPS 120x2挤压机；另一条生产线以

决方案本身就是成功的秘诀。

SZLH600制粒机可以每小时生产3到4吨的高质量虾饲料。

由于丰尚丰富的运营经验以及能够调用丰尚全球水产饲

丰尚还提供了项目工程，来管理工厂的所有建设、安装

料工厂解决方案用户的最佳生产实践的能力，因此面向未

和最终调试。丰尚代表还管理所有生产培训和本地服务，
在土地整备完成后，项目建设于2018年4月2日开始，并按
计划于七个月后完成。

来的饲料工厂的设计是正确而准确的。
面向未来的饲料厂不仅追求关心动物安全、健康、营养
和福祉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的饲料，而且还追求卡尔卡的运
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如果工厂需要进一步扩建，该饲料厂

负责任和可持续

还可以容纳另外两条制粒生产线。

作为负责任的消费和可持续生产方式的坚守者，丰尚在

新的饲料厂肯定会加强印尼实嘉金丰公司在高端水产饲

计划该项目时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通过考虑如何通过使用

料市场上的地位。，同时也为当地青年就业和经济增长做

更多本地可用资源来改善生产过程，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出了贡献。
进一步希望是，从长远来看，该工厂的发展将加速印度

减少了浪费和损失。
这些调整是印尼实嘉金丰公司新建水产饲料工厂设计阶

尼西亚饲料和水产养殖业带来振奋人心的变化。

华中农业大学 王庆超博士译

段的主要考虑因素。

WE ARE
OTTEVANGER

We engineer, manufacture, build and manage your complete project in the cereal processing industry.
www.otteva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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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理Victor Turcan
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劳
动成果”和运往市场的
最终产品

养殖案例分析

北美首个工厂化循环
水养殖设备开启第四
个十年运行

Turners Falls, MA位于新英格兰的中心地带，
是美国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室内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场（RAS）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
这个养殖场培育了很多品种，但在过去20年
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尖吻鲈
（Lates calcarifer）陆基养殖生产商。

作者：Walker D. Wright-Moore，Great Falls Aquaculture公司苗种场经理Aquaculture

2018年秋，Blue Stream Aquaculture公司从Australis

尖吻鲈为广盐性物种，能适应各种盐度，被归为“降河

Aquaculture公司收购了该养殖场，并将尖吻鲈养殖合并

性”鱼类，幼鱼和成鱼主要生活在淡水河流及入海口附

到他们目前虹鳟和美洲红点鲑的养殖业务范围内。

近，而产卵在海水中进行。这一特性使得尖吻鲈既可以在

新的公司被命名为Great Falls Aquaculture（GFA），
照常经营市场和生产最优质的鱼类。年产量达到600吨，
其中大部分产品进入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零售市场中。

海水中也可以在淡水中养殖，进一步为不在海边的养殖者
提供了养殖机会。
尖吻鲈是一种雄性先熟的雌雄同体鱼类，孵化时都为雄
性，雌性在后期由雄性变性而来。尖吻鲈长到3-5龄时达

尖吻鲈——生物学

到雄性性成熟，而后在5-7龄左右性逆转成雌性。从水产

尖吻鲈（Lates calcarifer）又称亚洲海鲈、澳大利亚海

养殖而言，这一特性具有一定的优势，可解决由繁殖引

鲈或巨型鲈鱼，原产地位于从澳大利亚北部到东南亚的印

发的增长率降低和生产成本高的问题。成熟的雌鱼繁殖力

度-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沿海热带水域。在这些水域，尖吻

强，每次产卵多达1000万枚。此外尖吻鲈的寿命已被记录

鲈被视为休闲渔业、商业捕捞以及水产养殖的重要品种。

到至少20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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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吻鲈——养殖
T尖吻鲈的孵化阶段在海水（盐度在35左右）中进行。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利用模拟自然季节条件下的光热变化
刺激鱼类性成熟和性腺发育。当卵巢完全发育时，雌鱼被
诱导产卵后“剥离”或培育卵子达到最终成熟的卵母细胞
后产卵。
受精卵在受精后12-16小时开始孵化，孵化后48小时内由
卵黄囊提供营养，之后一直到投喂商业饲料之前的10-15
天需投喂生物饵料（轮虫和卤虫）。
孵化后5天，鱼苗开始为期20天的缓慢淡水适应阶段。
目前GFA公司不能孵化，所有鱼苗均采购于其他孵化场。
一般每45-50天引进一批鱼苗（平均体重0.2g）进入培育

苗种场技术员Julia Juenemann用一张
表评价最近一批尖吻鲈的质量

车间。GFA尖吻鲈培育过程是在淡水中进行，水温控制
在27-30℃。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冬天，调控水温到尖吻鲈

