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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 挪威农业概况

• 挪威农业创新性



第一部分
挪威农业概况



挪威农业概况

• 挪威大陆位于第57至71纬度之间。寒冷的气候使生产期缩
短（106-159天/年）。

• 农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2%，耕地面积不到土地总面积的
3%。这些地区分布在所有县，城市，峡湾和山脉之间。
产品种类繁多，农场规模不同。

• 挪威南部生产农业谷物，主要农作物包括大麦，小麦，燕
麦，马铃薯。

• 挪威西部以畜牧业闻名，主要有绵羊，牛和猪等。

• 挪威是世界主要渔业出口大国，全国布满陆上及海洋渔场。

• 挪威议会对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食品安全

 在全国范围内维持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增值作业

 发展可持续性农业



挪威的农业政策框架

• 国境保护

由于挪威的国家地形，气候，以及高
成本的生活水平，国家在政策上要力
求在全国范围内保护农业发展，形成
多样化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积极性。
因此，有效的国增保护是维持挪威农
业生产的先决条件。

• 法律框架

传统上挪威农业是个人所有权制，农
民所有并经营农场。这是全国农场规
模多样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财产
不同于其它财产，因为它满足了人口
的主要需求之一。农业特许法为社会
提供了控制这些财产所有权的手段，
并确保这些财产用于粮食生产。出售
土地时， Allodal法赋予农场主最老的
后代优先权，并确保了长期生产的计
划以及保持农民拥有土地的结构。
《农业土地法》确保对农业用地的使
用和保护。

• 国家与农民协会之间的谈判

《农业协定》两个农民协会与政府之
间每年一次的谈判。该协议确定了农
民获得的产品价格，向农业部门转移
的预算规模以及这些资金的分配方式。
谈判结束后，协议将提交议会批准。

• 市场法规

市场法规降低了农民的风险，是保证
农民生产粮食的先决条件。在挪威，
牛奶，鸡蛋，肉和谷物的市场受到监
管，以及牛奶，猪肉，鸡蛋，水果和
蔬菜的市场价格。市场的监管机制是
保证市场供需平衡，力求价格尽可能
接近农业协议中商定的目标价格。目
标价格是不可保证但可参考的市场最
高价格，一旦价格超过了这个水平，
家可以允许进行进口。农民拥有的农
业合作社是市场监管者。市场监管者
有义务从所有农民那里收集产品，并
向食品工业供应产品。这种构建市场
的方式为农民提供了保证，使他们能
够以近似相等的价格出售其产品，保
持相对稳定的市场供求和价格。



农业政策及目标

• 在全国范围内维持农业，促进各地区之间农业结
构多样化和分工。分工试图根据每个地区的自然
属性来发展农业。挪威只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适合
种植谷物，因此，挪威的农业政策旨在最大程
度地鼓励发展适合气候和农艺条件的谷物生产，
以及在不适合谷物地区进行畜牧业生产。

•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农业发展，农业补贴率旨
在弥补地形和农场规模的不利影响。通过按地地
理区域进行补贴，运费补贴以及在各县之间分配
牛奶配额来分配补贴等方式来实现。

• 为了使规模较小的农场都能从中获利，对动物的
补贴首先要高于每头动物，然后随着畜群的增长
而降低。



挪威农业贸易和贸易政策

• 挪威农业贸易政策的重点是粮食安全和自给自足。在无法
自产的产品进行进口采购。

• 农业自产农产品可以满足总人品食品需求的一半（以卡路
里为衡量单位）。

• 依赖食物进口的同时要保护本国粮食生产。

• 使用跨国购买和销售农产品来调整国内食品价格。

• 挪威通过普遍优惠计划（GSP）授予所有发展中国家优先的
市场准入，而对于14个低收入国家给予零关税优惠。

• 挪威与40个国家&地区签订了29项自由贸易协定（FTA），
并且通过EEA协定成为欧洲经济区EEA的成员。挪威是WTO
世界贸易组织和EFTA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的成员。

• 挪威是开放的经济市场体，欧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约三
分之二的农业进口来自欧盟。



农业统计数据

• 挪威的耕地面积小，但是粗放牧面积大。在森林和山区放牧挪威粮食生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牧的动物可以做为自然旅游景观，而且肉质具有
独特的味道和质量。每年，粗放牧如挪威的绵羊，山羊和牛创造相当于
10亿挪威克朗的价值。挪威绵羊饲料超过50%来自于粗放牧。



