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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LinkAsia Connect主要

围绕两年一届在曼谷举办的VIV

亚洲展会。展会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它不仅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了

与现有客户和合作伙伴交流的机

会，还为客户提供了在新市场开

发新客户的机遇。我们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可以听到有新的渠道合

作伙伴加入的消息。 

“我们很高兴看到客户带

来了新的产品和技术，在未来的

几个月里我们会把它推向市

场。” LinkAsia Partners首席执

行官David Saunders说，“这些

新的创新会使我们的业务更让人

感兴趣，也为我们的渠道合作伙

伴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LinkAsia Partners 近期开

始与M L i n k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imited 合作。 MLink 是一家

依托中国本土团队, 为国际合作

伙伴提供饲料添加剂采购服务的

公司。 

服务范围包括采购, 品控，

协调采购和运输过程。其他服务

还包括协助办理饲料产品进入中

国市场必须的注册和登记。 

对于希望从优质的中国饲

料添加剂厂家直接采购但没有中

国本土团队支撑的公司来说, 

MLink 提供的服务非常有价值。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LinkAsia Partners 希望把这些新

的产品和服务带给行业和合作伙

伴们。 

LinkAsia Partners 最新进展： 

创新，发展，整合

David Saunders 
LinkAsia Partners 
首席执行官

LinkAsia Partners在VIV亚洲2015的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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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新闻: 

中国饲料添剂采购和中国发展计划的优选合作伙伴
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饲料

行业的巨大潜力, 然而在基础

结构和文化差异下, 如何能迅

速地开发市场, 非常具有挑战

性。对于希望从优质的中国饲

料添加剂厂家获益的企业来

说, 一个被跨国公司证实的有

效策略，就是通过中国本土的

团队来监督他们的供应商以保

证产品的稳定和可靠。 

LinkAsia Partners 近期开

始与M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合作。 MLink 是一家依托中国

本土团队, 为国际合作伙伴提

供饲料和食品添加剂采购服务

的公司, 包括维生素,氨基酸,酶

制剂等产品。  

MLink 服务范围包括采购, 

品质控制, 文件分类, 证书控制, 

协调直接或间接的采购和运

输。 其他服务还包括协助办理

饲料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的

注册和登记。 

不论是战略采购的需求 , 

还是严格的产品注册, 与一家

可靠并资源丰富的本土公司合

作 , 在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要

的。  

MLink 作为一家提供英文

服务并拥有丰富的饲料添加剂

采购和进出口经验的公司, 一

定会使你的采购计划实施地更

加成功。 

需要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

系info@linkasiapartners.com. 

MLink了解饲料行业的采购

需求, 帮助合作伙伴寻求直

接进入中国的通道。 

国际化的预混料和饲料生

产企业, 经销商也可以通过

MLink 的本土团队采购优

质的产品。 

佟珊 

MLink International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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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最新进展： 

Tecnozoo 推出⼀一种新型的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Immunoformula，来自Tecnozoo的新产品，是一

款功能强大的辅助加强和保护动物生理条件的产品。

由于其组分的协同作用，Immunoformula 同时可以促

进对动物的稳态控制，以其更好地适应新的或者紧张

的环境。 

  Immunoformula 的有效性评估试验在欧洲进行，试

验对象是35日龄商品蛋鸡90只。50日龄时，注射

NDV+IBV+IBDV（新城疫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

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灭活疫苗。 

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Immunoformula： 

试验组1：从35日龄按照1公斤/吨的添加量添加至接

种之日，之后按照0.5公斤/吨的添加量再添加15天。 

试验组2：试验全部过程，按照0.5公斤/吨的添加量

添加。 

对照组中的蛋鸡日粮中不添加Immunoformula. 

试验结果表明，在饲料中使用Immunoformula，
对免疫系统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接种后，三种病毒

都具有较高的平均抗体滴度水平。 

    Immunoformula 可以在家禽，奶牛，牛犊，猪，

兔，马中使用。 获取有关 Immunoformula 的更多信

息，请发电子邮件至info@linkasiapartners.com. 

