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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国际水产饲料补充.. 国际水产饲料是一家全球性的
杂志专注于鱼类养殖技术和营养. 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出版物，
带给读者最新的思想养鱼，因为它涉及到繁殖，喂饲及生长的
鱼。如果你想它发表在中国的每一次想IAF (国际水产饲料)的完
整副本，请电邮我china@aquafeed.co.uk。

Professor Simon Davies 
University of Plymouth, UK

Professor Simon Davies

欢迎词

诸位中文读者，大家好！
作为《国际水产饲料杂志》（International Aquafeed）的

副主编，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给位译者的共同努力下，2013
年的最后一期的中文版又与大家见面了。

把《国际水产饲料杂志》介绍给我国读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就像本期我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样：在我看来，国际水
产饲料杂志应该办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性杂志，成为一个水产养
殖产量超过世界总量70%的国家中的相关学术界和产业界人士
更好了解国外在该领域最新进展的媒介。同时，也让世界更好
了解在中国该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这会使得该刊
物具有真正全球影响力。由于译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实
现了让我国相关学术界和产业界人士及时了解国外在该领域最
新进展。现在，如何让世界及时了解中国在该领域所发生的事
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向该刊投稿，反映中国
水产饲料及其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呢？

首先，看看哪些内容适合在本刊发表？虽然，该杂志叫做《国际水产饲料杂志》
，但是，从大家手上这两期的中文版的内容来看，它涉及水产饲料的多个相关领域
的理论、技术、设备、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议题。杂志的内容架构分三大专栏：
一、水产新闻（Aqua News），二、专题特写(Features),三、常规内容（Regular 
Items）。水产新闻主要包括水产养殖、水产饲料行业及其相关的经济社会的最新消
息，内容十分广泛。例如新添加剂的开发成功，无鱼粉饲料的研发进展，饲料安全
责任保障措施实施，地方行业发展，行业协会活动，大公司合并或解体等等，不一而
足。专题特写专栏以水产养殖、营养与饲料研究、产品开发及应用的研究报告和评论
等为主要内容。如新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的开发应用，加工工艺介绍，养殖环境管
理，投饲策略与投饲设备等。有时在该专栏下也对一些企业进行企业概况介绍（如本
期）。常规内容专栏的内容较庞杂，包括水产养殖专家的观点、言论、博客，水产养
殖、饲料工业精美图片展示，专家主题（如第五期专门介绍了三文鱼，本期介绍了鲤
鱼），行业活动（如主要学术会议和展会信息及其评论），分类广告，水产饲料专家
专访和行业新面孔等。

可见，《国际水产饲料杂志》是一本涉及水产养殖与水产饲料工业方方面面，内容
广泛的杂志。而我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唯一的水产养殖与水产饲料工业超级大国，我们
理应为该刊物的编辑发行，提高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向各位同仁倡议，积
极撰稿投稿，与国际同行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我们不仅是一个水产养殖与水产饲料工业超级大国，而且我们养殖种类、养殖环
境、养殖模式、饲料原料和饲料形式的多样性都是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此
外，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经费投入和研发水平也在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外
同行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以及所面临的挑战都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有
丰富多彩的题材可供该刊物发表。此外，你也可以在该杂志发布产品广告，把你的产
品推向国际市场。

只要内容符合《国际水产饲料杂志》要求，文稿长短都不限，形式也十分灵活。它
是一个多语种国际刊物，因此投稿时，需要准备中文、英文两种语言的稿件。有些作
者的英文写作能力不强，或作者对自己的英文表达水平信心不足，是可以理解的。因
此，请自己完成稿件后，请英文写作能力较好的同行专家帮忙修改润色后再投稿。

投稿时请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kmai@ouc.edu.cn）,我将组织一个专家团队
对稿件进行审阅、筛选，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供发表。