GFA生产经理Victor Turcan先生强调，在进入后期养成

自然生活的热带水温实属不易，需要使用高效天然气锅

缸时一定要尽可能保证鱼体规格的均一性。他说：“当鱼

炉。GFA公司通过热交换器循环热水系统调控水温以满足

长大后，分级会增加很大的工作量，但这是值得的。我们

鱼类的生长需要。

看到了更好的生长、更高的存活率、更健康的鱼以及更高

较高的水温有助于提高鱼体的新陈代谢，进而产生积极
的摄食行为和快速的生长速度。在尖吻鲈生长的各个阶

质量的商品鱼。”
所有的鱼相继接种2g疫苗、30-50g疫苗以增强鱼体免

段，由于它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尤其在早期阶段，同类

疫，防止疾病爆发。“除了良好的饲养管理、良好的水质

相食会导致较高的死亡率。因此，每隔5-7天对鱼进行分

和良好的生物安全性外，疫苗接种是我们控制疾病的最有

级并密切关注投喂情况，将有助于降低早期阶段的同类相

效的工具。”GFA公司总经理Spencer Gowan说。GFA公

食。到幼鱼阶段，分级频率可以降低，但对于GFA而言仍

司使用约200万加仑（757万升）的培养水注入12个独立

然是一个关键时期。

RAS系统中的38个养殖缸，每个养殖缸的大小从10 m3到

RAS养殖技术员Zachary Allred自豪地站在
他负责的两个RAS养殖系统前，通过这两个
系统尖吻鲈被养到上市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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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3不等。培育密度为25-75 kg/m3。从放入0.2g鱼苗到
平均680g成鱼需要10-12个月的养殖周期。
全周期饲料系数为1.1-1.3：1（每1.1-1.3kg饲料转化为
1kg鱼类生物量）。整个养殖区域大约养殖100万条鱼，饲
料日消耗量为2000公斤/天。在GFA公司养殖尖吻鲈初期
主要使用添加有高海洋蛋白源的高品质饲料，随着鱼类的
生长，开始转向常规饲料，其中降低了海洋蛋白源同时增
加了替代蛋白源，但相关营养需求仍满足尖吻鲈最佳的生
长和饲料利用。

运营主管Jacob Smead正在将鱼从
苗种培育槽转入养成系统内，在那
里鱼苗们将养殖到1.5磅的商品规格

饲料成本与电力、氧气和劳动力一样是RAS运行中最高
的固定成本，与水产饲料生长商建立密切联系以确保提供
高质量的饲料无疑是整个生产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活鱼运输过程中，将鱼放入250加仑（946L）的绝缘
运输袋中，并通入纯氧（根据运输时间加入120-240kg/m3
不等），然后批发给水产经销商，由他们直接运输、保存

尖吻鲈——市场

和配送给零售市场和消费者。

B尖吻鲈是一种具有较高食用价值的白肉鱼，有淡淡的
黄油味和片状纹理。

在亚洲市场的大都市区域具有对高质量和高价格水产品
消费的需求，这为尖吻鲈生产商提供了销售渠道。

如果需要激活大脑，不妨吃吃尖吻鲈，因为它的皮肤上含有

在过去一年，GFA公司和其他水产养殖公司一样，

大量的欧米伽-3系脂肪酸，与鲑鱼中的脂肪酸组成类似。因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随着批发市场的中断和不确定

此GFA公司生产的鱼大部分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鲜活市场。

性，Gowan先生团队迅速建立网店，开启就地营销、运输

活鱼运输是保证最终高质量鲜活产品的重中之重，不仅

和直接配送给客户模式。“让我们的产品进入当地市场是

确保味道好，而且外观美。为了准备运输，达到商品规格

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这次新冠疫情让这变成了我

的鱼从生长系统中转移到温度较低、水质更干净的过度系

们的首要任务。”除尖吻鲈外，GFA公司还为当地市场和

统，在这里鱼儿们会停留5-7天进行“净化（polished）”

餐厅加工和分销新鲜的虹鳟和美洲红点鲑。这些鱼是来自

过程，该过程确保了最终产品清新的风味和坚实的质地，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科德角和查尔斯敦的伙伴养殖公司——

也是保证长时间运输的关键。

Blue Stream Aquaculture公司。

设备维护经理/工程师
Roscoe“Rocky”
Perham已经在养殖
场工作了30年，仍然
在寻找新的方法来改
进和维护RAS设备确
保顺利运行

鱼健康管理经理Sasha Dyer
正在对一条尖吻鲈幼鱼进行
例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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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相反，选择一个有丰富水源的养殖地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应该在规划初期考虑到这一点。系统的水交换对于防止生
物滤池最终产物硝酸盐的积累具有重要意义，而过高的硝
酸盐浓度会导致鱼类慢性应激。此外根据水源的类型，可
以考虑去除重金属或降低水硬度等预处理过程。

