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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水、食物及食品－文明高度发展下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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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下，由于经济、工业、
生产、人口快速扩张，在能源、水、食物上产生
许多问题。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
全问题频传，造成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上的冲
击，于新经济发展常态下，中国需要走一条高集
约、高效率、清洁、安全的生产链条。
本项目为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

造2025、节能减排的政策背景下推出的人工智能
高集约、循环水农、渔养殖、种植工厂项目（简
称人工智能高集约循环工厂），能够快速的因势
利导，引领区域的高集约、高效率、清洁、安全
的食物、食品及其加工副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
转型，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实力。



项目背景

高集约、高效率、循环节能、人工智能
是本项目的四个主要核心，经由智能工厂化
的高集约养殖及种植、高效率的上、下游产
业整合（轻加工、深加工）、养殖及种植的
循环节能（循环水、滴灌技术）加上于后台
运作的人工智能平台与终瑞感知的物联网技
术，让人工智能高集约循环水农、渔养殖、
种植食物及食品工厂得以实现（人工智能高
集约循环工厂），这是人类未来的食物、食
品的生产工厂，干净、效率、自动、低能耗
是本项目的主要标识。



循环工厂流程



项目意义

•发展高集约、高效率农、渔无毒、有机养殖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节约水资源－循环水技术（节能减排）

•人工智能农、渔养殖规模化的节能意义（中国制造2025）

•鱼类购买的消费增长（内需市场增长）

•安全可朔食物、食品的重要性（食物的安全性）



循环水养殖系统介绍
RECYCLE AQUACULTURE SYSTEM (RAS)循环

水养殖系统是一种新型养殖模式，为中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目录中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所推广

的新兴产业，能够减少对环境冲击，节约大量

水资源，并高效率集中养殖、生产高品质鱼产

品。该系统为通过一系列水处理单元，将养殖

池中产生的废水处理后再次的循环回用，以去

除养殖水体中残饵粪便、氨氮（TAN）、亚硝

酸盐氮（NO2--N）等有害污染物，净化养殖环

境为目的，利用物理过滤、生物过滤、去除

CO2、消毒、增氧、调温等处理将净化后的水
体重新输入养殖池的过程。其不仅可以解决水

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还可以为养殖生物提供

稳定可靠、舒适优质的生活环境，为高密度养

殖提供了有利条件。



循环水系统影片介绍
在欧美循环水鱼类养殖的产业中，

其智能循环水鱼类养殖工厂的发展，已

经是快速发展中的产业，由其是欧洲各

国循环水养殖的发展，更是经由高科技

及人工智能技术得到更加长足的快速发

展，尤其循环水的高集约与超低排放，

对于中国日异重视的环境保护更加重要，

能够经由得到先进的产能及技术，并且

减低污染排放及能源使用，这就是工作

4.0的先进概念，也是中国十三五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所畅导的，高智能、高集约、

高效率、低排放是中国未来可续发展的

最佳道路。



北京示范基地图
及影片

为推广循环水养殖的项目，特定在北京

效区成立一示范项目，可以经由此项目的实

地效果，验证循环水养殖的经营数字及绩效，

可以有效验证其技术及实现的可靠性。

鱼苗（投苗）-影片鱼苗（一周后）-影片



循环水工厂化养殖的数据

循环水养殖 池塘养殖 箱网养殖（滩涂）

是否需要换水 否（补水3%~5%） 是（水资源消耗大） 否（污染水源）

节能（管道扬程） 5m（节能60%~80%） 15m 0m

占地规模 少（可节约70%） 大 大

低炭排放 是（零排放） 否 否

养殖密度（公斤/吨水） 100 2 21

食物安全 全流程可控 不可控 不可控

养殖时长 四季俱可 冬季不可（水温无法固定） 冬季不可（水温无法固定）

环境可控性 强 弱（寒流、台风） 弱（寒流、台风）



规模化的循环水养殖工厂



丰富的养殖品种
于循环水养殖工厂中，可以依据

市场需求及市场价格的取向，来规划

养殖的鱼类品种，并可以在规模化养

殖中依据不同的鱼类市场价格及起伏

的预测，依据数据分析来投鱼，可以

分散养殖价格波动的风险，并且增进

养殖效益及效率，大大的提高了渔业

养殖的收入，并且降低了风险，渔业

养殖再也不是看天吃饭的行业，对于

鱼类市场价格常常因天气影响其价格，

经由循环水工厂化养殖的制衡，价格

的波动将大幅降低，增进市场供给弹

性。



循环水养殖系统的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为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
技术，为开展高效率、高节约的循环水

养殖系统项目，本项目引入人工智能的

技术，利用科技手段、监控、分析、回

馈，达到本项目生产、分析、回馈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达到典范转

移的示范原生项目。

将透过感测器、摄像头、物联网、

大数据、云平台技术分析、测量、判断，

管理规模化的循环水养殖工厂，以最少

人力资源来管理循环水养殖工厂，经由

人工智能来提高其生产效益及效率。



人工智能下的高集约、
高效率工厂

本项目人工智能高集约、高效率养

殖系统，以人工智能及图形、图像等人

工智能算法，来计算出鱼类喂养的最佳

适合饮食，能够快速的增加鱼肉的增长

以最有效率的资源及能耗，来达成最高

的产量，并因为人工智能的介入，大大

的减少了人力，以及场地操作人员对于

现况的误判，也大大增加了规模化养殖

的管理能力，能够以高集约的方式来管

理及养殖超大集群的人工智能养殖工厂。



人工智能在养殖业的发展
根据欧盟及日本的研究报告，日

本在养殖、种植产业的人工智能产业
的产业产值的预估，在2030年跟
2015年的比值高达137倍，代表人工
智能在养殖、种值产业的发展极具潜
力，更是适合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产
业，本项目即是以人工智能引领养殖、
种植的技术发展，以期开创中国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长足发展，加速其产业
化。
依本项目的产业规模，即可完成

