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的猪场解决方案

灵感、技术及专业知识 - 多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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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猪牵动着我们的
所有目光”

丹麦养猪学会是由丹麦多家独立的养猪设备
和服务供应商联合成立的协会。 

丹麦养猪学会是国际及丹麦本土养猪企业与
养猪业内其他相关人士、团体、机构和组织
的聚集地。

丹麦养猪学会让养猪企业有机会共聚一堂，
领略丹麦的优秀技术。

...来到国际养猪企业的聚集地！ 
  
我们将在丹麦养猪学会(Danish Pig Academy)
展示面向养猪业的最新技术及高效解决方案。 

我们保证您会收获与众不同的体验，同时也能
激发您打造前瞻项目的灵感。

机不可失 - 如果您有志成为行业佼佼者就赶快
行动吧！” 

主席Torben Olesen

欢迎...

有这样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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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您可以接触到各种现代技
术。
您将获得前沿知识，找到在专业养猪
业中打造前瞻项目的灵感。

设计

遗传学

资金

粪便处理系统

绿色环保

猪舍建造技术

饲料及粮食储存

教育与管理

多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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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支持联合国的17项全球目标

Food NatioN
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丹麦提供

您想了解丹麦的专业知识如何为您的业务带来
积极影响吗？丹麦的食品产业集群拥有强大的
价值链，包括初级和加工食品制造、食品技
术、原料、专业知识以及对各种现有产品的研
究。

遇到难题时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这是丹麦食
品行业的优良传统，也是其根植于血液的重要
特色 - 这涵盖了整个价值链，从环保农业生产
到减少食物浪费，面面俱到。

Food Nation是由丹麦政府与知名私营组织和公
司成立的公私合作组织。 
欢迎加入丹麦食品产业集群，成为我们的商业
伙伴。对于寻求解决方案、产品和合作相关信
息的全球利益相关者，我们为其提供了达成目
标的通道。

如需联系我们，请访问： 
www.foodnationdenmark.dk

我们的合作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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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行业佼佼者！

几代丹麦人的经验和孜孜不倦的钻研共同促
成了如今丹麦养猪业的辉煌成就：每头母猪
可生产40头仔猪，动物福利更佳，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和盈利能力更强的业务。

100多年来，在就业和出口方面，养猪业一
直是丹麦的重头戏。

丹麦养猪业在育种、质量、食品安全和可追
溯性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丹麦是世界上主
要的猪肉出口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便是合
作，这可以确保完全控制生产链中的所有环
节。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请访问 
www.danishpigacademy.com。

+40 psy

访问我们了 
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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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 Moelgaard Jensen

总经理

ACO FUNKI China

微信号码: Moelgaard

电话:(+86)139 5325 2170
jjensen@acofunk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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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 FUNKi： 
丹麦设计 – 德国品质 – 全球经验

ACO FUNKI是一家欧洲领先的猪场设备

供应商，我们为猪舍提供全线的设备，

包括栏位系统，地板系统，干料和液态

料系统，零件以及通风设备等。

公司成立于1933年，现在ACO FUNKI已

是一家全球化企业，分别在丹麦，德

国，法国，西班牙，波兰，俄罗斯和中

国设有公司。

自2004年起，ACO FUNKI 成为ACO集团

旗下的子公司，ACO集团是全球排水系

统行业的领导者，在全球40多个 国家

拥有4400名员工。

全线项目 • 干料系统 • 液态料系统 •  

栏位 • 地板系统 

作为ACO集团的一部分，我们有机会在

15个国家的ACO集团自己的生产线生产

制造我们的产品,在我们的客户附近，

为了提供最有竞争力的价格。

ACO FUNKI 一直不断的发展与成长，我

们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拥有最好的价格

和最优质的品质。我们不断的创新和进

步，为了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最先进和最

高效率的设备。

全线项目
ACO FUNKI 拥有全球多年项目经验，我

们参与整个过程，因地制宜给您提供个

性化的方案，注重项目的细节。

ACO Funki China Qingdao

电话: (+86)0532 8665 7828
acofunki@acofunki.cn
www.acofunki.com

尚文彬 (Johnny Shang)

销售经理

微信号码: ACOFUNKI

电话:(+86)136 6164 5855
jshang@acofunk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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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境 • 通风 

建筑 • 农场管理

aGRiFaRM
多年来，我们开发了独特的养殖场概
念，特别是一些创新的环境技术，而这
些技术也获得了Agromek价格奖， 2009
年，2012年和2014年以及2012年的欧盟
环境奖。

Agri AirClean和Intellifarm养殖场概
念 - 这两个概念都有益于环境，动物
和经济。

Agri AirClean – 您安全的选择
Agri AirClean是一种化学空气净化
器，可有效去除所有养殖场中的氨和异
味。该清洁剂特别适用于氨/气味浓度
特别高的地板通风。 Agri AirClean设
计用于开放式的养殖场，也适用于牛
舍，因此低温不会妨碍空气净化。 

使用Agri AirClean能让您在更低的生
产单位上生产更多的家畜，促使更有效
且经济的持续生产值，以及更有效地
利用员工资源，从而带给您更好的利
润。同时您也可以生产无氨肥料，因此
Agri AirClean是一种经济高效的空气
净化器。 

Intellifarm养殖场 
使用Intellifarm养殖场概念，您可以
获得更好的环境，增加动物福利并减少
能源消耗。

Intellifarm配备了创新的通风原理，
混合通风，其中技术结合了自然通风和
地板通风，最终导致低能量水平。

5项指标
1. 农民的生产安全
2. 节能
3.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4. 有效的运输环境
5. 动物福利