Immunoformula, 25公斤袋装

!

!

!

mailto:info@linkasiapartners.com
mailto:info@linkasia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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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最新进展: 

氧化锌可缓冲仔猪饲料中的有机酸

⽤用“传统”原料如氧化锌的时候，缓冲能⼒力是经
常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2014年，欧盟更新了饲料生产法规，使得

仔猪饲料中使用普通氧化锌变得徒劳无功。从个

人角度而言，我在每吨仔猪饲料中会使用2-3千
克普通氧化锌。这仅仅是因为有经销商认为这是

市场所需要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改用一

些其他原料以便更符合现代养殖要求。我们选择

了一种新型增效氧化锌来源（基本上是多孔氧化

锌），其用量较少且符合欧盟规范。而且它仍然

能够对平衡肠道菌群产生有效的作用—但那就是

另一个问题了。 

在氧化锌替换试验过程中，我恰好读到一

篇由Giannis Karvelis 撰写的有关日粮缓冲能力的

文章，文章中谈及的锌和有机酸激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我不仅在试验中使用高水平的氧化锌，而且

我坚信在非加药饲料中可使用高达每吨10千克有

机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使用更多。 

当我意识到使用正常水平的氧化锌(2-3千
克/吨），所添加的有机酸未出现任何pH值降低

的结果，这令人惊讶。 如果这是用于在加药饲

料中，以有机酸来避免改变饲料的 终pH值，那

当然值得欣慰。但是这些饲料是依赖有机酸控制

致病性细菌的非加药饲料。 

酸结合能⼒力 

目前已有一种网站应用工具，可使用一个

相当大的数据库来计算任何饲料的酸结合能力。

网址是http://animine.eu/ABC4-calculator. 

因此，通过这种工具，我计算得出一种基

于普通氧化锌的简单日粮和一种使用替代氧化锌

的相同日粮方案。使用柠檬酸作为参考酸（如图

1）。在仅使用这种酸，且添加量为10千克/吨的

时候，其将参考pH值为4（ABC4）的酸缓冲结

合能力降至56毫克当量/千克饲料。通过改变氧

化锌来源，缓冲能力降至48毫克当量/千克饲

料。换言之，普通氧化锌可缓冲相对较高添加水

平的柠檬酸。当然，我知道它们各有其作用。由

于我所采用的仔猪饲料产品已经低于推荐的 大

ABC4 ，因此我尚未注意到各成分的作用。 

以下⽂文章经《国际养猪》同意转载，2015年2/3⽉月期 

作者：Ioannis Mavromichalis博士

图1：ABC4在线计算器（http://animine.eu/ABC4-calculator/）

在仔猪饲料中使⽤用⼀一种替代氧化锌代替普通氧化锌，可缓冲10千克柠檬酸的ABC4。

当前 模拟

http://animine.eu/ABC4-calculator/
http://animine.eu/ABC4-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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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测试中， 我所用的日粮样品（如

图1）正好高于推荐的ABC4 大剂量(350毫克当

量/千克)，而在通过使用一种低添加水平的氧化

锌来替代后， ABC4下降到可接受的水平。在商

业化条件下，当ABC4很难控制的时候，特别是

日粮含有高水平的乳制品和鱼粉的时候，这种氧

化锌的添加会产生巨大的益处。 

如下是来自这次实验的一些有用的观察数

据，以供参考： 

1. 如果使用普通氧化锌，且ABC4已经稍高

（如高于650毫克当量/千克），必须添加有机酸

以控制普通氧化锌的强酸结合能力，或者改用替

代来源。 

2. 低水平的有机酸（1-3千克/吨）在含有

普通氧化锌的日粮中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其酸度被中和了，除非它们只用于这个目的。不