热情、勤奋、注重细节
Turners Falls养殖场时间悠久并不意味着在鱼类养殖和商
业运作方面没有面临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挑战。该养殖场已
经度过了最初的成长阶段，并将在未来许多年内继续成为
可持续水产业的领导者。
只会操作RAS的员工是不能足够信任的，日复一日的操
作带来的管理和饲养经验以及激情、努力、关注细节和
思想统一是员工的支柱。这是从超过十年（16年）的尖
吻鲈养殖、研发和可持续生产以及一个优秀团队中获得
的经验。
水质、鱼类健康、废物管理、可持续性以及生产高质量
产品一直是公司的重点，同时不断努力改进，适应新的
挑战，创造积极的环境，确保员工受到重视也是公司的
首要任务。总之水产养殖不仅仅是鱼的问题，还与养鱼
此外，GFA公司还改变了生产计划，比如降低养殖系统

人有关。

青海大学 马睿博士 翻译

水温和降低投喂率来控制产量。“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控制
养殖鱼的库存量和健康活力，这是室内养殖系统的一大优
势。我们通过控制温度调节动物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养
殖鱼类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出售。这对于室外养殖者而言是
不能想象的。虽然这不是最有效的运营方式，我们也无法
长期维持下去，但总比被迫亏本出售要好的多”。

室内工厂化循环水养殖（RAS）技术
GGFA公司可以算是RAS养殖中的大咖。公司的设施设
备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帮助开创了RAS技术在美国的商业

Feed cost optimization
Performance
Sustainability
Sanitary issues
Complex problems require

化运作。拥有很多对室内养殖经验丰富的员工。比如设
备维护经理Roscoe ‘Rocky’ Perham工程师具有35年的养殖
经验和30年相关设备设计和开发经历。鱼健康管理经理

COMPLETE SOLUTION

Sasha Dyer在这个养殖场里工作了26年，并和其他管理团
队在一栋大楼里工作了近10年。
RAS的设计是将机械和电气工程与生物及化学过程相结
合，尽可能创造出一个最优的并且可预测的生长环境。系
统组件包括滚筒过滤器、生物滤池、二氧化碳脱离器、臭
氧消毒及U型管道、自动增氧机、pH和水温控制以及遍布

Specific premixes

Feed additives

Nutrition-Formulation

养殖区域的近200个报警器用于提醒员工一年365天中的24

Analysis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小时工作。
这些系统通常每天更换低于10%容量的水，其他水通过
循环再利用，可以在有限水的使用量下显著提高鱼类生物
量。但这不是说陆地水产养殖不需要充足和安全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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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quaneo-techna.com
Solutions for
feed millers and
fish & shrimp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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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全球影响下行业活动的状态更新
2021

2月

9-11
2021年AFIA采购和原料供
应商大会
美国佛罗里达
www.afia.org

9-12
欧洲2020
德国汉诺威
www.eurotier.com
17-18
AquaFarm 2021
意大利波代诺内
www.aquafarm.show
推迟到2021年6月9日至10日

2021

2021

2021

10-12
VIV亚洲2021
泰国曼谷
www.vivasia.nl
推迟到2021年9月22日至24日
22-25
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水产养殖
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www.was.org/meeting/code/
lacqua20

7-10
2021年亚太水产养殖
印度尼西亚泗水
www.was-apc.org

5月

14-17
2021年的太空
法国雷恩
http://uk.space.fr

6月
10-12
VIV土耳其2021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www.viv.net

10-11
水产饲料挤压制粒
线上活动
http://bit.ly/aqex20bangkok
由VIV International Aquafeed and Fish Farming
Technology杂志和德克萨斯A＆M大学的
Mian Riaz博士共同组织的第五届年度
水产饲料挤压制粒会议将于2021年3月
10日至11日再次举行。
该会议将在两天内在线上举行。
这次会议专注于研究水产饲料的挤
压和相关设备。为期两天的会议将
邀请各种行业专家就提供有关用户
如何充分利用其挤压机械和水产饲
料系统做创新演讲。
还有几个极少的演讲名额，有兴趣
的公司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Mian
Riaz博士（mnriaz@tamu.edu），以了解如
何在此次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机会。
要获得赞助机会，公司可以发送电
子邮件给Tuti Tan（tutit@perendale.co.uk）。

待定
2021年新西兰水产养殖
大会
新西兰布伦海姆
www.aquaculture.org.nz

26-28
菲律宾家畜2021
菲律宾帕赛市
www.livestockphilippines.com
2021

15-17
VIV青岛2021
中国青岛
www.vivchina.nl

14-18
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
新加坡
www.was.org

22-24
VIV亚洲2021
泰国曼谷
www.vivasia.nl

23-25
印度畜牧业2021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www.indolivestock.com
2021

26–29
WAS北美及加拿大水产
养殖2021
加拿大纽芬兰，圣约翰
www.was.org

7月
21-23
兰卡畜牧业2021
斯里兰卡科伦坡
www.lankalivestock.com

2021

13-15
Vietstock 2021年
越南胡志明市
www.vietstock.org

8月
11-14
美国2021年水产养殖
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
东尼奥
www.was.org

