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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us® 诺 伟 司 总 部 位 于

美国密苏里州圣查尔斯市，客户

遍及全球近百个国家。作为一个

国际化公司，Novus® 诺伟司自 

1991 年成立以来，一直本着“科

学为本”的理念，致力于动物营

养与健康领域。Novus® 诺伟司

产品线包括氨基酸、明微矿 ® 系

列螯合微量元素、赛和素 ® 系列

饲用酶制剂、饲料品质和协生素

等解决方案。Novus® 诺伟司全

资子公司 Nutrition Brand,LLC 
旗下的 Stratum Nutrition® 部门

致力于人类营养领域，旨在为膳

食补充剂生产企业提供功能性专

用添加剂。

最初，Novus® 诺伟司的业

务主要集中在家禽市场上液体蛋

从产品到解决方案
——诺伟司再谈可持续发展

NOVUS®: Innovation, Solution

2016 年是 Novus® 诺伟司国际公司（以下简称 Novus® 诺伟司）成

立 25周年。作为 25周年全球庆典的一部分，“Novus® 诺伟司媒体日”

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Novus® 诺伟司全球总部

召开，Novus® 诺伟司全球管理层悉数出席，向来自全球不同区域的 20

余家行业媒体介绍了 Novus® 诺伟司的经营与发展理念。《中国畜牧杂

志》、博亚和讯网作为中国唯一的行业媒体代表参加了此次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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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的销售。凭借 MHA® 在家禽

市场稳定的发展基础，Novus®

诺伟司不断丰富产品线，拓展市

场，逐渐延伸至猪、反刍动物、

水产及宠物市场。如今，Novus®

诺伟司已成为全球动物保健和动

物营养方面的领先者，其研究和

开发集中在以下三大领域：尽力

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并同时提

供环境保护方案；改善动物的健

康，并开发有效的多种选择来取

代抗生素生长促进剂以及饲料质

量问题的解决方案。

Novus® 诺 伟 司 CEO 
François Fraudeau 认为，过去

25 年，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收入

不断提高，农牧生产及动物营养

发展的驱动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也正是如此，全球畜产品

有着快速的增长，尤其是在亚洲。

中国有着全球近 1/5 的人口，却

只有全球 7% 的土地，最大的挑

战就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满

足市场需求的增长。而 Novus®

诺伟司的使命就是利用技术创新

帮助客户更好的解决食物需求增

长。

对于需求的变化，
有一部分是需要通
过产能扩张和产品
技术创新来应对

2 0 1 4 年 1 2 月 1 0 日，

Novus® 诺伟司宣布扩大 Alimet®

艾丽美 ®（蛋氨酸产品）的生产

产能，新建工厂将位于美国墨西

哥湾区。目前 Novus® 诺伟司

Alimet® 艾丽美 ® 工厂位于美国德

克萨斯州艾文市 (Alvin)巧克力湾，

该厂的 Alimet® 艾丽美 ® 年产能

已达 32 万 t。

据 Novus® 诺伟司蛋氨酸业

务总裁 Jeff Klopfenstein 先生介

绍，Novus® 诺伟司位于巧克力

湾的工厂是全球最大的蛋氨酸工

厂，该厂的产品运输到巴西和泰

国的成本是相同的。

随着全球饲料产量的增长，

Novus® 诺伟司计划新建一座蛋

氨酸工厂，以便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需求增长。据了解，Novus®

诺伟司新工厂竣工时间计划为

2020 年，年产能 12 万 t。得天独

厚的物流优势和原料成本优势是

新工厂的最大亮点。

尽管全球对于蛋氨酸的需求

在不断增长，蛋氨酸相关数据显

示，近几年来，Novus® 诺伟司

在中国蛋氨酸市场的占有率略有

下降。在参加“Novus® 诺伟司

国际媒体日”期间，记者曾就此

问题询问Jeff Klopfenstein先生。

对此，Jeff Klopfenstein先生说，

“实际上，Novus® 诺伟司的蛋

氨酸业务在全球不同区域的供应

是稳定的，但市场需求增长速度

太快了，所以我们要扩大产能，

到 2020 年，我们的总产能将达到

44 万 t/ 年，届时将很好的应对

市场需求量的增长。”

