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A组 /圆力佳一
次

B组 /圆力佳
二次

C组 /某进口圆环苗
一次

注射疫苗时间 8/3 8/3 8/3
疫苗接种头数 100 100 100
产房转入保育日期 8/17 8/17 8/17
产房转入保育日龄 28 28 28

转保育头数 94 95 95
转保育头均重（kg） 7.7 7.6 7.65
保育转育肥日期 2015.9.28 2015.9.28 2015.9.28

保育生长天数 42 42 42
转育肥头数 92 94 93
接种疫苗 - 保育结束死淘头数 8 6 7

转育肥均重（kg） 21 22.1 22.12
保育期增重（kg） 13.3 14.5 14.47
保育期日均增重（g） 316.7 345.2 344.5
保育期头均耗料（kg） 21.5 22.1 22
保育期料肉比（X：1） 1.62 1.52 1.52
接种疫苗 - 保育结束成活率 92% 94% 93%

　
初生均重 /
数量

断奶转栏均重 /
数量 /平均日龄

保育出栏均重 /
数量 /平均日龄

保育阶
段料比

上市出栏均重 /
数量 /平均日龄

全期
料比

A组 1.1kg/450 6.5kg/446/23 天 22kg/445/60 天 1.7:1 115kg/445/165 天2.4:1

B 组 1.2kg/450 6.4kg/440/23 天 21.5kg/438/60 天1.6:1 115kg/436/170 天2.5:1

　 皮毛肤色 皮炎
呼吸（喘气、
咳嗽及喷嚏）

死亡数 淘汰（僵猪）
药物使用
成本

A组 良好 无 4头 4头 1头 38 元

B 组 良好 个别 10 头 10 头 4 头 43 元

组别 A组 B组 A-B

初生头数 450 450 　
产房转入保育头数 446 440 　
转入头均重（公斤） 6.5 6.4 　
保育饲养期（天） 37 37 　
保育转育肥头数 445 438 　
保育期死淘头数 1 2 　
保育成活率（%） 99.8 99.5 0.3

保育转育肥均重（公斤） 22 21.5 　

保育期增重（公斤） 15.5 15.1

保育期平均日增重（克） 419 408 11
保育期料肉比（X：1） 1.7 1.6
育肥饲养期（天） 105 110 -5
育肥出栏头数 445 436 　
育肥期死淘头数 0 2 　
育肥成活率（%） 100 99.5 0.5
育肥出栏均重（公斤） 115 115 　
育肥期增重（公斤） 93 93.5 　

育肥期平均日增重（克） 886 850 36

全程料肉比（X：1） 2.4 2.5 -0.1



　　据悉，鱼体色变化是由皮肤对类胡萝卜素的沉积作用引起
的，不同种类鱼虾 , 其体内起主要呈色作用的类胡萝卜素种类
不同，对类胡萝卜素的代谢能力也不同，因此，不同品种饲料
的设计存在巨大差异。谢奉军强调，天邦经过严格的原料筛选，
科学配比饲料配方，配合先进的全熟化加工工艺，生产出来的
全熟化料在大黄鱼、黄颡鱼、龟鳖类、观赏鱼、黄鳝等品种取
得了良好口碑，体色自然漂亮，鱼中争相抢购。尤其在鲑鳟鱼
肉着色、大闸蟹红膏、鱼子酱色泽等高端水产食材上取得了巨
大成就，其色泽、口感、风味备受全球高端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