10月
5-8
2021年欧洲水产养殖
葡萄牙马德拉
www.aquaeas.org

21-23
越南ILDEX 2021
越南
www.ildex-vietnam.com
2021

9月
待定
2021年台湾国际渔业和
海鲜展览会
台湾
www.taiwanfishery.com

4月

21-23
2021年水上博览会
厄瓜多尔瓜亚基尔r
www.aquaexpoguayaquil
.cna-ecuador.com

3月
3-5
AquaSur 2021
智利蒙特港
www.aqua-sur.cl

2021

12-15
☑
2020年欧洲水产养殖
www.aquaeas.eu
线上在线活动

21-24
美国2021年水产养殖1
美国德克萨斯州
www.was.org/meeting
25-3
Interpack 2021
德国杜塞尔多夫
www.interpack.com

26-28
河内畜牧业2021
越南河内
www.hanoilivestock.com

2021

11月
11-13
台湾畜牧业2021
台北，台湾
www.livestocktaiwan.com

24-26
马来西亚畜牧业2021
马来西亚马六甲
www.livestockmalaysia.com

7-9
欧洲海藻2021
欧洲
www. algaeurope.org

24-27
Aqua Nor 2021
挪威特隆赫姆
www.aquanor.no

11-14
2021年非洲水产养殖
埃及亚历山大
www.was.org

☑ See The International Aquafeed team at thi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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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湾国际水产展览会在网上和线下均取得成功
台湾国际渔业和海鲜展于2020年12月3-5日在台北南港展览
中心1号馆举行，是台湾最大的农业产业国际专业贸易展。

坛和会议，在三天内吸引了1000多名参与者。
由国立台湾海洋大学、My Exhibition Co Ltd和英国

该展会吸引了来自八个国家的163家参展商，有全球

International Aquafeed合作举办的研讨会以“当配方与科

近21,000名参观者。从线上到线下的采购会议吸引了来

学相遇”为主题的“国际海水鱼类养殖技术论坛”是另

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日本、约

一个亮点，吸引了来自七个国家152个行业代表参加。

旦、老挝、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缅甸和西班牙等国家

所有论坛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反应迅速的听众也提供

的买家。

了很多反馈。来自国内外的十二位学者和专家就水产养

与会的主要买家包括RT-Mart、十项全能、Xpark、长

殖、水产养殖饲料和技术的现状与听众分享了他们的见

荣物流、Farglory海洋公园、绿世界生态农场、亚太电

解，并提供了对国际营销策略的见识。IAF的出版商罗杰·

信、台湾之星、台达电子、皇家酒店集团、中国太平洋

吉尔伯特先生（Roger Gilbert）通过视频链接向观众提供

餐饮服务、VEDAN、Wowprime集团和快快集团。

了配有中文字幕的英文贺词。

在严峻的全球疫病大流行的挑战下，为了给参展商提
供有效达成销售交易并促进购买的机会，展会的组织者
在实体博览会召开前30天启动了一个数字博览会平台，
使用互联网帮助买卖双方实现跨越时空的连接。
来自24个国家/地区的417个注册在线买家进行了300多

公开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外国演讲者通过视频通话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的交流和
互动，并与当地听众进行了开放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此外，首次亮相的渔夫舞台连续三天进行了17场创新

次在线会议。在展会期间，从线上到线下的采购会议吸

的演讲和烹饪表演。这些节目分为“本地日”（中文）

引了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买家。多

和“国际日”（英语，直播）。这些演讲吸引了近600名

达50场采购会议，实现的当场商业价值估计为540,000美

现场观众，而在线直播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元，展会带来的众多商机很可能会使这个数字增加到预
期的1,302万美元。

展览期间，组织者特别邀请了来自渔业界和青年渔业组
织的团体参观主要展览区，包括智能渔业和冷链运输。
该行动旨在加深渔业生产者与技术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相

当公式和科学相遇时

互交流，促进产业合作，从上游到下游的供应链创造商

为了深入了解水产养

机，并为渔业的新

殖的未来，该展览邀

前景注入活力。

请了工业界、政府和

华中农业大学

学术界举办了许多论

王庆超博士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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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跑道技术在线交流
一个相对较新的和有前途的养殖方
法，可能支持工厂走向密集和可持续
的生产海鲜用于养殖鱼类叫做池内跑
道系统（IPRS）。
IPRS的原理是把鱼集中在池塘里的
水道上并为它们提供稳定的水循环，
以保持生长所需的最佳水质条件，
另外延长饲料在水中的悬浮时间，
降低残饵量，从而可以提高饲料管理
的精度。
此外，IPRS有可能通过将固体废物
集中并从跑道装置的下游端清除，减
少池塘中的固体废物负荷。IPRS在
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显
示出有希望的领域成果。
泰国进步农业学校正在与美国大豆
出口理事会（USSEC）合作举办第
一届区域IPRS非正式线上交流会议
于2021年1月26日举办。在本月的现
场演示之后，线上会议还将作为点播
或提供其他数字产品。