Niels Pedersens Alle 2
8830 Tjele
Denmark

电话：(+45) 89 99 25 77
agri@agrifarm.dk
www.agrifarm.dk

Bo Rosborg
大客户经理

电话：(+45) 21 66 25 72
bro@agrifarm.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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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处理系统

agrometer公司：  
农业灌溉系统 

历史悠久（成立于1977年），品质保
证
Agrometer是全球供应商，为私营和公
共领域的专业用户提供先进解决方案。
我们是泵浦和流量控制专家，可提供涵
盖农业、市政、海事和工业泵送解决方
案的全套项目。 

泻湖粪便分离，减少含磷量
Agrometer螺旋压榨机是分离流体和固
形物的最有效解决方案之一。可通过
多种方式大量去除粪便中的纤维，每
台分离器最高可达到30 m³/h（牛）和 
40 m³/h（猪）。Agrometer将为您提供
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必要的控制器、
泵和混合器。 

面向未来的粪肥撒布机
新一代粪肥撒布机可以更有效地撒布粪
肥，提高谷物产量，同时保护自然环
境，改善工作环境。 
所有通信均通过专业无线电通信进行操
作，您可以使用调制解调器为粪肥撒布
机提供远程支持和在线故障排除。

适合长距离的移动式渣浆泵
高性能移动泵装置，适合连续粪肥泵
送。不需要使用大型油罐车在公共道路
上运输粪肥。 

容量大，配备无线电控制PLC、安全程
序和清洁系统，可使用空气和水清空
软管。

Fælledvej 10
7200 Grindsted
Denmark

电话：(+45) 76 72 13 00
agrometer@agrometer.dk
www.agrometer.dk

Kristen Yde Pedersen
区域销售经理

电话：(+45) 23 82 22 99 
kpe@agrometer.dk

Martin Skaanning 
区域销售经理

电话：(+45) 30 49 99 69 
mhs@agrometer.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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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仓  ●干燥物料
储运设备

BM Silo 
我们守护共同的世界资源
-从原材料到培训服务。

BM Silo筒仓在谷物、粉末、咖啡颗
粒、小颗粒、动物饲料等几乎所有类型
的干燥物料的储运产品制造方面拥有50
多年的经验。

BM Silo筒仓凭借独特的模块化系统理
念，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提供利润丰
厚、终身可靠、百分百量身定制的解决
方案。

BM Silo的所有筒仓使用紧凑的包装套
装交付到世界各地，便于更快和低成本
的运输。

访问www.bmsilo.com，了解更多BM 
Silo筒仓可为您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公
司的历史、专业知识和产品范围。

全球范围
•	 当地经销商
•	 顾客定制
•	 CE-文件
•	 优质产品及服务

即时
•	 灵活的生产
•	 经认证的钢制品
•	 统计计算

包装套装
•	 每个集装箱40个筒仓
•	 极低运费成本
•	 安装：2人—2天
•	 热处理集装箱托盘

模块化筒仓
•	 完整的解决方案
•	 最优的空间利用
•	 从0.14m3到91m3不等

Morrevej 7
7500 Holstebro
Denmark

电话:(+45) 97 43 50 66
info@bmsilo.com
www.bmsilo.com

Claus Martinsen

所有者

电话:(+ 45) 96 13 50 09
claus@bmsilo.com

Dorte Zacho Martinsen

首席执行官

电话:(+45) 96 13 50 07
dorte@bmsi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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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泻湖

Millag可在全球范围内交付粪便 
泻湖设施并提供安装服务

自1997年以来，Millag在全球范围内安
装了多个带盖粪便泻湖，这使得我们的
员工在规划和建造客户特定粪便泻湖方
面拥有丰富经验。

通过与客户密切合作，我们找到了满足
当地政府要求的理想解决方案。 

丹麦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环保法规。根
据丹麦农业建筑规范表 103.04-30，粪
便泻湖在丹麦获准， 
这意味着它们也符合欧盟大多数国际基
金的要求。

安装和组装工作由Millag的工程师完
成。他们通过了丹麦标准DS 2383认
证，可确保安装满足DS/INF 466的严格
要求。

带盖的粪便泻湖根据丹麦农业建筑规范
表103.04-30建造，由安全膜、报警系
统、底膜和覆盖膜组成。 
覆盖膜中有许多通风口， 
允许气体逸出。

Egegaardsvej 5
5260 Odense S
Denmark

电话：(+45) 88 61 26 00
info@millag.dk
www.millag.dk

Tina Hansen
出口销售

电话：(+45) 63 11 24 50
tfh@millag.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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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培训

Bygholm农学院：
养猪业 - 量身定制的课程 
和培训 

通过与丹麦养猪学会成员的合
作，Bygholm农业学院可以为每个客户
量身定制所有课程。 

Bygholm农学院将根据您的需求设计专
门的定制课程，帮助您从丹麦养猪业的
广博知识库中汲取知识。所有课程均包
括一系列的讲座以及到相关猪场和公司
的实地参观，例如：种猪站、饲料厂、
沼气厂、通风设备公司，等等。 

我们的目标是将知识点讲座与动手实践
相结合，以便参与者能够顺利理解和掌
握所学内容。

国际课程
自2004年以来，Bygholm农学院为国际
客户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养猪相关课程和
培训活动，参与者来自俄罗斯、塞尔维
亚、泰国、韩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 

内容关键词：
• 每个生产单元中的最佳实践管理
• 健康、疾病和生物安全
• 繁殖和育种
• 饲料和喂养
• 猪场设计和技术
• 生产经济
• 动物福利
• 猪场工作培训