在马年即将到来之际，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麦康森

《国际水产饲料杂志》 副主编
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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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和市场营销的改变以及饲料
成分的改变是水产养殖战线成长必要的
关键结构转变。今天，随着遗传技术的改
进，新型遗传家系正孕育着在较短的生产
周期与较低的饲料转换率条件下取得最高
的效率。因此，水产饲料中正确的微营养
素的存在是关键。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水产养殖的快速
增长已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使用外部的饲料
投入，特别是配合水产饲料的使用。基于
可持续性的原因以及经济上的原因，减少
鱼粉消费量已非常紧迫，需要加强研究以
寻找鱼粉替代品。

然而，由于大多数原料已被证明具有
显著的营养及功能性限制，在大多数的水
产养殖品种饲料中不能高水平单独使用，
因此，配制低鱼粉水产饲料需要几种成分
组合使用。

鱼粉一直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也
是营养学家在所有配方中，特别是在幼龄
阶段的饲料中首选的优质蛋白。虽然，随
着鱼粉市场的波动，水产饲料行业正在寻
找便宜的蛋白源替代鱼粉并已经成为一个
优先事项。但还是需要更多的可再生和可
持续蛋白替代品。

由于鱼粉的短缺和价格的飞涨，当今
动物副产品作为水产饲料成分已经被接
受。动物副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它
的必需氨基酸补充优于那些植物来源的蛋
白。

此外，动物副产品水解产物在水产饲
料中作为蛋白的替代品可以满足世界各地
水产养殖动物的营养需求。动物副产品水
解产物可以帮助减少对天然渔业资源的压
力，并为日益增长的水生产品需求提供可
持续性。

方法
动物副产品水解产物来自肉类加工业

的副产品的受控酶解消化的产物。从技
术上讲，用大多数屠宰场的废弃物，如碎
肉、内脏、羽毛和血液以及提炼的动物副
产品，如肉骨粉、家禽粉、羽毛、血粉等
生产动物副产品水解产物是可行的。蛋白
材料在水解前用正己烷萃取部分脱脂。水
解在恒温反应釜中进行，并连续搅拌以防
止底物沉淀。

碱性水解产物是在85℃、添加0.1 g 
CaOH/g底物条件下生产的。酶解期
间，pH连续监控和通过添加 8 M NaOH

来维持。碱性水解反应的终止是通过喷洒
CO2直到pH降到9，其后用硫酸中和。
也可通过将反应温度提高到90℃处理10
分钟来终止酶反应。残余固体物质通过离
心后再滤而去除。

测定了两种水解的方法1生产的动物副
产品水解产物的抗氧化活性，即一种用强
碱处理的碱性水解和一种用商业酶蛋白酶
在特定pH条件下的酶解。大多数结果表
明，碱性水解比酶解能产生更好的抗氧化
水解产物2,3。

结果与讨论
水解可提高来自屠宰场废弃物(表1)产

生的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原料通过酶消
化将蛋白链分解成在肠道能吸收得更好的
多肽。用内肽酶和外肽酶水解家禽粉能产
生大量的短链肽和游离氨基酸表明家禽副
产品水解的可行性。

家禽蛋白水解产物的特征是具有高水
平的可消化蛋白，消化率指数在95%以
上。有人用细菌角蛋白酶水解产生的羽毛
水解产物作为水产饲料添加剂试验，并从
羽毛粉肉汤培养基中分离到多株高角蛋白
酶活性的细菌。

最近的研究表明，发酵羽毛粉(FFM)的
胃蛋白酶消化率和氨基酸含量要比商品羽
毛粉好得多。微生物细胞还能为发酵羽毛
粉提供潜在的类胡萝卜素色素，因而该原
料在动物饲养中的用途可能不只是作为蛋
白源，也是色素的来源。

水解过程中产生的短链多肽、游离氨
基酸以及肉类中丰富的核苷酸赋予动物副
产品水解产物极佳的诱食性和适口性。曾
在动物饲料中添加高达6%的家禽肝脏水
解物，并发现能提高适口性。