在线活动的重点是提供IPRS制度的
高层次概述，旨在让具有前瞻性思
维的渔民了解IPRS制度的好处，并
为成功实施IPRS农业技术提供必要
的策略。
突出主题包括：
-IPRS技术概论
-IPRS制度适合我吗？
-IPRS制度的基本原则
-IPRS对于海洋养殖的适应性研究
进展
-与主要USSEC承包商进行现场问答
这门课程是由美国大豆出口理事
会（USSEC）与Progressus合作开
发。活动期间还将讨论如何进入整
个课程。
四小时英语的在线活动，同时使用
土耳其语的音频。参加者可以选择
听英语或土耳其语。演示材料仅使
用英语。
agrischools@progressus.asia

欧洲水产养殖协会将
RAS研讨会添加到
AE2020

兰Bord Iascaigh Mhara（BIM）的
Damien Toner主持，挪威北极大学/
挪威诺菲玛大学的Jelena Kolarevic作
介绍性发言。

欧洲水产养殖协会（EAS）AE2020
活动将于2021年4月13日至15日在线

论，讨论与此相关的关键问题：
第一部分：我们如何找到最佳方法

该传单和节目的主持人，发言人和
小组成员的简介，可在AE2020网站

举行。活动开幕前一天，EAS将组织

消毒？由以色列埃拉特大学间海洋

获得。AE2020注册中包括参与此在

一个全天的特别活动RAS@EAS。

科学研究所的Jaap van Rijn主持，美

线活动。

为了补充AE会议平行会议上提出的
科学，RAS@EAS希望采取不同的方
法，重点是将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关键

国淡水保护基金会的Chris的介绍性
发言。
第二部分：我们要去哪里监控和自

感兴趣的人也可以只注册RAS@EAS活
动。EAS会员可免费注册，非会员费用
为100欧元（122美元）。为了享受EAS

人物聚集在一起，关注关键问题，介

主？由挪威Nofima的Øyvind Fyling

会员资格并免费访问RAS@EAS，您可

绍最新知识，并与不同物种和系统分

Jensen主持，由挪威ScaleAQ的Bård

以在注册RAS@EAS活动时加购EAS第

享经验。

Skjelstad介绍。

一EAS会员资格。

第一个RAS@EAS事件标题为“创
造最佳环境”，将举行三次小组讨

第三部分：鱼类和环境之间最具
挑战性的相互作用是什么？由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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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册，请扫描二维码。

大连海洋大学博士 左然涛 翻译

2021年挪威渔业养殖博览会创新
奖现在开始申请
挪威渔业基金会目前正在接受2021年度创新奖的申请，并
将于2021年8月在挪威渔业养殖博览会大会上公布评选出
的最具创新产品或服务的获奖者。
无论是以往的获奖者还是被提名者都可以申请，创新奖
在创造销售、兴趣和行业关注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
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奖项。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2021年5月15日，不过该基金会很
乐意尽早收到申请。2021年创新奖的获奖者将获得10万挪
威克朗(11,800美元)的奖励，所以现在就赶快提交申请吧!

申请条件

品和服务等较为具体的内容。由于这一奖项与创新有关，

申请的参赛项目必须为申请人主导完成的。由于没有专门

所以主办方要求所有申请者明确说明他们认为使其产品或

的申请表格，基金会已经提供了一些必需要提供的信息提

服务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申请

示，组委会希望申请人提供以下信息，如申请人的姓名、

人需要提供尽可能详细可靠的材料来证明所申报项目的创

公司名称、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网址、电话和联系人。

新性。

然而，挪威渔业养殖博览会也要求申请人提供所在公司

申请应发送至innovation@nor-fishing.no

的简要介绍，以及参赛项目、产品、过程或服务尽可能详

www.aquanor.no

细的描述。此外，申请人还需要阐述项目的预期结果、产

大连海洋大学博士 左然涛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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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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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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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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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products
Kaeser Kompressoren
+49 9561 6400
www.kae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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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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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ex
+31 575 572666
www.almex.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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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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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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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itz
+45 72 160300
www.andritz.com

Computer software

Brabender
+49 203 7788 0
www.braben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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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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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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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nik
+49 618 1596785
www.evonik.com
Liptosa
+34 902 157711
www.liptosa.com

Equipme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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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ers & d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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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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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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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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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atorio Avi-Mex S.A. de C.V
+55 54450460 Ext. 1105
www.avimex.com.mx

FAMSUN
+86 514 85828888
www.famsu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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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iopharm
+44 141 945 2924
www.r-bi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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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er Labs
+43 2272 6153310
www.romer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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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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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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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k storage
Bentall Rowlands
+44 1724 282828
www.bentallrowla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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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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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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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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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vator bu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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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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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eel
+1 204 233 7133
www.westeel.com