赵磊：天邦将大力进军高端水产种苗料市场
　　天邦股份水产营养动保部总
经理赵磊介绍，一年之计在于春，
养殖大计在于苗。好的苗种是养
殖成功的强有力保障，但是，国
内的苗料仍然以轮虫、丰年虫等
生物饵料为主，高端水产苗料存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
　　　　　　　　　　　　　　　 天邦股份水产营养动保部
　　　　　　　　　　　　　　　　　     总经理赵磊
　　赵磊指出，生物饵料使用成本高，营养不稳定，生物安全
性差，操作麻烦而且资源稀少，并不是水产品育苗的长远之计。
天邦根据苗种生长阶段将推出针对性的、最适合生产使用的苗
料和开口料。
　　据了解，2015 年使用天邦邦尼 48 型苗料对南美白对虾进
行标粗的养殖户中，出现了大批成活率超 90% 的奇迹，领先于
国内 80% 的标粗成活率，在浙江高位池养虾、山东工厂化养虾
和如东小棚虾市场得到众多养殖户的认可。

方波：天邦全熟化虾料，养虾成功的选择
天邦股份饲料事业部技术服务部
总经理方波介绍，中国南美白对
虾的养殖面积占世界 12% 左右，
产量却占了世界总量的 40%，主
要分布在华南、华东以及山东沿
海地区。但是，2015 年全国南美
白对虾的养殖从南往北全线溃败!
                                 天邦股份饲料事业部
                                                技术服务部总经理方波
　　“对虾养殖综合问题中，病害、种苗亲本选育与饲料最为
突出。”方波在会上指出，虾越来越难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选择好的苗种、饲料、养殖模式及日常精细管理都非常重要。
在近几年低迷的养殖大环境下，90% 以上使用天邦全熟化虾料
的养殖户都获得了成功。
　　浙江舟山一位年轻的80后陈老板，100亩高位池大棚养虾，
子承父业，两代人 14 年始终如一选择天邦全熟化虾料，年年
赚大钱，2015 年两茬虾更是豪赚 1200 万！山东东营丁老板，
土塘养殖南美白对虾，使用天邦全熟化虾料，亩赚 5.1 万，创
造当地养虾赚钱神话。
　　如东长沙镇崔老板：同样的苗种，同样的水源，同样的管
理，使用天邦全熟化虾料与市场某两品牌功能性虾料做对比，
效果明显。

饲料系数 产量 kg

天邦全熟化 0.8 950

功能性虾料品牌 1 0.91 900

功能性虾料品牌 2 1.1 900

　　方波还介绍了天邦全熟化虾料的特性 : 高温高压全熟化生
产工艺，熟化度达 95% 以上，延缓脂肪氧化速度；低淀粉配方
理念，减少对虾肝胰脏负担；所用原料经发酵工艺处理；大大
提高饲料消化吸收利用率，不坏水、不坏底，是真正的保肝护
肝虾料。

肖登元：天邦酵香鱼料，创新养殖模式
　　天邦股份饲料事业部研发工
程师肖登元介绍，近年大宗淡水
鱼养殖行业低迷，整体走量偏弱，
鱼价持续走低。2015 年同比去年
销量减少 5.3%，综合平均价比去
年同期下跌 4%，再加上鱼病暴发
严重，养殖前景十分堪忧！
                                 天邦股份饲料事业部
                                                   研发工程师肖登元
　　肖登元指出，大宗淡水鱼养殖行情虽低迷，但使用天邦酵
香型鱼料的养殖户中仍不乏有亩赚 5000 元以上的养殖财富。
肖登元解释，天邦酵香型鱼料以其特有的发酵原料为基础，富
含芽孢杆菌、乳酸菌、益生菌和益生元等活性物质，每克成品
饲料里益生菌含量 106~107 ，诱食性好，能促进消化吸收，
维护肠道和肝胆健康，并有助于改善水质。因此，养出来的鲫
鱼、鳊鱼、草鱼、青鱼等常规鱼类条形好，健康无病害，且耐
运输，上市场更抢手。
　　会上，肖登元还向大家介绍了鲫鱼反季节养殖模式、小草
鱼混养模式以及鳊鱼混养模式等新型淡水鱼养殖模式。上述模
式在 2015 年创造了 3000~7600 元的亩效益，帮助常规鱼养殖
户在低迷行情中赚大钱！