用家禽副产品粉生产的喷雾干燥的水
解产物所含蛋白能高达70%，是一种分
子量范围在5,800～12,000道尔顿的混合
物。

我们发现，肌苷是家禽粉中的主要核
苷，据信是一种对多种鱼类能增加饲料诱

食性的分子。包括大口黑鲈、大菱鲆和鲭
鱼。

在单磷酸核苷酸中，以单磷酸腺苷酸
(AMP)为主，在鱼粉水解产物中也出现类
似的趋势。

已知肉骨粉、血粉和羽毛粉的碱水解
产物和酶水解产物具有与母本材料类似的
灰分和蛋白质含量，但同时释放了编码于
蛋白质内的生物活性肽。

已经证明碱性水解的动物副产品水解
产物是一种活性可与BHT相媲美的抗氧化
剂来源。

以往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家禽副产品中
存在着抗氧化剂—肌肽，一种含组氨酸的
二肽4,5。

家禽产品中肌肽的水平为0.95～102.3 
mg/g(湿基)(表2)。肉骨粉中肌肽的水平
为500～1,800 ppm，但在鱼粉中肌肽可
能低至5ppm。大豆和其他植物蛋白不含
肌肽。

添加肌肽对尼罗罗非鱼生长性能影
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添加肌肽组的罗非
鱼的体重和身长比对照组高，添加肌肽
的饲料可以提高血清中生长激素、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1以及T3的水平，表明饲
料中添加肌肽能改善肌肉中的抗氧化作
用。

在鸡肉粉和羽毛粉水解产物中也曾鉴
定出抗菌肽。这些包括富含半胱氨酸的抗
菌肽。在牛、鸡和火鸡中可以发现的其它
潜在的分子包括‘甘丙肽’，曾报导过这
种肽能诱使吃饱的动物摄食，以及具有抗
细菌和真菌活性的‘防御素’，但此时我
们不知道这些分子是否存在于动物副产品
中。

与鱼粉相比，干猪血副产品和骨蛋白
水解产物缺乏蛋氨酸和赖氨酸6。

然而，血液副产品含有丰富的微量元
素，这可以改善水产动物钙和铜的保留，
尤其是虾，据报道饲料中铜水平补充不足
可导致显著的生长抑制。

动物副产品水解产物： 
一种水产饲料中关键分子的来源

表1：水解对动物副产品的影响
水解的影响 导致的好处

1. 蛋白质的消化 改善的消化、吸收和多肽的同化
2. 增加低分子化合物的比例，如短肽、游离氨

基酸和核苷酸
增加诱食性和适口性

3. 产生活性肽 抗氧化剂和抗菌活性

by Sergio F Nates, ALAPRE, Costa Rica, Victor Suresh, United Research Pte. Ltd, Singapore, and Kent Swisher , National 
Renderers Associatio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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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血浆水解产物也是有效的脂质氧化
抑制剂以及金属螯合剂和还原剂。

结论
我们需要记住生物活性肽和保健品在

体内生理作用的同时，发现于动物副产品
水解产物中的这些关键分子的例子表明动
物副产品水解产物具有在水产饲料中作为
功能性成分使用的潜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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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水产研究所 林文辉工程师 翻译)

表2: 应激和非应激肉鸡不同组织中肌肽水平 (from Manhiani, 2011)

器官 处理 钙含量ppm p-value 肌肽含量
(wb)2,3

p-value 肌肽含量
(db)

p-value

胸脯 非应激 6.74±0.07a p=0.001 1.85±0.241a p=0.005 7.52±0.97a P=0.0005
应激 11.03±0.13b 17.39±1.33b 70.89±5.39b

大腿 非应激 10.50±0.3a p=0.006 11.10±1.0a p=0.001 44.47±4.0a P=0.002
应激 13.99±0.1 21.25±1.2 85.12±5.0

脑 非应激 8.48±0.38a p=0.002 10.16±1.53a1 p=0.82 45.44±12.37a P=0.54
应激 13.78±0.24 10.27±2.77a 55.12±14.88

1. 所有数值都是平均值±标准差(N=5)

2. wb= 湿基; db= 干基

3. 肌肽含量表示为mg/gm原始样品

4. 平均值用费舍尔最小显著差异检验；a-b相同字母表示平均值没有差异（(p≥0.05)），而不同字
母表示平均值有显著差异 (p≤0.050)