Bygholm农学院的愿景是在国内和国际
上为农业企业培养积极专注、能力出众
且富有远见的农民和管理者。

Hattingvej 49
8700 Horsens
Denmark

电话：(+45) 75 62 17 99
info@bygholm.dk 
www.bygholm.dk

Anders H. Nielsen 
国际协调员

电话：(+45) 30 28 17 99
ahn@bygholm.dk



Bygholm
Agricultural college & Confer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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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

Cloudfarms： 
养猪管理系统

Cloudfarms养猪管理系统是首个真正基
于云的多站点养猪管理系统，适用于大
型高效猪场。

我们的管理系统包括：
• 核心养猪管理模块：支持您管理所有
猪场相关主要功能和基本报告。

• 适用于android系统的应用：经过优
化，可以捕获您在猪舍内进行的活动中
的数据。移动设备非常简单易用，因此
没有相关技术背景的人也可以轻松输入
数据。如果数据有误，则会立即验证数
据并向用户发出警告。

• 分析和分层级报告：您可以轻松地将
您希望合并到同一报告中的那些猪舍包
含在内。

• 仪表板：自定义仪表板功能可以通过
在安装于午餐室等内的显示器上显示
图表、仪表和表格的方式，高效呈现猪
场数据。

• 基准点：基准点允许您比较两个猪场
之间所有KPI绩效，或者比较一个猪场
系统中的各个猪场。

• 预测和预算：根据您的最新结果计
算，我们为您提供完整的预测和预算，
以便您知道将来如何应对。

Cloudfarms
www.cloudfarms.com

Bettina Mathiessen 
产品经理

电话：(+45) 61 70 10 58
bettina.mathiessen@cloudfarms.com

Jens Toppenberg
CEO 

电话：(+421) 905 998945
jens.toppenberg@cloudfar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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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个人云服务 智能信息采集 分析&分层级报告

预测、模拟&预算 核心管理

综合型

仪表板

基准点问题管理

育种管理 种猪站

交配 分娩 断奶

死亡 转移 盘点

动物卡 问题 销售

用药 工具背部脂肪

育种 喂养哺育

出生    成长   屠宰

育种

鲜度

活体运输时间 CO2足迹 兽医检查

药物

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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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

Combigas完整的沼气解决方案

Combigas 是一家经验丰富、快速发展
的丹麦公司，其核心业务是开发、设
计、实施和支持完整的沼气解决方案。

经验和创新
沼气技术将被动的废物转化为清洁的和
可持续的能源。 沼气厂的建立是基于
其运营管理者及对大自然的尊重的基础
上的。

这些工厂由专业承包商与Combigas员工
密切合作建立，他们在全过程中密切监
控整个项目。
Combigas致力于向所有客户提供合理的
价格，及可靠的和可持续的绿色能源。

合作
Combigas与沼气行业内众多经验丰富、
专业化程度高的公司合作。
该技术已经过全面测试，并在丹麦和世
界其他地方的站点上运行。

Combigas的理念是通过各地在沼气领域
拥有雄厚资金实力、专业知识和丰富经
验的经销商网络在全球销售。

•	 分析
•	 设计
•	 建造
•	 调试骏工
•	 支持

Ryttervangen 11C
7323 Give
Denmark

电话：(+45) 96 80 80 60
sales@combigas.com 
www.combigas.com



Combigas
Complete biogas solutions

R

Waste❷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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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

danBred
DanBred是世界领先的国际生猪育种公
司之一。 

世界各地的很多高速增长养猪企业都对
DanBred信赖有加，通过与其合作取得
了优质、可预测的业务成果，公司拥有
深厚的遗传学研究经验和全面的服务解
决方案产品。 

DanBred是世界上第一家在计算指数时
使用100% GGP和GP动物的基因组信息的
育种公司。因此，DanBred指数成为世
界上最现先进的指数，非常准确且十分
可靠。 

我们就是健康动物、创新、透明度和知
识共享的代言人。

2018年，DanBred推出了《手册》(The 
Manual, manual.danbred.com)，这是
一本了解DanBred后备母猪的完全指
南。本《手册》适合所有人，可以在线
阅读，也可以作为应用程序下载。 

DanBred制定了长期稳定的育种目标，
每隔几年进行一次修订，旨在确保
DanBred Duroc、DanBred Landrace和
DanBred Yorkshire的遗传增益能带来
最大利润，为主要的养猪群体创造可
持续的高投资回报。有关我们的育种
目标，请访问www.danbred.com进行了
解。 

DanBred公司由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
会、丹麦农业公司和前DanBred国际公
司（现为Holdingselskabet DBI公司）
所有。

Lyskær 3EF
2730 Herlev
Denmark

电话：(+45) 38 41 01 41
danbred@danbred.com 
www.danbred.com

Trine Nielsen  
营销经理 

电话：(+45) 44 88 11 33
danbred@danbred.com



优化后备母猪和母猪行为表现的指南

旨在帮助客户围绕日常任务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

知识、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逐步进行说明的指南

用于计划和监控喂养、热管理、授精技术的工具

关于健康和环境的全面建议，包括水质、照明和温

度。

■

■

■

■

■

下载DANBRED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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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sh pig Genetics公司
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经验丰富，技
术先进且拥有世界知名的遗传学专家，
凭借这些优势成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育
种计划目之一，Danish Genetics。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供世界一流的遗传
学技术来优化您的养猪业务，因为我们
明白我们的业务与您的业务和成功息息
相关！

Danish Genetics的背后是25家丹麦最
有经验的核心猪场、繁育猪场和全球供
应商。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创新
实力提供领先的国际育种计划。Danish 
Genetics以丹麦100多年的研发经验为
依托而建立。