行情低迷，年年赚钱的法宝
　　近几年水产养殖行情低迷，很多养殖户转产，甚至弃鱼种
藕等。金湖吴玉梅，却始终坚信：“跟着天邦走，财源不断有。”
连续几年低迷行情，吴玉梅依然年年赚钱。出鱼当天，吴玉梅
看到自己的鱼，高兴地说；“天邦酵香型鱼料养出的鱼规格大、
皮毛好。”
　　原来吴玉梅改变了传统的投喂方式，听从天邦服务人员推
荐的用料套餐。今年在养殖过程中不该投喂的就不投喂，该调
整鱼料档次的就调整鱼料档次。下面是吴玉梅的养殖模式：

养殖模式
养殖品种 鲫鱼 草鱼 花鲢 白鲢

放养时间 2014 年 12 月
总放养量（斤） 5625 583 3700 1150
规格（尾 /斤） 12 6 2.5 斤 3
放养数量（尾） 675000 3500 1480 3450
密度（尾 /亩） 1534 80 33 78

出鱼情况：
品种 鲫鱼 草鱼 花鲢 白鲢

出鱼时间 2015 年 11 月 30 —2015 年 12 月 6 日
出鱼规格（斤 /尾） 1.05 5 7 4.6
产量（斤） 60464 10500 8800 14500
销售价格（元） 6 4.1 5 2.45
销售额（元） 362784 43050 44000 35525

　养殖效益：
鱼种成本（元） 50128

出鱼总收（元） 485359
饲料成本（元） 307325
人工（元） 12000

存利润（元） 72906
池塘租金（元） 24000
药品、肥料（元） 11000 亩存利润（元） 1656
水电费（元） 8000 饵料系数（1：X） 1.69
支出合计（元） 412453 斤鱼饲料成（元） 4.2

　　备注：7、8 月份草鱼肠炎，发病草鱼约 3500 斤。8 月份
鲫鱼出血病约死亡 4950 斤。
　　吴玉梅高兴地说：“自从用了天邦
酵香型鱼料，我每年都赚钱。去年我的
鱼在这里是最大的，今年还是我的鱼最
大。天邦推荐的养殖模式和用料套餐都
很适用，到什么时间，他们的技术服务
人员就让我用什么样的饲料，最后我养

出的鱼不仅规格大，养殖成本也很低。”

　　要说赚钱的法宝，那就是三大法宝：
好饲料（酵香型）、好模式、好套餐！
                                                

虞尧

举世皆亏我独盈
——探索宜兴朱老板的养蟹秘诀
　　在江苏省南部、太湖西岸有个著
名的陶都 -- 宜兴。宜兴地区螃蟹养
殖面积在 10-15 万亩，由于近几年螃
蟹养殖效益不错，很多养鱼户转过来
养殖螃蟹。由于 2014 年大螃蟹与小
螃蟹价格差距不大、苗种便宜，宜兴
养殖户想要追求产量，盲目的将苗
种放至 2000 只 / 亩甚至以上，加上
2015 年中期阴雨连绵，螃蟹规格不大、产量低，多数养殖户
亏本。而家住宜兴沉塘桥的朱益平老板却异军突起，亩均利润
达到 7500，朱老板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
　　带头这个疑问，笔者找到了朱老板。朱老板说：“很多的
养殖户不会算成本，以为用小厂家的便宜饲料就能节约成本。
其实你用小厂家的饲料，饲料在水中容易融化，都去肥水了，
你还要用药调水，这都是成本。天邦饲料在水里面的稳定性比
较好，不会化。吃了天邦饲料，我家的虾子都很好，50 亩卖
了 12 万。”