Feed and ingredients

Drum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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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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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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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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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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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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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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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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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nik
+49 618 1596785
www.evon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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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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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o
+1 450 799 2000
www.jefo.com
Phileo (Lesaffre animal care)
+33 3 20 81 61 00
www.lesaffre.fr
Biorigin
www.biorigin.net

Elevator & conveyor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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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Braime
+44 113 246 1800
www.go4b.com

Feed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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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er mill - vertical

Calitri
+ 32 497 46 19 82
www.calitri-tech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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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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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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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Gr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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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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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pu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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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Stunning
Aqua Future
+ 49 27 32 / 65 35
www.aquafut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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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insvik
+47 488 52 888
www.steinsvik.no

FAMSUN
+86 514 87848880
www.muyang.com

Fish St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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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 Aquatec
+ 44 7808 930923
www. aceaqua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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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mer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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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mtar
+90 266 733 8550
www.yem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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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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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dator Defence

Yemtar
+90 266 733 8550
www.yemtar.com

Hatchery products

Ace Aquatec
+ 44 7808 930923
www. aceaqua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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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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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lemand
+ 33 562 745 555
www.lallemandanimalnutrition.com

Moisture analysers
Hydronix
+44 1483 468900
www.hydr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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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buro
+1 312 738 3700
www.seedbu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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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le Mixer
Anderson
www.andersonfeedtech.com

FISA
+51 998128737
www.fisa.co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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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verizer (large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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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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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os
FAMSUN
+86 514 85828888
www.famsungroup.com

Andritz
+45 72 160300
www.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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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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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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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on Strong Machinery
+886 3 990 1815
www.soonstr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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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 Silos
+31 543 473979
www.tsc-silos.com

Vacuum
Dinnissen BV
+31 77 467 3555
www.dinnissen.nl
Ferraz Maquinas e Engenharia
+55 16 3615 0055
www.ferrazmaquinas.com.br
Wynveen International B.V.
+31 26 47 90 699
www.wynveen.com
Yemmak
+90 266 733 83 63
www.yemm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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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let mill

Fish counters

访问
——Hussein Mansour（埃及爱乐水产集团的CEO）

自从2002年在开罗大学取得建筑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之后，工程师Hussein Mansour在他的家族企业（Zoo Control Feed Company）
里工作，利用挤压膨化的技术生产水产饲料，随后又加入了埃及爱乐集团。现在，Hussein

Mansour成为了该集团的合伙人，并且在

2011年开始就已经是集团的CEO了。
Hussein

Mansour已经在膨化饲料部门积累了20年的工作经验。正是因为他对各种鱼类水产饲料工艺的长时间的专研，使得他能多次参

加代表集团、埃及以及国际水平的组织和代表团。

集团将选择以什么方向来引导埃及的饲料产业？

他们产量和销售翻倍的战略。全世界来看，埃及的尼罗罗非鱼

自从2002年在开罗大学取得建筑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之后，工

产量仅次于中国，排在第二，水产养殖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十。

程师Hussein Mansour在他的家族企业（Zoo Control Feed

增长的协同效应已经具备。知识共享和技巧转让，包括爱乐集

Company）里工作，利用挤压膨化的技术生产水产饲料，随

团的全部有益的优势是建立埃及爱乐集团的秘诀。对于非洲和

后又加入了埃及爱乐集团。现在，Hussein Mansour成为了该

中东来说，埃及爱乐集团是一个重要的枢纽，能提供以最新技

集团的合伙人，并且在2011年开始就已经是集团的CEO了。

术和多年来的综合经验研制出的高质量水产饲料。

Hussein

Mansour已经在膨化饲料部门积累了20年的工作经

验。正是因为他对各种鱼类水产饲料工艺的长时间的专研，使得

你在公司工作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他能多次参加代表集团、埃及以及国际水平的组织和代表团。

在建立了埃及爱乐集团之后，我们取得了许多里程碑意义的成
就，包括在2015和2017年我们开始投资和安装最先进的挤压

集团将选择以什么方向来引导埃及的饲料产业？

膨化生产线；在市场上引入新的产品趋势，比如TAF™、Anti

首先，在饲料行业的可持续性方面，我们是领跑者。我们坚决

Stress™和Support Feed。这些功能性饲料帮助和支持养渔户

遵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2：无饥饿者，目标8

克服他们在生产周期中面临的挑战。2016-2017年度，我们连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13：气候行动和目标14：水下生

续两年获得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颁发的“中东最佳水产产

物。我们积极围绕这些目标进行项目的开展，比如我们为工人

品”奖。

提供了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并且优化饲料来降低排放从而
政府组织合作，以增加营养丰富的鱼类的产量，同时在该部门

为了成为饲料行业的引领者，贵公司都经历了哪些发展
阶段?