我们致力于服务全世界的客户，而我们
的遗传研究工作和育种计划可以为此提
供强大后盾。我们与国外的知名遗传学
专家合作，致力于帮助丹麦以外的客户
实现持续发展并获得可观收益。

隶属于爱丁堡大学的罗斯林科技公司便
是我们的遗传业务合作伙伴。公司在遗
传技术发展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直处于研究、知识和专业技术的最前
沿。罗斯林科技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遗传
学、基因组选择、养猪和生物技术公司
之一。 

罗斯林科技公司拥有广泛的国际视野，
其所开发的育种计划和育种目标在全球
市场中有一席之地，这也使得我们能够
向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卓越的产品。

我们始终会对整个价值链的方方面面予
以考虑，从遗传层面一直到食品生产，
面面俱到。通过全盘考虑，我们能够优
化流程，降低成本并为世界各地的养猪
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

育种

Ladegårdsvej 2
7100 Vejle
Denmark

电话：(+45) 81 40 26 10
info@danishgenetics.dk 
www.danishgenetics.dk

Lars Husted Dall
CEO

电话：(+45) 81 40 26 12
lhd@danishgenetic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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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Vit公司： 
丹麦的知识和经验

DanVit提供定制的喂养解决方案以及我
们的优质产品的使用相关咨询。我们拥
有多年的饲料优化经验，可为养猪企业
提供优质矿物、浓缩产品和复合饲料。  

鉴于我们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使用我们
产品的客户可以获得丰厚利润，同时可
以获得更高的饲料转化率和更低的用药
成本。我们可以协助分析饮食变化的后
果，并与各种混合饲料的预期效益进行
比较。

DanVit致力于专研代乳品解决方案，可
提供交钥匙乳品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自
动喂食系统和优质代乳粉，让喂养过程
变得更轻松容易。我们以为我们的客户
及其仔猪提供优质产品为使命。 

danVit发展历程
DanVit成立于2010年，总部设在丹麦。
我们在塞尔维亚设有子公司，因此我们
可以与东欧其他国家/地区保持密切合
作。在客户心目中，我们是值得养猪企
业信赖的定制饲料解决方案供应商，我
们十分注重客户满意度并以具有成本竞
争力的价格提供优质产品。 

营养品与补品

Borumvej 51
8381 Tilst
Denmark 

电话：(+45) 70 70 15 40
mail@danvit.dk 
www.danvit.dk

Morten Gregaard
总经理

电话：(+45) 21 23 30 92
mg@danvit.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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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G Connect：如果您厌倦了晦涩 
难懂的it解决方案

DLG Connect是一家专业顾问公司，致
力于为您提供各种IT服务。

我们可以作为您的IT部门 - 我们拥有
遍布全国的IT顾问团队以及热线/远程
支持，可以随时随地为您提供帮助。

专业it技术支持
• 布线
• 电耦合
• 路由器
• 交换机

• 天线
• 摄影机
• 通过在猪场中的各个用户之间使用

委托型控制进行网络分段。 

在新项目中
考虑高科技
• 全套IT解决方案
• 协助硬件和软件的功能实现
• 协助安装软件
• 内部/外部硬件
• 为用户提供一般帮助
• 每次都有专业的帮助

IT 解决方案

Hvidkærvej 29
5250 Odense SV
Denmark

电话：(+45) 44 66 66 88
kundeservice@dlgconnect.dk 
www.dlg.dk

Peter Søby  
主管

电话：(+45) 40 36 74 14 
ps@dlgconnect.dk



信息采集

操作优化

可追溯性
物流

服务与
支持

记录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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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F 丹麦出口信贷机构： 
为丹麦养猪设备和服务的购买者提供
资金

购买丹麦商品和服务，便可以具有竞争
力的费率享受稳定的长期资金支持。

丹麦供应商可以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和
服务。在 EKF 的帮助下，这些能力出
众的供应商也可以帮助您筹集购买商品
和服务所需的资金。

如果您有以下需求，EKF 可以帮助您：
 
• 购买丹麦商品和服务
• 获得信贷以完成采购
• 以有竞争力的费率获得稳定的资金

解决方案

保证资金到位
如果您需要长期资金支持以便从一家丹
麦公司购买商品或服务，则 EKF 和银
行可以帮助您安排从供应商处融资。

或者，如果您计划从多家丹麦公司购买
商品或服务，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个覆盖
多个合同的购物线。这便于您放心从多
家丹麦供应商处购买商品或服务，不用
担心资金问题。

我们就是丹麦的出口信贷机构EKF，归
丹麦国家所有，并由其提供担保。近
100年来，我们通过消弭国际贸易的金
融和政治风险，帮助购买丹麦产品和服
务的买家获得AAA级融资体验。

要了解有关EKF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kf.dk/en。

资金

Lautrupsgade 11
2100 Copenhagen
Denmark

电话：(+45) 35 46 26 00
ekf@ekf.dk 
www.ekf.dk

Jørgen Bollesen
首席顾问

电话：(+45) 35 46 26 65
手机：(+45) 20 19 45 08
jbo@ekf.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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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MENtatioNEXpERts 
专门从事基于乳酸发酵的动物补充蛋白
饲料的研发和生产。

我们的饲料适用于猪、家禽、反刍动
物、宠物和水产养殖。使用我们配方独
特、品质优良的产品可以减少医用锌和
抗生素的使用，而且可消除生产中的有
害细菌，同时还能改善母猪、仔猪和育
肥猪的肠道菌群。最终，帮助农民实现
业务和利润的优化。

健康益处
• 更健壮、体型更一致的仔猪 
• 增加哺乳母猪的产奶量
• 育肥猪每日体重增加更多
• 改善饲料转化率
• 减轻猪舍中的细菌压力
• 显著减少医用锌和抗生素的使用