挪威动物健康饲养

挪威的动物健康和福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形限制了
农场的规模，因为耕地很小且分布很广。在建造谷仓
时，室内和室外都有对每只动物的空间的要求。对于
母牛来说，每年至少要在户外放牧两个月，而绵羊则
必须至少放养四个月。挪威农业使用的抗生素数量在
欧洲农业中排名第二。这是政府，兽医和农民多年来
进行有针对性合作的结果。仅在患病动物的情况下，
不给予抗生素作为预防措施。健康的动物不需要抗生
素，多年来，挪威人一直在繁殖健康，健壮的动物，
以适应我们的气候和条件。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保
持其猪群免受耐抗生素细菌MRSA感染为目标的国家。
这对公共卫生很重要。在挪威，从“农场到餐桌”的价
值链很短，因此有可能要求一定水平的动物福利并确
保遵循这些要求。生产各个阶段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为挪威生产的食品提供了信任和信心的基础。挪威拥
有国家质量控制体系（KSL），以确保农民，工业和
消费者的质量和安全。



农业经济价值链

• 食品价值链的基础是农民。鸡蛋和家禽
生产者在挪威农业中收入最佳。其次是
农作物生产者如水果，蔬菜和土豆。然
后是牛奶生产者和森林牧场。

• 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最为重要，辅助产
业时薪最高。

• 农业和林业及相关产业是许多县生产经
济的支柱。

• 农业价值链包括农业生产，食品加工，
批发市场，零售市场。

• 食品工业是挪威最大的工业部门。肉类
行业雇用人数超过整个渔业。



挪威农业合作社

• 挪威农民在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关的合作社。从小
型的地方合作社开始，通过合作社之间的更多合作，实现
到全国性的合作社，以会员成员制运行。农业合作社的功
能体现在分销与定价，市场营销，和政策影响。

 分销与定价：负责和提供农民一站式产品推销服务，
包括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包装，并且定价。

 市场营销：负责从农民处收集新产品，加工后推向市
场，保证农民收益最大化而无需进行市场操作。

 政策影响：负责在执行农业政策方面发挥影响力，为
农民谈判目标价格，确保农民获得最佳价格。同时，
帮助监控市场避免恶性竞争。

• 挪威全国农业合作社（Landbrukssamvirket)由13家公司组成，
每家公司都是由农民独立拥有的合作社。它们涵盖了农业
的四个领域：农产品的收集，加工&包装，和销售，金融
服务，育种和授精，以及农业设备销售。所有合作社都通
过Norsk Landbrukssamvirke 公司进行合作。这些公司的总
收入为580亿挪威克朗拥有18000名员工。

公司名称 经营领域

Landkreditt 土地贷款

Gjensidige 农业保险

Felleskjøpet 农用饮料产品及设备供给及销售

GENO 牲畜的繁殖和授精

Norsk Kjottfeavlslag 挪威肉类育种（牛）

Norsvin 挪威猪类（繁殖和授精）

Norsk Sau og Geit 挪威绵羊和山羊（繁殖和授精）

TINE 奶制品

Nortura 屠宰场

Norges Skogeierforbund 挪威木材贸易

Gartnerhallen 水果和蔬菜贸易

Honningcentralen 蜂蜜贸易

HOFF Norske Potetindustrier 挪威马铃薯行业

Norges Pelsdyralslag 挪威毛皮和皮制品行业



挪威农业咨询委员会

• 挪威农业咨询委员会（Norsk Landbruksrådgiving)是由十个地区
为单位组成的全国性的农业指导机构。

• 委员会采用会员制，全国范围内共有24000名会员以及330名员
工。

• 委员会是研究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纽带，负责指导和培训农民专
业生产知识。每年为农民进行800多次现场培训，主题包括农
学，农业建筑，机械工程，水力工程，温室，卫生及安全生产，
农业经济，有机农业，气候与环境等。

• 农民会员的收益包括：

 根据气候以及土壤条件提供农作物栽培指导

 帮助农民制定肥料计划以及跟踪土壤样本

 提供改善产品质量以及经济效益指导

 更好的利用农场资源建议

 有机&环保农业咨询
 参加农场参观，专业会议，学习旅行，课程，以及市场
销售日等会议学习活动

 获得种植指南，新产品示范报告，或农业品使用证等



挪威农业质量体系KSL

• KSL是一个全面开发的管理工具，可以帮助农民记录生产质量，帮助喷遵守法律
法规，帮助家民改进生产。这意味着农民不必开发自己的系统，只需要使用
KSL。 KSL作为一个系统，使农民无需花时间仔细阅读并了解各法规，就可以大
致了解生产和操作要求。

• KSL还是收货人用来确保产品质量的工具，它允许收货人通过KSL向农民提出要
求。

• 通过KSL，所有的法律，法规和质量要求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从而使农民更容易
满足成为食品生产者的要求。在当社会中，政府，消费者，企业和社会组织都
要求了解食物来源以及生产环境，了解肉质品农畜是否在良好的动物福利框架
内生产，以及农业生产是否环保，是否满足健康需求。KSL把农业，产业，政府
和消费者的需要组合成一个系统，这是最佳实践。