MORE INFORM ATION:
Email: sergionates@alap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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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消费者对于食物的态度和选择正发生着转变，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食品供
应行业有必要关注这方面信息的交流。

例如，零售商需要了解食物的供应链信息;可持续性环保行为的要求，除了要求做到日常
的严格规范管理，还应关注社会和动物双重福利。这在水产方面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消
费者越来越趋向于追求更健康的食物，消费者对水产品从饲养到加工所有涉及营养方面
的环节持怀疑态度。 

为期两天的中国水产会议为中国水产行业创造了一个和国际水产领域专家交流的机会。
这些国际专家来自水产养殖研究、水产科学、动物营养、饲料配方、经济生产、食品安
全、质量控制和认证等众多领域。

世界各地对水产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而关于如何安全地交付活，鲜，冷冻，罐装及干
制品，以及延长保质期的重要性正使得水产行业面临新的挑战。

此外，生产商都面临着成本增加，附加规则和潜在动物疾病，这些都有可能使产量和生
产活动减少。

作为2014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我们期待您和我们一起参与2014
中国水产会议。

会议将邀请一批阵容强大的来自中国和国外精英云集的科学界和产业界的报告人。如果
您有兴趣赞助或参加本次会议，请您填写下一页的登记表信息表格并返回。

欢迎参加2014中国水产会议。

2014 中国 水产

北
京

www.aquafeed.co.uk/aquaticchina

21-22 
9月

2014
昆泰酒店 

中国 北京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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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水产  
现招募赞助商  
 
2014中国水产会议正在招募赞助商  
会议将邀请 10 位中国和 10 位国际的报告人，赞助商将有
机会可以推荐一个报告人参与到这个会议中来。 
会议举行地点：昆泰酒店（北京） 
 
中国水产会议将和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预展会一起

在昆泰酒店（北京）举行。 

赞助方案  

 
白金赞助商-10000欧元  （1名）  
! 门厅，登记处以及会议室的入口处将贴公司条幅 
! 整个会议的背景幕将有公司的商标 
!  公司商标将会出现在中国水产会议媒体上并会在中国国际集约

化畜牧展览会上展出 
! 提供客户端门户（该工具用来邀请关系，监控预注册和增加参

会人员） 
! 独家代理印有公司标志的袋子 
! 独家代理在会议人员中散发挂链。500参会者 
! 选取关键时间，展示介绍30分钟 
 
金牌赞助-5995欧元（最多2个公司）  
! 门厅，登记处以及会议室的入口处将贴公司条幅 
! 会议期间背景幕将有公司的商标 
! 公司商标将会出现在中国水产会议媒体上并会在中国国际集约

化畜牧展览会上展出 
! 提供客户端门户（该工具用来邀请关系，监控预注册和增加参

会人员） 
! 选取关键时间，展示介绍20分钟

 
 

 

日程表  

 第一天  
2014年9月21日  

介绍  09:00-09:15 （主席）  
1 09:15-09:45 主题  1 
2 09:45-10:15 主题  2 

 
茶歇  14 
10:15-10:45 

 
会议  2 
3   10:45-11:15 
4   11:15-11:45 
5   11:45-12:15 
6   12:15-12:45 

 
午餐  
12:45-14:00 

 
会议  3 
7   14:00-14:30 
8   14:30-15:00 
9   15:00-15:30 

 
茶歇  
15:30-15:4 
会议  4 
10 15:45-16:15 
11 16:15-16:45 
闭幕  16:45-17:00 

 
 
日程  
草拟 12/05/2014 

 
1. 2015年中国水产的挑战与机遇 
麦康森博士  中国海洋大学 
 
2. 中国、孟加拉国、台湾和越南的
水产鱼药，饲料添加剂和益生菌在四

种养殖品种中的应用情况 
Dr. Andreu Rico Wageningen Univ. 或 
江敏博士 上海海洋大学 

 
3. 功能性甘油酯中的选择性短链脂肪
酸和中链脂肪酸在虾类养殖早期死亡综

合症防治中的应用 
Dr. Manuela Parini Silo Spa, Italy 

 
4. 功能性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在虾类和
鱼类最大化可持续生产中的应用 
Dr. Brett Glencross CSIRO, Australia 

