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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灭菌喷雾干燥鸡蛋粉
Pasteurized spray-dried egg

销售热线：(020)38289976   / 18218355788

产品特点:

生产工艺:

物理及感官性状:

质量和安全指标:

用途及用量：

包装：

贮存及保质期：

销售及服务：

营养指标 数值 新鲜度及安全指标 数值

水分(%) ≤ 5 酸价AV (mg KOH/g) ≤ 3

粗蛋白(%) ≥ 40 过氧化值POV (meq/kg) ≤ 10

粗脂肪(%) ≥ 35 TBA值 (mg/kg) ≤ 10

粗灰分(%) ≤ 6 挥发性盐基氮TVN (mg/100g) ≤ 20

总能 (kcal/kg) ≥ 6200 细菌总数(cfu/g)  ≤ 20,000

大肠杆菌(MPN/g) ≤ 9

沙门氏菌(个/25g) 不得检出
 本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

1. 高蛋白、高能量、均衡的氨基酸组成；营养全面均衡、易消化、适口性好。 

   是幼龄动物饲料(乳猪教槽料、幼龄宠物饲料)最完美的组分。

2. 富含免疫球蛋白(IgY)、溶菌酶、卵转铁蛋白，抑制大肠杆菌、提高免疫力。

3. 含丰富的蛋黄卵磷脂，是动物(尤其是水产动物)消化吸收脂肪所必需的媒介。

4. 富含胆固醇，是甲壳动物(虾)成长之关键成分。

5. 无同源疾病传播风险。

6. 新鲜安全(采用理化指标测定新鲜度)。

　　采用新鲜鸡蛋作为单一原料，经清洗、去壳、均质、过滤、 65℃低温巴氏灭菌后进

行超精细喷雾干燥制成。本品100%鸡蛋成分，不含任何非鸡蛋成分。生产1kg本品需要约 

5kg 带壳鸡蛋。  

　　本品采用进口自意大利和法国ACTINI SAS的核心蛋品加工设备和生产工艺、按食品

级卫生标准生产。生产全过程冷却保鲜，产品新鲜安全。

　　呈粉末状或易松散之块状，均匀淡黄色，具有鸡蛋粉的正常气味(蛋糕味)，无异味

和杂质。

主要用于幼龄动物饲料(乳猪教槽料)、种公猪饲料、对虾饲料、宠物和特种动物饲料。

在乳猪教槽料的推荐用量为1.5-3%，可与血浆蛋白按等比例配合使用。

在种公猪饲料推荐用量为1-1.5%。在对虾(斑节对虾)饲料中，从第一至第三阶段，推荐用

量从10%降低至5%，或根据需要添加。

双层铝膜或编织袋包装 (净重20 kg/袋) 。

密封置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光线直射。保质期6个月。易吸潮，使用后密封好。

销售及技术支持：广州汇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240号 (广州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605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 3828 9976  传真：(020) 8526 6329   
　　邮箱：sales@feedplus.cn(销售) technical@feedplus.cn(技术服务)
       网站：www.feedplus.cn

更详细资料请访问： www.feedpl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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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营养参数:

氨基酸、维生素、脂肪酸含量：

矿物质含量：

矿物质成分 含量

钙 (mg) 231
铁 (mg) 6.79
镁 (mg) 42
磷 (mg) 831
钾 (mg) 493
钠 (mg) 523
锌 (mg) 5.28
铜 (mg) 0.196
锰 (mg) 0.125
硒 (ug) 119.60

巴氏灭菌喷雾干燥鸡蛋粉营养指标参考数据
Reference Nutrition Data

 每100g产品中氨基酸含量(风干为基础)

 每100g产品中矿物质含量(风干为基础)