除了通过蛋氨酸产能扩张来

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之外，Novus®

诺伟司 CEO François Fraudeau
先生亦表示，通过引入新产品并

进行产品创新也十分重要。

“近年来，只有极少数行

业和领域的增长如同中国家禽

业的增长一样持续和迅速，而

Novus® 诺伟司见证并亲身经历

了近十年来中国家禽业的发展和

进步。我们不断努力在中国发展

及扩大产品的供应以支持客户事

业的增长，如在中国市场引进

Mintrex® 明微矿 ® 鳌合微量元

François Fraudeau
Novus® 诺伟司 CEO

CEO of NOVUS®

Jeff Klopfenstein
Novus® 诺伟司蛋氨酸业务总裁

Methionine's President of No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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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 Cibenza® 赛和素 ®DP100
蛋白酶饲用酶制剂等产品。对

Novus® 诺伟司而言是支持区域

发展的战略性决策，也是对中国

家禽业迅猛发展和维持其可持

续性的一大助益”，François 
Fraudeau 先生说。

中国饲料中真正大规模使用

植酸酶、NSP 酶的时间其实不长。

2008 年汶川地震造成磷的价

格暴涨，极大促进了饲料企业对

植酸酶的价值认识；2011—2012

年间小麦玉米价格倒挂，小麦大

量进入饲料配方，意外地的推动

了 NSP 酶市场快速发展。由此来

看，只有具有明确的使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才是产品被用户接受

的根本。

2013 年以来进口高粱在饲料

中的大幅使用成为市场热点，每

吨节省 100 元以上的成本是用量

提升的驱动力，蛋白酶也开始逐

渐进入业内视野。

对 于 DP100 蛋 白 酶，

Novus® 诺伟司收集了全球很多

原料，甚至对同一种原料不同产

地、不同加工工艺都做了体外、

体内试验来测试 DP100 对原料的

消化率，这可以让客户在使用时

有更大的灵活性，同时有科学的

数据可以支持客户的选择。根据

不同原料组合，添加多少酶制剂，

可以降低多少蛋白，其功效、成本、

价值都是可准确量化的。

根据 Novus® 诺伟司全球家

禽营销高级经理 Ajay Bhoyar 博
士的计算，商品日粮中含有抗营

养因子，比如植酸磷含量在 0.2%

左右，不可消化粗蛋白近 2%，甘

露聚糖近 1%，木聚糖近 2.5%，

这些物质是酶制剂作用的底物，

如果植酸酶可以释放 0.1% 有效

磷，木聚糖酶可释放 70 Kcal 能

量，蛋白酶可释放 1%的粗蛋白，

按照中国家禽饲料中使用酶制剂

的规模达到 5 000 万 t 计算，可

节约成本 88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每只鸡节省约 0.6 元。（注：中

国家禽工业饲料产量 8 530 万 t，

如果将浓缩料、预混料折算成配

合料，家禽饲料规模约 1.2 亿 t，

数据来源于博亚和讯）。

Novus® 诺伟司有 10% 的员

工是在研发部门工作，他们的工

作更多的聚焦在酶制剂和微量元

素，研发的目的不光是搞清楚产

品的分子结构、理化性质等基本

属性，最关键的是要积累在应用

方面的数据，以便用户在使用的

时候有据可查。10 年前 Novus®

诺 伟 司 把 Mintrex® 明 微 矿

（Novus® 诺伟司的另一个产品

线——有机微量元素）推向市场

的时候，他们虽然知道这个产品

对社会和环境有好的影响和作用，

但能给客户带来什么价值，并不

是很清晰。在最近的 3 年里，他

们花了更大的精力研究 Mintrex®

明微矿 ® 究竟会给客户实际带来

多大的经济效益。

近几年 Novus® 诺伟司同北

美肉鸡一条龙企业合作，在北美

建有一个第三方的数据库，养殖

企业会把使用的各类原料和生产

数据输入到该数据库，以做场间

对比和行业对比。从数据库里可

以看到，Mintrex® 明微矿 ® 可以

对最基本的生产数据做出改善，

比如饲料转化率、日增重等，在

实际生产性能中是有可视效果的。

Ajay Bhoyar
Novus® 诺伟司全球家禽营销高级经理

Global Poultry Marketing Senior Manager 
of Novus®

奶牛运动场

Milk cow playground

革新是发现如何
将事情做得更好的
方式

François Fraudeau 先生认

为，“Novus® 诺伟司在过去 25

年的时间里为市场带来了数十种

产品，大部分的产品是 Novus®

诺伟司自主研发的，并使用了当

时前所未有的新科技。关于革新，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为了革新

而革新，而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革

新。如今，中国乃至全球的食品

生产商面临着客户千变万化的要

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新对

于我们也意味着在 Novus® 诺伟

司现有产品中发现更多的应用方

式和途径。通过多种微量元素、

酶制剂、协生素、改善饲料品质（抗

氧化剂，防霉防腐剂等）等产品，

Novus® 诺伟司营养解决方案能

够满足客户各式各样的需求及适

用于更多独特的环境”。

中国目前的畜牧产业发展阶

段同美国 20 世纪 70、80 年代比

较接近，主要特点是畜牧产业相

关公司如饲料、种鸡、孵化、养殖、