 
5. 鱼粉替代最新研究进展 
王岩 博士 浙江大学 

 
6．基于氨基酸平衡的配方设计在水产
可持续发展中的研究进展 
李鹏  美国动物蛋白及油脂提炼协    会    
香港 

 7.  鱼类蛋白代谢和调控的研究进展 
何艮 中国海洋大学 

 

8.  鱼类脂肪代谢和调控的研究进展 
杜震宇 华东师范大学 
 

9.  内分泌调控在鱼类生长中最新研
究进展 
殷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银牌赞助-4500欧元（最多3个公司）  
! 门厅挂有该公司的条幅 
! 会议期间背景幕将有公司的商标 
! 公司商标将会出现在中国水产会议媒体上并会在中国国际集

约化畜牧展览会上展出 
! 提供客户端门户（该工具用来邀请关系，监控预注册和增加

参会人员） 
! 选取喜欢的时间，展示介绍15分钟 
 
一般赞助商-3995 （4个公司）  
! 会议期间背景幕将有公司的商标 
! 公司商标将会出现在中国水产会议媒体上并会在中国国际集

约化畜牧展览会上展出 
! 10分钟展示介绍 
 
晚宴赞助商-10000 （1个）  
! 第一天研讨会后的晚餐 
! 10分钟展示 

欢庆晚宴  18:00 

第二天  

2014年9月22日  

会议  5 
12 08:15-08:45 
13 08:45-09:15 
14 09:15-09:45 
15 09:45-10:15 

 
茶歇  - 10:15-10:45 

 
会议  6 
16 10:45-11:15 
17 11:15-11:45 
18 11:45-12:15 
19 12:15-12:45 

 
午餐  - 12:45-14:00 

 
会议  7 
20 14:00-14:30 
21 14:30-15:00 

 
闭幕  15:00 

 
10. 鱼类肠道菌群和相互作用 
周志刚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11. 新型饲料副产品和天然饲料补充剂
在鱼类可持续和健康养殖中效果 
Professor Simon Davies, Chair in 
Aquaculture Nutrition within the School 
of Biosciences, Plymouth University and 
heads the Fish Nutrition & Aquaculture 
Health Research Group 
 
12．鱼类饲料认证标准 

Roy Palmer, Executive Director -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afood 
Professionals 

 
 

目前表示支持2014中国水产的公司包括：                 
DSM, USSEC, Jefo, LFA Lesaffre Feed Additives, Hinter, Olmix, Nutriad, Alltech, Biomi

 
 
请传真至   +31 30 295 2809 或发邮件到：  vincent.veelbehr@vnuexhibitions.com 

有关更多信息欢迎咨询：Vincent Veelbehr  +31 30 295 2303 
 

我对下面的方案感兴趣,请与我联系进一步讨论： 

"白金 " 金牌 " 银牌 " 一般 "交流晚宴 
 

姓名: 公司电话:    

联系电话: 邮件地址:    

Roger Gilbert 4/6/14 12:45
Formatted: Indent: First line:  0.5 ch

Roger Gilbert 4/6/14 12:45
Formatted: Indent: First line:  0.5 ch

会议登记及预约：

截止日期为预订和支付为2014年9月10日

中国水产2014 营业时间： 

9月21日：9.00  -  17.00，包括午餐 

9月22日：9.00  -  15.00，包括午餐

门票价格： 

门票9月21日：450.00元 

门票9月22日：人民币450.00 

门票21 + 9月22日：650.00元 

避免现场排队。

支付成功后您可以自己打印网上徽章

http://bit.ly/AquaticChina14C

很高兴水产养殖无国界组织(AwF)大会成功在越
南胡志明市举行。会议确实如其主题“激动人心的
故事”一样令人兴奋。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纷纷
为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献计献策，这种感觉很温
馨。