客户基本情况介绍
姓名 朱益平 电话 15852561448

养殖面积（亩） 50 养殖模式 河蟹套养青虾

放养情况
河蟹（1461 斤） 2014 年 1 月初，1500 只 / 亩，65 头 / 斤
青虾（1000 斤）

销售情况
销售品种 河蟹 春虾 冬虾

销售单价（元 /斤） 45
产量（斤） 11300

销售金额（元） 508500 120000
效益分析

鱼种成本（元） 69615 合计支出（元） 249615
饲料成本（元） 80000 总收入（元） 628500

药品、水电（元） 15000 净利润（元） 378885
塘租、人工（元） 40000 亩利润（元） 7577

螺蛳（元） 45000

　　朱老板有一个 10 亩的小塘，卖出了 70 元 / 斤的高价，光
螃蟹就赚了 12 万。朱老板说：“我的塘口条件一直都很好，
草一直到螃蟹最后一壳还有很多，用了你们天邦饲料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螃蟹养出来个头大，成活率也不错。14 年打了 5
万预付款，总共用了 8 万饲料。今年已经打了 10 万，明年打
算把这 10 万全部用完，全程用天邦饲料，不用玉米还有冰鲜
鱼。”
　　全程投喂天邦全熟化饲料，螃蟹生长快，蜕壳整齐，抵抗
力高，成活率高。饲料没有粉尘，水中稳定性好，螃蟹易消化，
排出粪便少，减少池塘底质污染。
　　朱老板的秘诀，你掌握了吗？

钱难赚，鱼难养，
天邦圆你养鱼梦！
　 鞭炮声打破宁静，拉网队整装待发，今天是大冈镇养殖户刘定晴干塘的日子。

　　时间回到一天前。一大早我接到刘老板的电话：“小潘啊，明天我就要清塘了，
你知道 7 月份的时候刮台风发大水，不少养殖户塘里跑了不少鱼，我这里当时多多
少少跑了一些，但具体走了多少没数，你今天有空么，过来帮我打个样，我看看规
格，心里有个数。”“好的，马上就到！”半个小时后，我拎着撒网来到了刘老板
的塘口，一网撒下去，19条鲫鱼称重 15斤，平均 7两 9，4条草鱼 15斤，平均 3.75
斤，这下刘老板心里的石头才放了下来，“还好还好，我就怕规格大，那就说明鱼
跑的多咯！ 8两好！ 8两好！”
　　果然不出所料，清塘结束，鲫鱼出了 20500 斤，平 8 两。下面让我看一看刘老
板今年的养殖模式和养殖效益。
　　　鱼种放养时间：2015 年 2 月                   面积：30 亩     水深：1.5 米