屠宰等公司是相对独立的，行业

内的大部分公司对产业链上下游

环节的盈利和经营情况关注有限，

这造成中国畜牧、饲料产业需求

同欧美市场存在很大差异。

从全球来看，几年前农牧生

产和动物营养发展的驱动力是生

产性能，要求产出更多，提高生

产效率；现在，这种驱动力在一

些国家已经变成了动物福利和响

应消费者需求。

比如，从长期看，促生长

抗生素是不受欢迎的，很多年前

欧洲已经禁止了促生长抗生素的

使用，现在，美国也开始考虑禁

止。Novus® 诺伟司认为减少促

生长抗生素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某

些产品产能的增加，而是需要通

过研发来改善，从欧洲的无抗应

用经验可以看出，有机酸、益生

菌及精油等产品可以很好的减少

促生长抗生素的使用。例如，应

用最新包埋技术的有机酸产品

Provenia® 护酸美 TM，可以定点

释放并有效改善肠道健康；益生

菌类产品不但能帮助消化也能帮

助有益菌生长；精油类产品具有

优良杀菌作用。

“根据中国现有的生产规

模，找到提高饲养效率或减少对

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关键方法，

将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复合效

益，而 Novus® 诺伟司正是顺应

了这一发展趋势，在过去的 20 年

里专注于开发营养解决方案”，

François Fraudeau 先 生 说，

“中国家禽业的持续成功和进步

对于确保全球食品供应安全至关

重要。” 

基于此，Novus® 诺伟司投

资的另一个方向是大量的研发，

再结合客户需求灵活配合使用，

拿出适应不同区域和不同市场的

解决方案。

“对于这些解决方案，我

们不会在全球所有的区域同一时

间投放，这取决于市场成熟的程

度。比如，对于中国来说，目前

增长的驱动力更多还是聚焦在产

量和效率方面，对于动物福利的

关注还没有开始，因此我们提供

产量和效率方面的解决方案”，

François Fraudeau 说，“我们

同世界领先的食品供应商合作，

包括中国的优秀企业，我们同时

希望来自合作伙伴的挑战能够帮

助 Novus® 诺伟司成长与进步，

促使我们不断的突破科技，为合

作伙伴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更多更

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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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us® 诺伟司是一家以科

技为本的公司，旗下各个版块的

产品都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例如，在生产中应用蛋氨酸可降

低氨的排放；螯合微量元素则能

降低重金属的排放；饲用酶制剂

产品可以更好地开发利用大宗饲

料原料的价值；协生素产品关注

抗生素的替代；改善饲料品质产

品则是为了在饲料使用和运输过

程中，更好地保证饲料及原料的

品质，提高利用效率。

François Fraudeau 先生认

为，中国家禽业以及养殖业的成

功对 Novus® 诺伟司愿景的实现

至关重要。

“在将来，Novus® 诺伟司

会继续为中国客户提供革新的营

养解决方案，行业领先的技术支

持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同样，我们也期待在中国客户的

成功与进步中与他们共享胜利的

果实，并期望我们一起为全球日

益增长的营养与健康需求做出积

极的贡献。”

可 持 续 发 展 是
Novus® 诺伟司的
根本战略

奶牛营养代谢实验

Nutrition 
metabolism 
experiment of milk 
cows

猪营养代谢实验

Nutrition 
metabolism 
experiment of pigs

待评测的原料

Raw materials to 
be tested

媒体参观实验农场

Media visiting 
experiment farm

奶牛营养代谢实验

Nutrition 
metabolism 
experiment of milk 
cows

NOVUS®: Innovation, Solution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In all the species NOVUS® has been 

f o c u s i n g ,  P o u l t r y  i s  t h e  N u m b e r 

one. NOVUS® is quite well known in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and which was start ing from the 

methionine business. From entering 

China market until now, NOVUS® has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and on 

the other side, NOVUS® has done 

plenty of contributions to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How NOVUS® 

looks 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in last 

decade?