本次会议由AwF发起者Michael New OBE和我共
同主持，共有九个问与答的讨论环节。

2014年对于AwF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今年是
AwF进入第二个十年计划的开头之年；为此，我们
将相应调整发展方向。AwF走向成熟和发展的过
程，也是走向更高水平的重要开端。AwF具有很好
的工作基础，现正在考虑建立战略联盟，这也是长
期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仍然主要依靠
会员募集资金，但我们会增设条款以期使我们的组
织成为被社会、政府和其他慈善组织所认可，并可
为水产养殖提供发展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专业慈善机
构。

Michael New陈述了AwF创办十年来所取得的
成就，并且高度赞扬了AwF各位会员的辛勤劳动，
募集资金使得该组织得以有序运转。他提醒与会人
员，2006年印度洋海啸灾难过后，人们开始就赔
偿问题向我们寻求帮助，AwF工作开始取得突破性
进展。

Eddie Pantanella结合自身在东南亚国家开展意
大利项目的亲身经历，谈论了缅甸妇女在水产养
殖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工
作，代表们纷纷对其在缅甸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
贺。Eddie Pantanella期望2014年能继续开展第
二阶段的工作，并邀请AwF共同参与。

新一届世界水产养殖学会亚太分会(WAS-APC)学
生处主席和去年世界水产养殖学会(WAS)杂志奖获
得者May Myat Noe Lwin结合自身所见所闻，阐
述了AwF如何可以有效地创办水产养殖培训中心，
以便更好地帮助缅甸发展水产养殖业。我相信，
本次会议一定可以就缅甸水产养殖业规划达成一
致。

世界水产养殖学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分会
(WAS-LACC)主席Antonio Garza de Yta强调了
AwF决策在墨西哥的重要性，墨西哥取得了许多较
好的经验。Antonio作为AwF能力建构工作小组主
席，认为商谈决策本身就是一件事情良好的开始，
目前许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已正在商谈
该事情。

我本人简介汇报了AwF下一个十年计划的框架。
我认为需要建立更为广阔的联系和合作，以便让有
限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当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是建立水产养殖进修中心和构建全球学校网络平
台。一旦完成2014�2019年战略目标，我们将致
力于争取财政支持以充实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和水产
养殖专家。

期待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翻译：邓君明博士，云南农业大学 

激动人心的故事—
战略决策的形成

Roy Palmer
水产养殖无国界组织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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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前文中介绍了可持续生产功能
性水产饲料和功能性的水产品的概念。我
们的研究侧重于心血管疾病，以及如何通
过可持续生产功能性水产饲料及功能性水
产品来提高抵抗心血管疾病的能力。然而
直到现在，七个国家研究中许多血清胆固
醇含量高群体，其冠心病发病率低的确切
原因尚未明确（Keys等，1984）。目前
营养学和水产养殖学研究者日常研究需要
考虑一个问题：预防心血管疾病是否真的
需要降低血清中胆固醇含量。

鱼类是否可以替代降低
胆固醇的药物？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药效强的他汀
类药物特别是阿托伐他汀和辛伐他汀等
药物，可能会提高患新发糖尿病的风险 
(Carter 等, 2013)。鉴于这个新发现，
我们可能会疑问：我们真的必需他汀类药
物来降低胆固醇含量？是否可以通过极性
脂类食物来更好的保护自己？如果是这样
的话，我们如何利用不同的原料和饲料配
方来生产具有新功能的鱼饲料，进而养出
能够抵抗心血管疾病的鱼。实际上我们是
在寻找一条具有双重功效的途径：既生产
出具有新功能的饲料和食物，同时可以降
低对药物的依赖。虽然目前心血管疾病可
以预防，但它仍是引起世界上数百万人死
亡和中风的罪魁祸首。考虑到心血管疾病
和饮食及营养搭配之间的关系，它已经成
为医药、营养、食品等企业的关注焦点。