世界专利产品
我们的专利发酵工艺以天然副产品为原
料，如油菜籽、海藻、甜菜、小麦和大
豆。发酵和干燥的蛋白质饲料可改善肠
道菌群和动物健康状况，同时还能改善
营养素的吸收，从而减少摄食量并增加
育肥猪的重量。 

关于我们
我们在丹麦、乌克兰和美国均设有生产
工厂，专注于可持续生产，并充分利
用当地的植物和蛋白质资源。可通过
EUROPEAN PROTEIN  
www.europeanprotein.eu购买我们的
产品。

营养品与补品

Vorbassevej 12
6622 Bække
Denmark

电话：(+45) 75 38 80 40
info@europeanprotein.com 
www.europeanprotein.com

Thomas Pedersen 
销售总监  
          
电话：(+45) 21 41 93 34 
top@europeanprotein.com 

Jens Legarth
CEO

电话：(+45) 23 34 93 34 
jel@fermentationexperts.com



长势增加35%

粪便的细菌组成减轻了
猪舍中的细菌压力减少锌和抗生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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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粉

大豆粉 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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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g agroteknik: 
农业工程与贸易

弗高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丹麦公
司，成立于1972年，在波兰、俄罗斯和
中国设有全资子公司。 

弗高农业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为现代化
猪场设计和生产全球领先的“粪污直冲
系统”。

“粪污直冲系统”对于现代化猪场来说
是一个创新解决方案，目前已在全球范
围占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

弗高农业技术有限公司自1982年起向全
球超过35个国家出口产品。如今，超过
20多万个现代化猪场安装了弗高粪污直
冲系统。经过数十年的改进，弗高粪污
直冲系统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发展，
为现代化猪场提供最优化的粪污解决
方案。

弗高系统
弗高粪污系统通过漏缝地板下的管道系
统，将猪场的液态粪污快速从粪沟排放
至提升井。

系统采用我们非标的PVC管接头和PVC管
道安装而成。排放塞由高密度聚乙烯
材料制造，并配有橡胶圈。排放塞安装
在管件内的托槽上，以保证最佳密闭状
态。弗高水泡粪系统管径有200，250和
315mm。

弗高系统必须按照我们的技术要求进行
设计，以便形成一个封闭系统产生负压
而实现粪污的快速排放。

弗高液泡粪系统

Sylbækvej 6
8230 Århus
Denmark

电话：(+45) 86 25 57 00
fog@fogagro.dk 
www.fogagro.dk

Peter Bredgaard
CEO and technical consultant

电话：(+45) 86 25 57 00
手机：(+45) 23 40 25 77
pb@fogagro.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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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it：猪场仓储管理
GrainIt是一个基于云的猪场仓储管
理系统，它使用数据来跟踪猪场的库
存 - 并为猪场管理者提供仓储设施的
概要介绍。

Grainit是：
可在iPhone或Android系统中使用的应
用程序，可用于记录谷物 - 每次谷物
入库时即进行记录。该应用程序可以记
录数量、产地和位置，以及每次入库的
谷物的水分。数量可以按千克和其他单
位（例如稻草包）计算。还有很多其他
功能。
 
支持库存查询和设置的网页门户：
设置可以是：
仓储设施：猪场/其他场地、仓库和贮
藏箱
字段：编号、名称、ha和作物

该网页门户还可以进行采购、销售、移
动和状态注册。

datahub： 
GrainIt围绕数据引擎构建，可以通过
GrainIt将饲料采购信息从饲料生产商
处传输到仓储管理系统中 - 可以处理
所有类型的数据。所有操作仅需一个入
口点。
此外，还可以在系统中处理谷物销售和
作物采购。
 
追溯作物的产地：
GrainIt可以跟踪和追溯作物的产地，
从收割地到贮存地，无一遗漏。

自动记录：
GrainIt可以将数据收集到饲料厂、喂
养计算机和称重单元以自动记录消耗
量。这样就可以全面了解所有地点的库
存情况。
 
GrainIt还可以连接到桥梁重量，以确
保准确记录进入和离开猪场的所有物
品。

猪场管理

Agro Food Park 13
8200 Aarhus
Denmark

电话：(+45) 70 20 31 59
support@grainit.net 
www.grainit.net

Ivan Baadsgaard
总经理

电话：(+45) 70 20 31 59
ivan@grain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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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

GRaiNit数据库

饲料供应商作物采
购员

猪场管理软件

猪场机械
（如收割机）

应用程序

网络

收割

移动

状态注册

消耗量

采购

产量

销售

状态

位置状态

   账户：Jens

记录 注销

产品：   小麦

获取重量 -  离线

空

重量

水:

来源：

去向：

田地1

猪场 - 猪舍1

筒仓 - 小麦

保存

总计

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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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LEt pRotEiN

HAMLET PROTEIN通过适合喂养幼畜的大
豆特种蛋白提升猪场牲畜的健康、福利
和效益。我们的产品因可以提供高效、
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而享誉全球，具有
可观的投资回报。

HAMLET PROTEIN的业务主要面向要求严
苛的幼畜饲料。有效降低到安全水平的
抗营养因子、营养蛋白质和独特口味的
结合让我们的产品与众不同，可以为我
们的客户提供有效提高生产力的产品。

精心研发的产品系列可以满足幼畜的特
殊需求。我们的产品中融合了仔猪饲料
中所需的各种特性。事实证明，重视幼
畜初生阶段的饲料质量，对幼畜的茁壮
成长和均匀生长而言十分有益。