成分 含量 (g) 成分 含量 (g) 成分 含量 (g)
赖氨酸 2.68 异亮氨酸 1.94 组氨酸 0.95
蛋氨酸 0.87 苯丙氨酸 2.15 丝氨酸 2.42
胱氨酸 0.76 酪氨酸 1.43 谷氨酸 6.40
苏氨酸 1.68 缬氨酸 2.12 甘氨酸 1.59
色氨酸 0.51 天冬氨酸 4.44 丙氨酸 1.96
亮氨酸 3.34 精氨酸 2.91 脯氨酸 1.92

总含量 40.07
数据来源：产品实测值(农业部饲料效价与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注：除非注明为产品实测值之外，其他数据来源为：
       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 
        Release 23 (2010)
      
本文提供的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供货标准。

 每 100g 产品中脂肪酸含量(风干为基础）

成分 含量 ( g )

饱和脂肪酸，总含量 12.727
14:0 肉豆蔻 0.139
16:0 棕榈酸 9.233
18:0 硬脂酸 3.291
单不饱和脂肪酸，总含量 15.337
16:1 棕榈 1.009
18:1 油酸 14.162
20:1 二十碳烯酸 0.116
多不饱和脂肪酸，总含量 5.804
18:2 亚油酸 4.614
18.3 亚麻酸 0.111
18:4 十八碳四烯酸 0.056
20:4 花生四烯酸 0.569
20:5 二十碳五烯酸 (EPA) 0.278
22:6 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0.176

 每 100g 产品中维生素、胆固醇含量(风干为基础）

成分 含量

烟酸 (mg) 0.305
核黄素 (mg) 1.540
维生素 B12 (ug) 3.950
泛酸 (mg) 5.905
维生素 A (IU) 997
硫胺素 (mg) 0.195
吡哆醇 (B6) (mg) 0.388
叶酸 (ug) 171
维生素 E (α- 生育酚 ) (mg) 3.880
维生素 D (IU) 321
叶黄素 +玉米黄质 (ug)
胆固醇 (mg)

1329
1507

 喷雾干燥鸡蛋粉中的主要营养成分

主要营养指标 含量

水分 (%) 3.7
粗蛋白 (%) 42.8
粗脂肪 (%) 32.2
粗灰分 (%) 3.4
总能 GE (kcal/kg) 6305
消化能 DE (kcal/kg)*
代谢能ME (kcal/kg)*

4882
4606

数据来源：产品实测值(农业部饲料效价与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 18头仔猪消化代谢试验实测值(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饲料工业中心)

广州汇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240号 (广州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605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 3828 9976  传真：(020) 8526 6329  邮箱：technical@feedplus.cn(技术)

详细资料请访问： www.feedplus.cn



汇加鸡蛋粉 仔猪呵护好开始汇加鸡蛋粉 仔猪呵护好开始

　　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和能量来源，营养组成全面而均衡，是人类公认的最完善的食物。母亲给婴儿吃的第
一口母乳以外的食物通常就是鸡蛋！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鸡蛋的功能性作用远远大于其高蛋白高能量的
作用。鸡蛋富含蛋黄免疫球蛋白、蛋清溶菌酶、卵转铁蛋白等功能性成分，具有杀菌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仔猪断奶前后采食量低、消化功能未健全。在教槽料中添加新鲜鸡蛋粉，可增加营养摄入、减少拉稀、加
快增重；同时改善仔猪免疫力和健康，进一步提高生长性能。应用实践表明，饲料中添加少量鸡蛋粉对提高幼
龄动物的免疫力有积极的效果。

　　做最好的乳猪教槽料，用汇加新鲜鸡蛋粉！

　　采用新鲜鸡蛋，经清洗、去壳、均质、过滤、低
温巴氏杀菌、超精细喷雾干燥制成。采用意大利和法
国的核心蛋品加工设备和生产工艺、按食品级卫生标
准生产。生产全过程冷却保鲜，产品新鲜安全。

汇加喷雾干燥鸡蛋粉  营养和健康的完美选择

广州汇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240号 (广州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605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 3828 9976   传真：(020) 8526 6329  网站：www.feedplus.cn