另外，食物的供应与可持续性是全
球面临的首要问题。食品安全有两层含
义：首先，从数量和质量上满足人们的
需求；其次是食品能够持续供应，即可
持续性。

因此，生命科学研究需要关注食品抵
抗心血管疾病的功能以及如何实现其可持
续性。这迫切需要多学科间的交叉，真正

的同时解决食品安全与心血管持续性保护
这一命题。

其实原因很简单，举个简单的例
子，沙丁鱼油有较强的保护心脏的功能
(Nasopoulou 等， 2013b) ，但是如果
我们过度的捕捞野生的沙丁鱼，野生沙丁
鱼资源将会很快枯竭，那时我们将没有足
够的沙丁鱼油来生产用于水产养殖的鱼油
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ω-3药片。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一下我们的
行为。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食物需求
量也随之增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目前食
品生产系统的安全性将会面临许多风险。
目前，数百万人正受到营养不良、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威胁。这是
一项多重的挑战，为了降低营养不良、心
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我们生产的食品不仅
需要数量上的增加，同时需要质量上的提
高。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从三方面入手：
评估食品各组分抵抗心血管疾病中作用的
研究进展；评估近期食品的营养价值研究
进展；寻求新的实现食品生产可持续性的
途径，即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我们从食品
安全的角度，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和“
功能性”，来看待脂肪源的可持续性和转
基因农作物(Zabetakis, 2013)。

什么是橄榄渣？
利用三相离心技术生产橄榄油会产生

的两种主要的副产物——橄榄渣（Olive 
pomace ，OP）和橄榄工业废水。因
此，橄榄渣是橄榄油生产产生的天然农
副产品。现代更加高效、环保的两相离
心技术将橄榄渣和橄榄工业废水的合并
在一起，产生单一副产物——橄榄加工废
弃物。该副产物与传统三相离心技术产生
的副产物相比，其水分含量高，油脂含量
低。

目前橄榄油的年产量至少290万吨，并

同时产生约1500万吨的橄榄加工废弃物。
在地中海国家，数十年来（甚至是数百年
来）橄榄的种植是其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
部分。每加工100公斤橄榄就会产生35公
斤橄榄渣。这就意味着橄榄加工废弃物和
橄榄渣的生产是可持续的，同时橄榄粕在
各种饲料以及水产养殖中的可应用性需要
进一步明确。考虑到价格因素，橄榄渣（
约0.1-0.2€/kg）与其他油类加工副产品
相比，是一种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原料。鱼
类饲料配方中需要4-8%的橄榄渣，这使其
有望成为水产养殖的一种脂肪源。

最后，将橄榄渣从地中海国家运输
到北欧以及其他地区的问题，可以通过
提取其中的极性脂质，从而减少需要运
输物质的体积来解决（Nasopoulou 和 
Zabetakis， 2013）。

添加橄榄渣的鱼饲料及饲喂的鱼
为了生产新型功能饲料以及功能性食

品，我们课题组的研究焦点已经开始转
向橄榄渣的商业价值开发。目前橄榄渣
在农业和水产领域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
一些令人满意的成果。然而我们研究的
创新性在于不仅仅局限于开展（新型）
鱼类养殖，同时会根据心血管保护等能
力评估这种（新型）养殖鱼类的营养价
值，并希望最终能创造及取得新型鱼类
功能饲料、养殖鱼和具有专利保护的营
养保健品。

具体的方法是设计了两种饲料进行对
比：将海鲷（Sparus aurata）专用商业
饲料作为鱼油组（FO组），另一组是是
使用橄榄渣（在饲料颗粒中含量为8%）
的实验组（OP组）。我们的首先开展的
工作发现，用OP组饲料投喂的海鲷鱼体
总脂肪中脂肪酸含量显著降低，同时对
血小板激活因子（PAF）引起的血小板
凝集反应表现出极强的生物活性。换言

新型功能性鱼用饲料可预防心血管疾病
Constantina Nasopoulou，博士后，Ioannis Zabetakis，助理教授，雅典大学，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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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OP组饲喂的海鲷与FO组相比, 对心
脏的保护能力更强。

这些数据表明橄榄渣可以部分替代
鱼饲料中的鱼油从而提高心脏保护功
能(Nasopoulou 等，2011)。随后的
研究分析了OP组饲料和FO组饲料中许
多营养参数，结果见表1(Nasopoulou 
等，2013a)。