养殖品种 鲫鱼 草鱼 鳊鱼 花鲢 白鲢

放养时间 2015 年 2 月 20 日

总放养量（斤） 6333 2833 28 667 2667 

规格（尾 /斤） 6 3 10 3 3.0 

放养数量（尾） 38000 8500 280 2000 8000 

密度（尾 /亩） 1267 283 9 67 267 

亩放养量（斤） 211.11 94.44 0.93 22.22 88.89 

鱼种价格（元/斤） 5.00 5.00 5.00 3.00 2.00 
鱼种成本（元） 31667 14167 140.00 2000.00 5333.33 

　　　　　　　　　　　　　　　　用料情况

用料名称（料号 /粒径） 盐城天邦 2732 盐城天邦 2777

用料量（吨） 21.00 6.00 

价格（元 /吨） 4525 3900 

金额（元） 95025.00 23400.00 

　　　　　　　清塘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

品种 鲫鱼 草鱼 鳊鱼 花鲢 白鲢

出鱼时间 2015 年 12 月份

规格（斤 /尾） 0.8 4 1 3 2.8

产量 (出鱼量 )（斤） 20500 18500 300 5000 21000

销售价（元 /斤） 6.1 4 5.5 4.5 2

销售额（元） 125050 74000 1650 22500 42000 265200.00 

　　　　　　　　　　　　养殖效益

鱼种成本（元） 53306.67 出鱼总收入（元）
265200 饲料成本（元） 118425.00 

池塘租赁费（元） 5600 纯利润（元） 69868.33 

药品、肥料费（元） 10000 亩纯利润（元） 2329 

水电费（元） 8000 饵料系数 (1:X) 1.79 

支出合计 (元 ) 195331.67 斤鱼饲料成本（元） 3.93 

　　拉网队陆陆续续地

走了，刘老板终于长吁一
口气，点起一支烟：“终
于结束咯！不容易啊！今
年草鱼价格持续走低，才
卖了 4 块，好在鲫鱼价格
稳住了，要不又苦不到钱
咯，老实跟你说，我今年
第一年吃你们天邦料，你
别说，还真靠谱！也感谢
你啊，今年三天两头往我
这跑，测水打样的。”
　　“这都是应该的，是
我们公司对我们业务员的
基本要求啊！”

盐城天邦  潘剑

    2015年淡水鱼养殖行情低迷，养殖户纷纷改塘，改模式，盐都莘北的陶城老板，

今年养殖 30 亩鱼塘，亩利润达到 2844 元，陶老板改变往年的养殖模式，进行放水
花，一斤 8000 尾，12 月 30 日清塘，共用料 19 吨，饵料系数 1.09，养殖饲料成本
仅有 2.41 元！
   　　　　 鱼种放养时间：2015 年 4 月    面积：30 亩   水深：1 米

放养品种 鲫鱼水花

放养规格（尾 /斤） 8000

放养密度（尾 /亩） 13333

放养数量（尾） 400000

放养斤重（斤） 50

                    　 出鱼时间：2015 年 10 月 7 日

出鱼品种 鲫鱼大片

出鱼规格 0.14 斤 / 尾

出鱼价格（元） 6

出鱼斤重（斤） 22000

合计（元） 132000

                    　　清塘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

出鱼品种 鲫鱼

出鱼规格 0.25 斤 / 尾

出鱼价格（元） 5.8

出鱼斤重（斤） 13000

合计（元） 75400

总效益：
卖鱼总收入：207400 元
费用支出：  122075 元，其中
饲料：84325 元（19 吨料） 鱼种：1750 元  塘租：15000 元
水电：5000 元 人工：10000 元  鱼药： 5000 元 其他：1000 元
总利润：85325 元
亩利润：2844 元
　　陶老板说道，养鱼户不是赚不到钱，关键是看养户怎么去养？今年第一年用天
邦饲料，天邦业务员给我建议中途可出大片，我就尝试中途出大片，价格稳定，产
量高，年底清塘终于知道了，养鱼要赚钱不仅饲料质量要好，养殖技术、养殖观念、
放养模式也是很关键，“天邦”饲料值得信任！明年继续使用天邦饲料！

盐城天邦  孙柬泽

 　　　　　　　 开口料 +41 蛋白南美白对虾料，天邦全熟化饲料，消化吸收好，明显提高河蟹脱壳成活率，同时，青虾脱壳提前、生长速度快，
商品虾（体长 3.5 厘米）比例高，清明前即可下地笼装捕上市，赶抢好价格（60元 /斤），青虾个体大、活力好、耐长途运输，
被当地虾贩子高于市场价 1~2 元 / 斤抢购。
2011 年 ~2015 年许飞东连续五年的养殖概况：

 

2015 年具体的养殖情况
客户基本情况介绍

河蟹（675 斤） 2015 年 1 月，1800 只 / 亩，80 头 / 斤
青虾（500 斤） 2015 年 1 月，200 斤，2015 年 7 月份 300 斤

销售情况
销售品种 河蟹 春虾 冬虾

销售单价（元 /斤） 35 4 月初开始上市 9月中旬开始上市
产量（斤） 9000

销售金额（元） 315000 85000
效益分析

鱼种成本（元） 42000 合计支出（元） 168500
饲料成本（元） 70000 总收入（元） 400000

药品、水电（元） 30000 净利润（元） 231500
塘租、人工（元） 10500 亩利润（元） 8268

其它（元） 1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