• 挪威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KSE包含了HSE。这意味着农民需要处理一个
系统。它简化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并为农业企业节省了与拥有多种不同的文档
系统和例程相关的巨额成本。它还使工业和杂货店更容易将食品追溯到单个农
场，从而能够向消费者记录产品的质量，并确保企业按照当局要求挪威公司的
要求认真对待社会责任。如果农民想要更换收货人，则必须更改质量体系。这
使得对农民满足要求的要求更高，并且增加了官僚主义和生产成本。 KSL是确
保食品生产质量，良好动物福利以及维护健康，环境和安全的一种管理系统。
KSL确保食物链的所有部分都满足社会为动物福利，良好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所设
定的要求，并确保自然环境得到照顾。该系统是挪威独有的。

挪威农业质量体系 (Kvalitetssystem i Landbruket) 中挪威农场
进行内部控制和质量体系的管理工具，包括建立良好的生
产流程，解决农业生产运营问题，进行质量控制和业务风
险评估。该系统确保了农民，产业和社会的质量和安全。

KSL标准包括：

对农场的要求

饲料，谷物，油料，豆类，种子栽培

健康，环境与安全（HSE）

土豆

蔬菜，水果和浆果

农畜

牛奶

头猪

家禽

蜂蜜

进入农场

马饲养

鲜花和苗圃

医学标准



第二部分
挪威农业创新性



挪威利用高科技实现可
持续农业和粮食生产

• 挪威在建立可持续的粮食生产系统方面领先。国家已经发起
《粮食民族挪威计划》（Food Nation Norway Initiative). 与此同
时，挪威公司通过研发不断推出创新的产品和方案，从食品包
装到农业机器人。

• 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生产技术：挪威农业生产者掌握智能高效
的食品生产技术，环保且减少碳排放。目前挪威拥有世界上最
现代化和高科技的数字化食品生产系统。自1960年以来，挪
威的陆地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由于采用了先进
的粮食技术，劳动力投入比2000年减少了35%。例如，挪威奶
农在使用挤奶机器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 海洋技术促进可持续粮食生产：挪威以在海洋领域倡导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而领先世界。挪威使用的专业技术，公司和政府
研究合作开发创新，不断推出可持续海洋资源利用解决方案，
开发可持续的粮食生产系统。特别是在增加和挖掘海产品行
业的废料资源再利用和循环处理上，不断开发产业增值链。

• 社会责任和绿色食品消费：公众积极参与实现可持续的粮食生
产，这需要提高食品行业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面实现这一目
标的工具之一是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 technology)。食品行
业可以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记录整个价值链，描述食物从土壤或
海洋中生产到到最终消费者餐桌盘子上的食物行程。同时，
减少食物浪费对于创造可持续的粮食生产也至关重要。食品
技术的所有这些创新同时也可以有助食品安全性和增加收入。

挪威粮食国是一个基于安全，健康的挪威食品以及可持续食品生产的业务
发展和价值创造的广泛政治框架。政府对食品行业，组织和个人提出了挑战，
要求他们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该计划还应着重于植物健康，动物和鱼类的良
好福利以及食品链各个环节的可记录质量。挪威“粮食民族”倡议的愿景是，
根据国家和国际承诺，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和使用，可持续的农
业发展，卓越的饮食经验以及减少粮食浪费。



技术展示1：利用动物粪便生产氮肥的闭环有机农场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了用动物粪便生产氮

肥的闭环农场系统，是农业循环经济的范

本。这种技术可以通过固定空气中的氮并合

氮与粪便或沼气中的氨发生反应，在农场中生

产氮肥。该化学反应可阻止氨逸出并增加肥

料或消化物中的氮含量，同时去除了富氮肥

料的气味。这种技术使牲畜养殖者能够回收

氮并生产自己的肥料，而且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量，环保节能并提高资源利用。农民可以使

用农场生产的肥料来补充并最终替代传统的基

于化石燃料的工业肥料。



技术展示2：世界首创蒸汽杀虫草机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蒸汽杀死杂草的设

备，使农民可以使用更少的农药和肥料来改

善收成和储存时间。。这种技术可以在空旷

的土壤中蒸发土壤，杀死土壤中95%的真菌，

杂草，种子和害虫，无需要使用农药。这是

世界上第一家有效对深至30厘米的土壤进行操

作，一次治疗可以持续长达5年。土壤蒸汽机

的另外一优点是在蒸煮过程中杀死了土壤中的

真菌-这是蔬菜腐烂的主要原因，从而可以延

长蔬菜的保鲜储存时间。而最重要的是，这

种方法可以合农作物收成增加多达40%。这种

技术具有创新革命意义，对养殖处理浆果，水

果以及蔬菜和花卉具有效果。



技术展示3：无线节水传
感器自动监控农业灌溉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无线传感器，可以轻松
地将其改装成任何类型的现有灌溉系统。通过
使用非侵入式流量检测，该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水
的流失并通知农民 。使用卫星导航，该传感器
还提供有关洒水车在哪里，以什么速度移动以及
预计何时浇水的实时信息。所有信息都会自动
输入到农民的移动设备中，可以按归需求设置警
报。