将人工智能在双创产业落地的任务，
把人工智能结合养殖、种植产业，在
项目落地处完成建立一个完整、完全
的上、下游产业链。养殖及种植产业
将是一个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将再度
吸引年轻的工作者就业。



固液分离
在循环水养殖系统( RAS) 中主要存

在的固体颗粒为投喂残饵和鱼类粪便。

这些固体废物大小不一，以有机颗粒物

居多。存在于水中会消耗水中溶解氧，

使溶解氧降低。在氨氧化和硝化作用下

产生氨氮和亚硝氮，危害鱼类生物。同

时，在水力剪切作用下，会产生细小悬

浮颗粒，损害鱼鳃。直排式的养殖污水

中固体颗粒物浓度在 5~50 MG·L-1 之间。

其含有 7%~32%总氮，30%~84%总磷。

去除固体颗粒物是养殖水质稳定的保证，

是养殖系统脱氮除磷, 实现“零排放”

的第一步。



鱼类粪便固液分离副产品－肥料

• 分离出
鱼粪

• 净水循
环

固液
分离

• 蚯蚓
堆肥

• 肥料
鱼粪

• 有机
机质

• 种殖床
蔬菜



循环水养殖流程



蔬菜工厂
蔬菜工厂，为一新兴产业，经由工

厂化的高集约、高效率的培殖，可以增

进蔬菜的产量及质量，能够直接对接物

流系统，快速的经由电商系统，进入城

市的餐桌，因为是封闭裁培，无毒、安

全且节约水资源，经规模化后，可以与

循环水养殖系统固液分离后的加工肥料

生产搭配，形成人工智能工厂内的自体

循环，增进生产效益及效率。



蔬菜工厂影片介绍
（垂直种植）

蔬菜工厂的垂直种植，经由科技

的手段，智能滴灌系统，可以大大减

少（＞70%）水资源的使用，并且可

以提供近二十五倍的产量，并且可以

避免环境的污染，种植出高品质的蔬

菜，本项目的蔬菜所使用的肥料是来

自于固产分离后有机物分解所产生出

来的肥料，不只解决了循环水工厂的

污水排放问题，也转化了能源，增进

了资源使用效率。



轻加工产品
把养殖鱼类食品加工成鱼片，可

以提升产品本身的附加价值，并可以

经由出口赚取鱼类轻加工食品在海外

的价差，尤其是高附加价值鱼产品，

本项目即是目标放在澳洲的宝石鲈，

该鱼的轻加工产品在海外的价格价差

颇大，可以配合高集约规模化养殖，

成为一外贸的热卖商品。

本项目经由高集约循环水养殖的

近城市的养殖的策略，可以快速的经

由冷链提供整个都市的新鲜农、渔产

品，适合中国快速发展的都市化脚步。



深加工产品
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有了迅

速的发展，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但是，

近年来每年因变质等原因被丢弃的水

产品至少在3%以上，另有8%的低值水

产品被用作动物饲料，供给人类食用

的仅为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对水产品

进行深加工已成为水产食品发展的必

选之路。加快水产品的深加工步伐已

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本项目拟成立鱼产品深加工工厂，

计有胶原蛋白厂、DHA、EPA、美容产

品工厂（面膜）加快中国在鱼产品深

加工的领域发展。



建设运营规模初算

当地就业人口
根据本项目的所涉及的

智能工厂及项目，可以为当

地带来近1500人的就业机会，

周边产业更可扩张至2000人。

财政税收
以初步的计算，本项目

分期依序完成后可以为当地

带来约1亿元的税收，并带

动相关周边产业，可大拉拉

抬地方财政收入。

产业带动
本项目牵涉到，农、渔、

工业、及人工智能产业，为

一复合型高科技产业链带，

可以带动及扩散的产业众多，

可以经由本项目带动当地高

科技、双创、人工智能、生

技…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用地规模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智能循环水养殖工厂 𝑚" 2600

2 智能蔬菜工厂 𝑚" 2600

3 智能有机物分解工厂 𝑚" 1100 堆肥

4 人工智能双创工厂 𝑚" 2000

5 农渔产品轻加工厂 𝑚" 2600

6 农渔产品深加工厂 𝑚" 2600

本项目有智能循环水养殖工厂、

智能蔬菜工厂、智能有机物分解工厂、

农渔产品轻加工工厂、农渔产品深加

工工厂、人工智能双创工厂。经由这

许多工厂的有机组合，协合创造，可

以带动区内的农、渔产业往高附加价

值、高集约、高效率、低耗能的产业

方向，引领产业升级。

本项目分为一期、二期、三期，

一期主要是建造循环水养殖工厂，二

期为智能蔬菜工厂、智能有机物分解

工厂及人工智能双创工厂，三期为轻

加工及深加工工厂。



团队负责人：

徐正弘

• 高集约循环水养殖国际专家

• 台湾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

• 循环水关键技术专利持有人

• 循环水相关技术发明家

• 中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在高集约循环水的鱼类养殖业中，欧洲的农、渔

产业的发展可以做为中国永续发展的绝好参照，可以

经由一个产业的高集约、高效率的带动，在高经济发

展、劳工成本上，仍在产业相对优势上占有绝好的制

高点，规模化的人工智能高集约，更是其可以维持其

价格竞争力的一个特点，中国在迈向中国制造的2025，
产业的高集约、高效率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课题。



江西遂川产业发展基金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