我们的总部、研究及创新中心以及试点
工厂均位于丹麦霍森斯。我们在丹麦霍
森斯和美国俄亥俄州的芬德利均设有生
产工厂。我们还在中国青岛设有销售办
事处，负责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业务。
所有产品和服务均可通过我们的全球分
销网络获取。

营养品与补品

Saturnvej 51
8700 Horsens
Denmark

电话：(+45) 75 63 10 20
info@hamletprotein.dk 
www.hamletprotein.com

Lars Sangill Andersen
营养学家 

电话：(+ 45) 22 16 94 55 
lsa@hamletprotein.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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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Ma - 工业和农业用 
谷物处理

JEMA开发和生产可在室内和室外使用的
全套传送系统，可用于谷物、种子和颗
粒物。 
富有远见和有效的工艺意味着我们可以
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使得从工业产品到食品的转换过程尽可
能有效和谨慎。

我们的产品范围包括链式 
传送机、链式和斗式起重机以及皮带传
送机。

JEMA的研发部门是我们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除了 
不断调整和改进现有产品之外，我们的
设计师每天都致力于研究新颖、富有远
见的创意和
工艺。我们的目标非常远大 - 想要走
在行业前列，开发和生产适用于工业和
农业的传送机解决方案。

我们不会效仿其他企业的工艺，而是带
头创新。我们用丰富的经验和现代化 
技术及创新思维武装自己，一路披荆斩
棘，着力打造新颖、专业的技术解决
方案。

JEMA的生产工艺高效、精确。我们的
目标是质量优异、生产时间短且交货
准时。

JEMA十分愿意与世界各地的建筑承包商
合作。事实上，我们更愿意称他们为合
作伙伴而非客户。

咨询、信任、透明度和物流是我们建立
伙伴关系的基础，我们始终乐于参与项
目规划工作。 

我们会交换图纸、要求 
规范和经验，各工厂主随时都可以与我
们联系，无论您身在何处。

传送系统 

Kløservejen 2
8850 Bjerringbro
Denmark

电话：(+45) 86 68 16 55
jema@jema.as 
www.jema.as

Jens-Peter Lundgaard
CEO/所有者

电话：(+45) 89 99 20 27
jp@jem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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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Maq公司：丹麦绿色技术，服务
全球猪场

GreenMaq公司利用热泵技术设计、生产
和安装定制的优质“废物能量回收解决
方案”。 

对于猪场，我们安装了“粪便冷却”解
决方案，该方案通过冷却粪便（粪肥）
回收能量。
GreenMaq在设计和实施粪便冷却项目方
面拥有35年以上的经验，业务遍及国
内外。

“粪便冷却和热回收解决方案”的好
处：
• 通过冷却粪便减少氨排放（最高

30%）
• 减少气味排放（最高25%）
• 重复利用冷却过程中产生的自由

能，可用于加热圈养分娩母猪和断
奶幼畜的猪舍、建筑物和沐浴用水 

• “定点冷却” - 例如冷却母猪猪
舍的特定区域，或者冷却办公室、
药品室或冷藏室等房间

采用该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获得高效、
低成本且几乎无需维护的加热和冷却
系统。

使用粪便冷却和热回收系统还能提供可
持续的能源，无需使用化石燃料，因此
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Klimadan通过了ISO 9001认证，可提
供经BATT批准的氨气和/或气味减排技
术。

Greenmaq.com是GreenMaq在亚洲的代理 
- Greenmaq.com是GreenMaq和马来西亚
Aumada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

废物回收解决方案 

粪便冷却解决方案 • 加热 • 冷却

Rømersvej 30
7430 Ikast
Denmark
电话：(+45) 96 27 70 70
info@klimadan.dk 
www.klimadan.com
www.greenmaq.com

Peter W. Schrijver
区域出口经理

电话：(+45) 60 38 69 18 
pws@greenma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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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

至加热系统

供冷

热回收



Lars Erik Nørgaard
销售经理

电话：(+45) 28 92 07 05
len@landia.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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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ia公司：
源自丹麦，服务全球

Landia成立于1933年，如今是一家现
代化的成功制造商，主要生产各种切
割 泵、桨叶式搅拌器和曝气机，并为
难处理的高含固率浆料、液态生物质及
其他有机废物液体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
和系统。

Landia是一家世界领先的高端粪浆解决
方案供应商，服务全球养猪业。

Landia一直持续发展，我们的目标是成
为全球市场上最出色的企业和提供最优
秀的品质。

我们的客户涵盖农业粪肥处理及沼气厂
的概念设计和建造；市政和工业废水处
理；食物副产品加工及废物处理。

我们通过设在英国、德国、挪威、美国
和中国的子公司及办事处和覆 盖全球
的专业经销商网络为客户提供支持。

粪浆 

Industrivej 2
6940 Lem St.
Danmark

电话：(+45) 97 34 12 44
info@landia.dk 
www.landia.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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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M – Lind Jensen agri: 
全自动渣浆处理
  

Lind Jensen Agri 在制造和
安装清粪系统方面有着
近 50 年的丰富经验。
这表示，当前我们可以在全球
超过 5000 家参照工厂中
从事生产和开发。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线型
畜棚清洁机

Lind Jensen Agri 提供的
线型畜棚清洁机经过专门设计，
可安装在渣浆通道的板条下方，
因此特别适合用在
各种大小和形状的猪圈中。
我们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完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制，
保证与畜棚/猪圈的
大小、布局和空间情况完美契合。

各式各样的渣浆搅拌器
Lind Jensen 提供品种齐全的
渣浆搅拌器，可在接收罐、
储存罐和渣浆通道中
实现渣浆均质化。我们的推进器形状
经过专门设计，旨在尽可能地实现节能
并解决在处理含有或多或少的干性物质
的液体厩肥时所面临
的挑战。