创造就业机会。

2011年，爱乐集团进入了埃及市场。从那以后，工厂的扩建使

减少水污染，我们在促进水产养殖业发展和学习的项目上与非

产能增加了两倍，并使埃及爱乐集团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膨化鱼

你是怎么加入Zoo Control Feed Company，然后又进
入埃及爱乐水产集团工作的？

饲料生产商。热情和专注创造出的高质量鱼饲料使得集团成为
了鱼饲料行业的出色合伙人。

这是我的家族企业。我的父亲是创始人，他有一个愿景，要建
年以来，他的公司是埃及第一个生产漂浮性饲料的公司。

爱乐水产集团在全世界有多少家分公司，集团的总产量
是多少？

我一开始的兴趣在于挤压膨化的过程和工艺。所以我决定学习

爱乐集团生产淡水鱼和海水鱼类的饲料。目前，爱乐水产集团

怎么使用膨化机和调节参数来生产出不同种类的饲料。尽管我

在丹麦、波兰、德国、赞比亚、中国、塞尔维亚和埃及等地都

的学历背景是建筑工程，但我爱上了挤压膨化的过程以及我们

有工厂，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超过70个国家。

能用这个机器创造出什么。我参加了有关开发生产过程的每一

我们拥有广泛和专业的产品范围，包括30种鱼类的饲料。我们

个会议，这些过程包括成本效益，虾和海洋种类的新饲料产品

知道正确的饲料在我们的客户生产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自己

的开发，同时也包括宠物食品的开发。

的专业开发团队——位于德国的爱乐水产集团研究中心一直致

2010年，我的父亲决定找一位能加入我们的扩展计划中的合

力于优化、开发和记录我们的产品的效果。这就确保了我们的

伙人，他碰巧遇到了埃及爱乐水产集团合伙人之一的Henrik

客户能以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得到最优质的专业产品，并且

Halken。那时，爱乐集团也正在通过投资和吞并的方式来实施

能准时运输。

立一个使用挤压膨化技术生产饲料和全脂大豆的公司。自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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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水产集团生产哪些产品供当地消费以及出口?

间，水产养殖在埃及渔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47%上升到

爱乐水产集团通过高效产出，专注于基于可消化性的成分灵活

75%，达到135万吨。我国政府希望继续增加人均鱼类消费量，

配比，推出了名为 Til-Pro 的罗非鱼先进饲料，目标是通过有效

作为向我国迅速增长的近1亿人口提供负担得起的国内生产的蛋

产出提高农业生产率。

白质来源的一种手段。

去年，爱乐水产集团还推出了对埃及市场的新产品罗非鱼的支

每年收获的罗非鱼超过90万吨，埃及已上升为世界第六大水产

持概念。

养殖生产国。预计这种增长将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埃及政府实

爱乐水产集团去年为罗非鱼推出的支持概念是一系列基于混合

现“2030年愿景”目标的方向。饲料行业估计，埃及今年的水

功能性成分的水产饲料，这是通过平衡鱼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

产养殖饲料市场需求将超过150万吨。

来实现促进生长和存活，以及抗病和预防。

中国有超过80家私营工厂，预计将生产饲料总产量的90%。目

我们还为罗非鱼推出了春季版，这是一种专门为帮助罗非鱼生存

前，40%到45%的饲料包括传统的颗粒状产品，而60%到65%是

和提高它们应对冬夏过渡期的能力而设计的新型功能性饲料。

挤压饲料。

尼罗河罗非鱼因其价格低廉、对高密度生产方法的耐受性、
较快的生长率和抗病能力而受到埃及养鱼户的欢迎。

公司未来的目标和主要挑战是什么?

埃及水产养殖和海鲜市场增长迅速。爱乐水产集团将始终支持

我们相信水产养殖业的未来，因此我们的使命是与养鱼户合作

和发展他们的产品，以服务于养鱼户。

开发和生产鱼饲料，以优化鱼的生产，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益
于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

是什么原因使埃及爱乐水产集团成为埃及养鱼领域的引
领者?

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不能总结所有这些，但在不

作为一家公司，我们的规模足以满足农民的需求，规模也足够

剩的需求,埃及需要在鱼类营销和收获后加工方面大力投资，并

小，具有灵活性。这确保了我们能够迅速对客户的需求做出

支持部门利益攸关方与埃及当局之间的决策者之间的对话。

反应，当你不仅努力提供鱼饲料，而且优化我们客户的业务，

在爱乐水产集团，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可持续发展

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经验和历史是我们向客户的保证，

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我们不断努力改善我们业务的不同领

我们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遵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就在这

域。我们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它适用于我们内部的所

里——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我们仍将如此。

有活动以及我们服务的社区。

久的将来，当地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维持养殖鱼类的供应过

我们始终专注于：HACCP与风险管理；有合适的原材料供应
并可追溯整个价值链。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贵公司将会看到哪些有利于改善埃
及饲料行业的发展?