过这会大大增加正常使用氧化锌的成本。 

3. 使用能降低饲料总ABC4的替代形式来取

代普通氧化锌的时候，有机酸的添加水平可以降

低，这提供了相当大的节约饲料成本的潜力。 

4. 基于氧化锌替代形式的日粮中ABC4水平

较低，高水平的有机酸可提供很强的抑菌和杀菌

效果，正如其自身特征所预测的那样。


基于这些注意事项，以下两项问题值得讨

论并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首先，在美国和那些普通氧化锌以3+千克/ 

吨量添加的其他国家中，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一些仔猪日粮会受益于有机酸的添加。实

际上，一些营养公司和营养学家主张使用有机酸，

甚至是在含有抗生素的日粮中。这是因为他们在

这些日粮中也使用普通氧化锌吗？ 

其次，在欧盟和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的

其他国家，以往的经验表明，使用低水平有机酸

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多数欧盟

国家的日粮中都使用普通氧化锌吗？如果这是对

的，我们还应该期望在使用替代氧化锌的日粮中

添加低水平有机酸来获得更大的益处吗？  

总之，氧化锌将继续给营养学家带来新的

挑战，无论它以这种形式还是其他形式使用。在

添加或不添加抗生素的日粮中，ABC4的作用都

值得注意。 

技术最新进展: 

氧化锌可缓冲仔猪饲料中的有机酸

来自Animine的HiZox®是一种增强型的氧化锌，

可以用低添加量替代常规的药物添加。HiZox®
可以给饲料和预混料生产企业，以及养猪场带

来相同的效益（生长性能的提高）但不会带来

氧化锌过量补充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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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件回顾: 

VIV亚洲2015，泰国曼⾕谷 

VIV亚洲2015于2015年3月11日至13日在曼谷国际贸易和展览中心

（BITEC）举办，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拥有870家参展企业和30000名参观

者。 

LinkAsia Partners在展会期间接待了大量前来了解Agromed, 

Animine, Biorigin, Bluewave Marine Ingredients 和 Tecnozoo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参观者，经销商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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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亚洲展会期间，Agromed, Animine, Biorigin, Bluewave Marine Ingredients 和 Tecnozoo 在曼谷悦榕

庄共同举办晚宴，招待70名渠道合作伙伴。这是一场豪华的晚宴，可以看到壮丽的曼谷天际。

 

 

 

 

 

L inkAs i a Pa r tne rs和
Agromed，Animine，
B i o r i g i n，B l u e w a v e 
Mar ine Ingredients，
Tecnozoo 一起，在此表

达对所有VIV亚洲2015
的合作伙伴和参观者的

诚挚地感谢，正是因

为你们的支持，展会才

能如此的成功，谢谢你

们！

重要事件回顾: 

VIV亚洲2015，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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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寻找改进电⼦子通讯杂志的⽅方法，
欢迎你的回复和宝贵的建议。请发送建议
到 info@linkasiapartners.com. 

    回复

与2015米兰世博会相结合，Tecnozoo将敞开大门，欢迎你到办

公室来，讨论的话题可能会改变畜牧行业的工作方式。 

从5月到10月，每月的会议将讨论饲料行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

Tecnozoo可以提供的解决方案。 

重点会放在耐药性，生产，动物源性食品消费和农场如何获益，包括业务管理的 优模式，目的

是减少浪费并增加饲料利用率。 

你也可以参观Tecnozoo的工厂，可以近距离参观并了解Tecnozoo产品的可靠性和优质性。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请联系tecnozoo@tecnozoo.it. 

关于2015⽶米兰世博会 

2015米兰世博会是全球展会， 2015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在意大利米兰举办。在6个月

的时间里，米兰将成为世界的展台，展示来自140多个国家 佳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包括：如何可

以保证健康，安全和丰富的食物供给，同时还必须尊重这个星球和它的平衡。除了参展国家，世博

会也有国际组织的参与，预计有超过2000万的游客将参观占地110万平方米的世博园区。 

    访问www.expo2015.org获得更多信息。 

预告: 

2015⽶米兰世博会

http://www.expo2015.org
mailto:info@linkasiapartners.com
mailto:info@linkasiapartners.com
mailto:tecnozoo@tecnozoo.it
http://www.expo2015.org
mailto:tecnozoo@tecnozoo.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