可应对各种挑战的耐用泵
Lind Jensen Agri 制造
并销售品类齐全的水下泵、
活塞泵以及干式安装泵， 
可有效满足农场的
泵送需求。

粪便处理系统 • 刮板
渣浆搅拌器 • 渣浆泵

Dennis Port
Technical Sales Export

电话：(+45) 51 28 96 61
dhp@ljm.dk

Kroghusvej 7
6940 Højmark - Lem St.
Denmark

电话：(+45) 97 34 32 00
ljm@ljm.dk
www.ljm.dk



LIND JENSEN
A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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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产力和可持续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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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您的完美环控
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世界人口不断
增长，但可耕种的土地资源却十分有
限。到2050年，我们需要比现在多生产
60%的粮食，但是可用的土地只能满足
其中20%的需求，其余的80%需要来自更
高效的生产方式。而这就是蒙特发挥作
用的地方。

任何涉及到动物或植物的建筑场所，都
需要进行环境控制。而这正是蒙特公司
的专长。我们可以把恶劣的外部环境改
造成完全符合建筑物内部需求的环境
条件。

1955年，睿智的发明家兼企业家卡尔·
蒙特先生创建了蒙特公司。2007年，丹
麦的业务单元（前身为Turbovent Agro
公司，位于奥尔斯）成为蒙特公司的一
部分。

作为全球市场领导者，蒙特可以为农
业、食品、制药和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
高效节能的环境控制解决方案。如今，
公司拥有约3500名员工，业务足迹遍布
全球五十多个国家。2018年的营业收入
达到了69.14亿克朗。

蒙特农业事业部拥有多年的经验，可为
全球生猪生产商开发、销售和交付完
整的解决方案。蒙特目前可提供通风系
统、空气净化解决方案（去除氨气和异
味）、气候控制、管理程序、新鲜空气
过滤系统、不同类型的配热、热回收系
统以及不同类型的冷却、湿帘系统，以
及生产中的监控和数据采集设备。

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与丹麦以及世界其他
地区的生猪生产商密切合作，聚焦福
利、环境、经济和“最佳实践”，共同
打造稳定的未来环境。

农场管理·通风

Nordvestvej 3
9600 Aars
Denmark

电话:(+45) 98 62 33 11
info@munters.dk 
www.munters.com

Hans-Henrik Pedersen
Business Unit Manager

电话:(+45) 96 62 33 11

手机:(+45) 20 80 19 17
hhp@munter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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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帮助生猪生产商减少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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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V：可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的单一供应商

SKOV是国际市场的行业领导者，可为畜
牧业企业提供温度控制和猪场管理。我
们致力于打造高效和可持续的全球食品
生产！

40多年来，SKOV一直 
为世界各地的农业用户提供系统和组
件。SKOV的通风和猪场管理系统可以为
生猪提供适宜的猪舍温度以及有利于健
康和生长的最佳条件。

SKOV的总部位于丹麦，公司在全球的所
有重要畜牧业市场均设有销售部门、经
销公司和服务专家团队。 

SKOV在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设有办事
处，在泰国、中国和美国设有子公司。
此外，我们的代理商遍布各大洲的70多
个市场。

我们已经为全球的100,000多个猪舍提
供了设备，2018年的年营业额约为1.1
亿欧元。如今，我们拥有380余名员
工。

猪场管理 • 通风

Hedelund 4
7870 Roslev
Denmark

电话：(+45) 72 17 55 55
info@skov.com 
www.skov.com



Climate for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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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up Europe公司：  
优质、强大和高效

公司成立于1955年。自成立起，我们一
直致力于利用我们从自己猪场积累的实
践经验结合最新理念来进行产品创新。

如今，我们是业内最古老的公司之
一。在前60年运营中，公司名为
DanCorn，如今我们隶属于Sukup 
Manufacturing，并且作为Sukup 
Europe而广为人知。

如今的销售既可以通过经销商进行，也
可以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因此，我们
确保充分运用我们在谷物和种子处理厂
的开发和组装方面的多年经验。

绝不冒险 - 稳赚不赔！
我们提供各种优质产品，可以对其进行
混搭和匹配，以满足您的需求、财务状
况和未来的计划。

谷物搬运、储存和干燥设施 

筒仓烘干机 • 输送机 • 电梯 

移动螺旋钻 • 总控键

Mimersvej 5
8722 Hedensted
Denmark

电话：(+45) 75 68 53 11
info@sukup-eu.com
www.sukup-eu.com

Jens Erik Iversen

总经理

电话：(+45) 61 62 12 50

jei@sukup-eu.com

John Bowes

国际销售 

总监 (Sukup Mfg.Co.)

电话：(+66) 02 073 0225

jbowes@suk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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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s alfa：
家族企业iBF旗下品牌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板条？
我们不断创新、制造和开发满足日益严
苛的要求的混凝土板条和混凝土地板系
统，无论这种要求是基于动物福利法规
还是处于任何环保需求。

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可耐用数十年的板
条，这种板条对动物（尤其是对它们的
蹄和腿）来说十分舒适，我们认为让动
物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能够产生最佳经
济效益。 

除此之外，由于我们的板条厚度相等，
因此在将围栏墙板系统固定到板条上时
很容易安装。 

耐用的槽口
使用Sunds Alfa板条后，您会发现用板
条铺就的地板在清洁方式方面有明显不
同。我们设计的槽口低于地板平面，我
们的槽口可以快速变宽，以便粪便轻松
流过，即使与大量秸秆混合也不会卡在
开口处。