表中数值是3个个体测量值的平均值，
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95%的置信
区间）。FO组饲料的数据来源于我们之
前的工作，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做一个比
较，†表示经过Wilcoxon检验后OP组饲
料与FO组饲料有显著性差异。

两种饲料（FO组饲料和OP组饲料）
的脂类物质利用逆流分配仪和高效液相色
谱仪来分离提纯，随后对每种分馏产物的
心血管保护活性都进行了检测。分馏产物
测定结果显示，鱼饲料中添加橄榄渣可以
显著性提高饲料及相应生产的鱼的心血管
保护活性。这表明在水产鱼饲料中用橄榄
渣作为一种替代产品部分替代鱼油后能同
时提高鱼类饲料和养殖鱼类的营养品质和
商业价值(Nasopoulou 等，2013a)。

饲喂OP组饲料的海鲷的感官性能
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饲喂OP饲料

的鱼是否在感官上被人所接受？为了回
答这一问题，我们评估了饲喂FO组饲料
和OP组饲料海鲷的气味、滋味和余味。

结果显示，饲喂OP组饲料的
鱼与普通养殖（例如投喂FO组
饲料）的鱼感官分值相似。FO
组的鱼的甜味、新鲜度、海腥
味、肥满等方面分值较高，而
饲喂OP组的涩味以及油腻分值
较高（图1，改编自Sioriki 等）
。

饲料与炎症反应
最近发表了一项关于评估

饮食中补充不饱和脂肪酸ω-3
的研究。这项研究包含三个部
分：疾病和预防：研究高不饱
和脂肪酸n-3对高危心血管疾
病患者的作用；ASCEND：
研究糖尿病患者中的心血管案
例；VITAL：维生素D和ω-3
试验。作者指出：尽管从统计
学上看，ω-3脂肪酸与大多数
不同疾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发
病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它
在预防心血管疾病中发挥的作
用仍是未知的。直到获得的一
些随机数据提供了部分清晰的答案，某
些特定的人群，例如他汀类药物拮抗症
群体，必需依赖从食物中获取ω-3脂肪
酸(Rizos 和 Elisaf, 2013)。

如今，鉴定新型或进一步临床评估与
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化合物已经成为一场

全球性的竞赛。这项竞赛集结了食品行
业、营养制剂行业和制药产业等数以百
万的人员。然而，古希腊Hippocrates
的一句谚语可能是这项竞赛的秘密所
在——让食物成为你的药品，药品应该
是你的食物（let food be the medi-

表1：橄榄油渣（OP）组和鱼油组（FO）饲料营养组成 
（% 湿重）（Nasopoulou 等，2013a）

成分 OP 组 FO组*

粗蛋白 44.95±1.3 46±4.3
脂肪 19.4±1.7 21±2.1
水分 8.6±0.6 9.1±1.3

膳食纤维 5.2 ±0.3† 1.8±0.3†
灰分 6.0±0.9 8.3±1.4

能量（MJ/Kg） 21.8±2.1 23±2.6
蛋白质消化率（%） 89±4.4 90±6.2
维生素A（IU/Kg） 7000±210† 20000±410†
维生素D（IU/Kg） 3150±110 3000±120

维生素E（mg/Kg） 180±17† 258±19†
维生素K3（mg/Kg） 10±0.7† 33±7.3†
维生素C（mg/Kg） 200±20 168±14

铜（mg/Kg） 7.5±1.1 7.0±1.1
*FO组饲料数据来自于前期研究

†统计学显著性根据Wilcoxon检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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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 and medicine be the food）。
在我们探索新的功能性饲料及其水产品
以及具有神奇功效的救心药物（在体内
和体外都对抵抗心血管疾病有效果）的
过程中，缺失的关键一点是：如何将自
然界中的原料整合到饲料中用于功能性
食品和药物的开发。这也是我们目前研
究的重点：探求饲喂橄榄渣饲料鱼体极
性脂质结构变化的机制。

（中国海洋大学 何艮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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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zabet@chem.uoa.gr 
Website: www.zabetakis.net

图1：对传统养殖海鲤（FO组）和营养强化
海鲤（OP组）味觉特性评价结果的网形图 

（Sioriki 等, 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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