汇加巴氏灭菌喷雾干燥鸡蛋粉

销售热线: (020)38289976 / 18218355788

新鲜的蛋粉才是好蛋粉！



汇加鸡蛋粉 对虾料的理想成分

喷雾干燥鸡蛋粉对甲壳动物(虾)营养具有特别的价值。是生产对虾饲料的一种最理想的优质原料。

含高含量、易消化的蛋白质和脂肪(全蛋粉蛋白含量42%、脂肪36%)，氨基酸組成均衡。

富含蛋黄卵磷脂，是水产动物消化吸收脂肪所必需的介质。磷脂(脑磷脂+卵磷脂)在全蛋粉和蛋黄粉中含
量分别为12.0 和 17.8%。

富含胆固醇，是甲壳动物(虾)成长之关键成分。全蛋粉和蛋黄粉中胆固醇含量分别为20 和 30 g/kg 。

富含蛋黄免疫球蛋白(IgY)，有助提高免疫力。全蛋粉和蛋黄粉中IgY的含量分别为 5.3 和 7.9 g/kg。

富含蛋清溶菌酶(Lysozyme)、卵转铁蛋白(Ovotransferrin)，有抑菌作用。全蛋粉中蛋清溶菌酶、卵转铁
蛋白的含量分别为10.2 和35.1 g/kg。

广州汇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240号 (广州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605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 3828 9976   传真：(020) 8526 6329  网站：www.feedplus.cn

汇加巴氏灭菌喷雾干燥鸡蛋粉

销售热线: (020)38289976 / 18218355788

更详细资料，请访问：www.feedplus.cn

汇加饲料级喷雾干燥鸡蛋粉，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

汇加蛋粉 = 高蛋白 + 高能量 + 高磷脂 + 胆固醇 + 免疫和抑菌功能

新鲜的蛋粉才是好蛋粉！



用汇加鸡蛋粉 做更好的宠物料
　　鸡蛋粉是配制幼龄宠物饲料的最佳原料。其营养组成全面而均衡，蛋白质和能量质量好、
含量高、易消化。鸡蛋黄富含卵磷脂，帮助脂肪消化吸收。添加鸡蛋粉的饲料适口性好。动物
爱吃。

　　鸡蛋富含的蛋黄免疫球蛋白、蛋清溶菌酶、卵转铁蛋白等功能性成分，具有抑菌杀菌和提
高免疫力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鸡蛋的功能性价值远远大于其高蛋白高能量的价
值。应用实践表明，饲料中添加少量鸡蛋粉对提高幼龄动物免疫力具有积极的效果。

　　汇加喷雾干燥鸡蛋粉，采用新鲜鸡蛋，经清洗、去壳、均质、过滤、低温巴氏
杀菌、超精细喷雾干燥制成。采用进口自意大利和法国的核心蛋品加工设备和生产
工艺、按食品级卫生标准生产。生产全过程冷却保鲜，产品新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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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加巴氏灭菌喷雾干燥鸡蛋粉
幼龄宠物饲料的完美成分

销售热线: (020)38289976 / 18218355788

更详细资料，请访问：www.feedplus.cn

汇加饲料级喷雾干燥鸡蛋粉，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

新鲜的蛋粉才是好蛋粉！



　　生产流程：新鲜鸡蛋，经浸泡消毒、清水洗并吹
干、去壳、蛋液均质化、65℃低温巴氏灭菌、过滤、
超精细喷雾干燥、冷却、打包。全过程冷却保鲜，确
保产品新鲜安全。

　　采用意大利和法国的ACTINI SAS核心蛋品加工设
备和生产工艺，按食品级卫生标准生产。

　　生产企业 —— 湖北神地农业科贸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生产鸡蛋、蛋品深加工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国家
级重点龙头企业。生产企业已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和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汇加巴氏灭菌喷雾干燥鸡蛋粉

产品咨询: (020)38289976 / 1821835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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