Foulum研究所（奥胡斯大学）的测试证
明，我们的板条可以应对非常高的秸
秆使用量，每只动物每天最多150克秸
秆，而不会对猪舍的清洁状况产生任何
负面影响。*

带有耐用塑料嵌件的板条
除此之外，我们还生产DUO板条。DUO板
条是一种经过特殊设计的混凝土板条，
带有预制的耐酸塑料嵌件，由耐用的聚
丙烯(HDPP)塑料制成，可作为保护涂
层。该层可防止食槽和水槽底部及周围
的混凝土被腐蚀，当然还带防滑表面。

板条和地板

Drejervej 22
7451 Sunds
Denmark

电话：(+45) 96 29 27 00
agro@ibf.dk
www.sunds-alfa.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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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BF brand



UniCare Des-Combi
UniCare Des-Combi
desinfektionsmiddel / dezinfekavimo priemonė/ dezinfekcija

Et kraftfuldt universal desinfektionsmiddel til at desinficere 

stalde og vogne til dyretransport.
Stipri, universali dezinfekavimo priemonė fermų bei gyvulių 

transportavimo priemonių dezinfekavimui.

Ir spēcīgs universāls dezinfekcijas līdzeklis dzīvnieku novietņu 

un dzīvnieku pārvietošanas transporta dezinficēšanai.

20 kg

Work smarter – not harder

Batchno.
Exp.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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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ron公司：全球运营

Unitron是一家丹麦公司，在农用产品
方面拥有30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在养猪
业经验丰富。Unitron公司一直引以为
傲的是他们清楚只有通过正确的管理
才能让产品产生更大的价值。正因如
此，Unitron公司才为我们的专业农用
产品供应商提供帮助，以根据购买的产
品整合正确的管理。

产品计划包括我们推荐的精选优质产
品，以满足现代畜牧业的需求。

30多年来，我们一直为生猪育种企业提
供服务并指导其在猪场使用人工授精
(A.I.)技术。在此过程中，我们积累了
大量牲畜繁殖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丹麦的养猪历史十分悠久，可以称得上
是走在世界养猪技术的最前列。作为一
家丹麦公司，我们在A.I.技术发展方面
的主要合作伙伴当然是丹麦育种企业和
种猪站，我们与他们共同开发了大量知
识，我们很乐意与世界各地的众多客户
分享这些知识。

Kokmose 6
6000 Kolding
Denmark

电话：(+45) 75 80 21 22
mail@unitron.dk
www.unitron.dk

Allan Staub Jensen
合伙人兼CEO

电话：(+45) 75 80 21 22
allan@unitron.dk

Ib Amstrup
创始合伙人

电话：(+45) 75 80 21 22
ib@unitron.dk

A.I.和农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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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ofoss—— 强大的预混料、矿物质、
维生素和添加剂品牌

Vilofoss通过对农场动物生产提供客制
化预混料产品，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养
殖户创造增值的解决方案。除了维生素
和矿物质混合物，我们还提供广泛的补
充产品，例如:牛和猪的代乳料、兽药
产品、福利产品、消毒产品和解决其它
特别问题的产品。

集团的规模和与丹麦DLG的关系使我们
成为农业部门的顾问和合作伙伴。我们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提
高客户的经济效益。

农场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混合产品
Landmix是公认的有利于高效猪业生产
的优质矿物质混合产品。

使用Landmix您将获得：
•	 咨询服务与技术支持
•	 优质原材料
•	 使猪群性能最优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	 根据丹麦标准配制的矿物质混合物

World Class piglets——顾问理念
World Class Piglets是vilofoss理念
之一，用于帮助您及养殖人员充分利用
仔猪的潜力。

重点领域：
•	 卫生策略
•	 猪只转移
•	 饲喂策略
•	 使猪更健康，减少药物使用
•	 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效益
•	 客户、当地顾问和Vilofoss营养顾

问之间的合作

Vesterballevej 4
7000 Fredericia 
Denmark

电话:(+45) 33 68 56 00
info@vilofoss.com
www.vilofoss.com

预混料·矿物质·
添加剂·生物安全

Klaus Christian Andersen

全球销售总监

电话:(+45) 40 48 21 62
kca@vilofo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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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power公司

WashPower致力于开发专业清洁产品，
用于实现手动清洁过程的自动化。 

我们的重点是改善客户的工作环境，最
大限度地减少清洁时间。

我们是一支钻研敬业的强大团队，总部
设在丹麦，为丹麦国内外的客户开发、
供应和维修清洁机器。

我们所有产品的共同点是它们均是基于
客户的日常工作研发出来的。 

我们努力开发强大、可靠的清洁机器，
通过提高灵活性和节省清洁时间，让员
工可以有更多时间完成其他工作，从而
帮助客户增加收益。经过5年的开发和
测试，我们的清洁机器人ProCleaner 
X100已经上市并大获成功，已在欧盟销
售了250多台。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将ProCleaner X100
称为终极清洁机器人。 

客户称ProCleaner X100是“......我
们日常工作中高效、可靠的好帮手”。

ProCleaner X100是一款功能强大、灵
活可靠的清洁机器人，适用于清洁绝大
多数类型的猪舍。

这款机器结构简单，但配备了一个十分
有效的高科技清洁机器人，可以解决大
部分工作。

Præstegårdsvænget 3B
7755 Bedsted
Denmark

电话：(+45) 96 96 10 15
info@washpower.com
www.washpower.com

清洗机器人

Lars Thejl Larsen
出口经理

电话：(+45) 92 72 10 11 
lt@wash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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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evænget 5

7400 Herning

Denmark

电话：(+45) 96 26 92 00

info@danishpigacademy.com

www.danishpigacademy.com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