[CEO François Fraudeau]

Very few areas of global commerce 

have enjoyed the sustained growth 

that the Chinese poultry industry 

recently has. NOVUS® has witnessed 

this growth first-hand over the last 

decade. We have strived to expand 

product offerings in China, to assist our 

custom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usinesses. Introducing products such 

as MINTREX® chelated trace minerals 

a n d  C I B E N Z A ® D P 1 0 0  p r o t e a s e 

feed enzyme to the Chinese market 

are strategic decisions to support 

NOVUS®’s growth in the region, but 

also to help the industry maintain 

the exceptional growth trajectory it 

sustained.

NOVUS® is celebrating 25th Anniversary in 2016. As a part of 
NOVUS® International Anniversary Ceremony, NOVUS® Media 
Jam was held at the Global Headquarter of NOVUS® in St Louis, 
Missouri, USA.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Magazine and 
Boyar were invited to join in the ceremony. 

François Fraudeau, CEO of NOVUS®

By LIU Xiaofeng,Bo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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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s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how 

does NOVUS® look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and global ly? How does 

NOVUS® provide the most suitable 

solution to China customers according 

t o  t h e  f e a t u r e s  o f  C h i n a  p o u l t r y 

production industry?

{CEO François Fraudeau]

China has shown great capacity 

for  growth.  The consol idat ion of 

the industry has meant that fewer 

companies now own larger stakes. 

With this comes the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to find improved practices 

which will have enormous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food production 

industry. Finding a key to feed efficiency 

o r  a  r e d u c t i o n  i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impact, at China’s scale, can have a 

compounding effect throughout the 

world. NOVUS® has dedicated the past 

25 years to develop solutions which fit 

this model. The continued success of 

the Chinese poultry industry is a critical 

element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key words for  NOVUS ®.  How 

does NOVUS® innovate to catch up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s? 

In different periods, does Innovation 

p r e s e n t s  d i f f e r e n t  m e a n i n g  f o r 

NOVUS ®? What  k ind of  d i f ferent 

meanings? (For example, in the past, 

China feed industry was chasing the 

scale expansion,  and nowadays, 

China government strengthens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and cut exces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F o r  N O V U S ®,  a l o n g  t h e  i n d u s t r y 

background changes, any changes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 of 

Innovation for NOVUS®?

[CEO François Fraudeau]

Innovation is about finding ways to do 

things better. NOVUS® has brought 

dozens of products to the market 

during our 25 years’ existence. Many 

of these products were developed 

in-house, with technology previously 

unseen by the world. We are very 

proud of that fact.  I t  is  important 

not  to innovate just  for  the sake 

of innovation, but to do so with a 

purpose. Today, protein producer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are 

being asked to produce food in spite 

of ever-changing constraints. In this 

sense, innovation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ability to find new uses for the 

exist ing products in our portfol io. 

Through a diverse range of minerals, 

enzymes, eubiotic solutions and feed 

quality products, NOVUS® can adapt a 

nutritional program to suit the unique 

environment of any customer.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In past more than 10 years, how is 

the experiences and comments of 

NOVUS ® on the cooperat 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Chinese cl ients? 

As a bystander, how does NOVUS® 

view the changes and growth of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or 

enterprises?

[CEO François Fraudeau]

NOVUS® is lucky to partner with the 

largest food producer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ose in China. We 

view our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customers as critical to our mutual 

success in the region. The Chinese 

industry is changing, and we want 

our customers to know we are happy 

to assist them through the journey, 

wherever possible. In fact, we have 

adapted our Chinese organization 

to ref lect  the needs of  the “New 

Normal” through our Strategic Sales 

and Technical Sales teams. We focus 

on localizing global products so that 

they are most effective with Chinese 

poultry industry requirements such as 

feed ingredient challenges or market 

challenges like egg and meat quality. 

To continue this,  we ask that our 

customers challenge us to be better, 

and to continue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ey face.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How does NOVUS® view the future 

of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And how does NOVUS® plan on the 

R & D, and services to China poultry 

production industry?

[CEO François Fraudeau]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poultry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be paramount 

to NOVUS®’s vision: to help feed the 

world affordable, wholesome food and 

achieve a higher quality of life. This 

cannot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China.  In the future,  NOVUS ® wi l l 

continue to provide innovative nutrition 

solutions, leading technical service and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growth to 

our customers in China. In turn, we 

look forward to enjoying the future 

success of our Chinese customers, 

a n d  h o p e  t h a t  t o g e t h e r  w e  c a n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growing global 
need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