我们的饲料符合国家和欧盟饲料生产法规，并受到国家兽医和

作为埃及最大的高品质挤压鱼饲料生产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

饲料当局的控制，并接受外部审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保证

通过支持促进该行业的计划，通过研讨会，以及在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客户健康和饲料安全，有助于实现最好的结果。

下，通过举办与客户相关的网络研讨会，将我们的知识传递给

商；在所有原材料和所有生产饲料的生产线监控和质量控制，

农民，从而帮助该行业。

爱乐水产集团在当地鱼饲料市场的生产份额和在埃及市
场的销售份额分别是多少?

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养殖户转向高效的膨化饲料，这同样比
其他替代品更环保。

中国海洋大学 张彦娇 博士 翻译

埃及的水产养殖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2000-2018年期

爱乐水产集团简介

埃及爱乐简介

丹麦家族集团，总部位于丹麦克里斯蒂安斯费尔德
在丹麦、波兰、德国、埃及、中国、塞尔维亚和赞比亚设有
工厂，为全球70多个国家生产鱼饲料
300多名员工
生产能力>30万吨
年总营业额10亿丹麦克朗

埃及和非洲最大的膨化鱼饲料生产商
2015年3月新鱼饲料厂开业
专注于国内市场和中东地区
2016年3月和2017年3月分别获得中东水产养殖最佳产品奖
第三条膨化生产线于2017年3月投产
生产能力>15万吨

International Aquafeed - 2021年01月 | 67

人事任命
智利国家渔业局宣布渔业和水产养殖部副部长的任命

艾

丽西亚·加拉多近期被任命为智利国家渔业局渔业和水产养殖部副部长，以取代罗马·塞拉亚。
她曾担任过该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主管、水产养殖部副主任等职务，有20多年工作经验。实际

上，自1998年任职公务员以来，艾丽西亚·加拉多曾在智利地方和中央多个部门担任过不同的职务。智
利渔业局的一位发言人对新任副部长表示祝贺：“凭借她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她一定能在

Alicia
Gallardo

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出色的业绩，并将对智利海洋渔业的发展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

开放水域鲑鱼养殖企业KvarøyArctic任命新的销售副总裁

K

varøyArctic宣布任命Chris Cumming为第一销售副总裁。尽管这家家族企业的生产基地位于挪威
北部，但其产品零售主要分布在挪威以外的美国市场。

“我们正处于业务量急剧增长阶段，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满足人们对营养美味海鲜的需
求，”Kvarøy Arctic首席执行官Alf-Gøran Knutsen说。“与克里斯一起，我们找到了一位理解我们

Chris
Cumming

工作重要性的领导者。他和我们有共同的发展思路，都认可科技创新的价值，也在试图通过寻求新的方
法来保护环境和动物福利，同时扩大我们的业务”。此前Cumming先生任职Pacifico Aquaculture
的高级销售经理，在鱼类和海鲜领域拥有超过15年的工作经验，包括在Verlasso，Shamrock Foods
和Seattle Fish Company等多个公司担任销售总监。

NGFA宣布Michael Seyfert为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美

国国家谷物和饲料协会（NGFA）宣布迈克尔·塞弗特将出任新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塞弗特计划于3月1日接替兰迪•戈登成为NGFA的首席执行官。兰迪•戈登将于3月底退休，此前

他在美国最大、最多元化的农业综合企业协会（NGFA）工作了近43年，最后八年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这样一来，自1896年成立以来，塞弗特先生将成为NGFA担任该职务的第七位人士。

Michael
Seyfert

NGFA主席DeAnn LP（印第安纳州Fowl）的执行合伙人JoAnn Brouillette说：“让迈克尔加入NGFA
团队，我们感到非常高兴，2021年NGFA将成立125周年，我们对他领导下的公司未来未来的发展非常
期待”。

英国海事组织宣布新任主席

英

国海事组织很高兴确认任命萨拉·肯尼为新任主席。在此之前，她曾是BMT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曾任英国海事组织副主席，并接替了Norton Rose Fulbright全球运输主管Harry Theochari。

肯尼女士的继任者是伦敦港务局副董事长罗宾·莫蒂默首席执行官。
肯尼女士在谈到她的任命时说：“我很荣幸担任英国海事组织主席，并有机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为英

Michael
Seyfert

国海事行业提供服务。我将和副主席罗宾·莫蒂默一起期待哈里·西奥查理、秘书处以及英国海事协会所
有成员出色完成任期的各项工作”。

UKTAG和BPA出口经理Chris Jackson加入“无国界水产养殖”董事会

C

hris Jackson，UKTAG和BPA的出口业务部经理，已正式加盟无国界水产养殖董事会。他一生都对
食品生产链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在英国牲畜出口战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资

金，参加北美和南美、亚洲、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展和出口研讨会，签订了数百万英镑的合同。他曾在
政府层面代表畜牧业，并以贸易专家的身份加入行业小组。他目前担任UKTAG和BPA的出口业务部经

Chris
Jackson

理。他的Skype为：chris2008j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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