• 该技术减少水分流失，并保护了农作物免受
洪水侵袭，使农民能够自动控制灌溉过程。



技术展示4：世界上第一个
放牧动物的虚拟围栏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基于GPS的全新虚拟围栏系统。
该系统由带有发射器的项圈组成，这些发射器将每只动物
连接到一个应用程序。借助该应用程序，农民可以通过智
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为牧场定义边界，并且可以轻松地修改。
为了将动物放在指定的牧场中，系统使用声音警告信号以
及轻微的电脉冲。还可以用GPS追踪单个动物，对其进行
定位和监控。虚拟围栏可以大大提高牧场资源的利用率。
通过使牲畜可以进入各种牧场并将其远离潜在的危险区域，
还可以提高动物的福利。

• 跟踪单个动物意味着农民可以监控每个动物的健康状况。
监控甚至为肉和奶的生产提供有用的放牧数据。

• 此外，更好地处理反刍动物可以增加土壤寿命和土壤健
康。将经过妥善管理的牲畜纳入种植系统可以减少合成肥
料，杀真菌剂，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



技术展示5：农业机器人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基于自主模块化机器人的
农业操作平台。 该机器人可以配置执行农场中各
种任务，在各种条件下运行，包括开田，果园，温
室和修路。从采摘水果和蔬菜，割草作饲料，喷雾
和田间运输到行紫外线操作，表型分析以及收集和
分析数据，都可以进行独立动作。

• 农业机器人操作平台既可以帮助现有任务的高效
动作，又可以执行仅靠人工无法完成的任务。举例
来说，藤可以在夜间进行紫外线处理，以防止浆果，
水果或葡萄中的霉变。如果不进行这种处理，霉菌
会使产量降低10%到20%。与人工劳作不同，农业
机器人不会因夜间工作或长期暴露于紫外线而遭受
不利影响。该机器人也具有成本效益，仅用一个灯
就能覆盖大面积。



技术展示6：除草机
器人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除草机器人，
可以人将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95%，是
目前最精确，最高效的自动除草机器人。
首先，机器视觉系统通过识别每种杂草
和农作物的形状和位置来设计其工作模
式。然后，创新设计的喷嘴将除草剂的
各个液滴对准杂草叶，而不会触及作物
或土壤。

• 这种除草机可将除草剂直接有针对性
的操作，从而提高了家作物的产量。它
是目前播种的行业内除草的唯一解决方
案。



技术展示7：虾壳废料做成的海洋肽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利用虾壳提取的生物活

性海洋肽， 是世界上每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海洋肽，经临床证明

可降低血压。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对PreCardix进行了两项临床研究，

共有220多名男性和女性参加。临床结果表明，PreCardix独有的生物活性

海洋肽对人体具有ACE抑制作用。这导致在八周或更短的时间内显着降

低了89％的参与者的血压。事实证明，纯天然PreCardix的降压作用可与

普通抗高血压药媲美。两项研究中均未发现副作用。Marealis已获得加拿

大卫生部，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FDA）和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

批准。



技术展示8：提高食品安
全的保质期指示器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保质期指示器， 可监测
易腐产品的新鲜并对，从而减少食物浪费和食源
性疾病的风险。对温度敏感的商品如肉依靠冷
藏，新鲜度指示器可以设定新鲜度和安全性要求
的温度和天数。保质期指示器显示对温度敏感的
产品（例如鲜鱼，家禽和红肉）的实际剩余保质
期，具有无毒，可回收的指示贴在生产现场易腐
食品的包装上。

• 保质期指示用于监控整个挪威超市家庭杂货店
和医院的食品安全，并有望改变整个欧洲的三文
鱼出口。另外，还可用于对温度敏感的药物如胰
岛和疫苗的质量控制。



技术展示9：温室零排放闭
环生产工艺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温室封闭生产工艺，减
少能耗并从大气中捕获生产过程所需的CO2。这
套环境控制系统根据温室类型，周围气候条件，
蔬菜生产类型以及对CO2捕集能力而定制。系统
使温室能够作为独立的自持的单元运行，其大部
分功能由机载过程控制系统控制，监测温度，湿
度和CO2水平。捕获的CO2被添加到温室中的循
环空气中，以确保温室中的CO2浓度最适合植物
生长。这种植物的生长速度提高了50%或更多，
并且实现零碳排放。

• 该系统可回收循环利用90%的生产用水，特别
适合节水环保和干旱地区。



技术展示10：自动化海带
养殖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的使用专门设计的片状结
构在裸露的水中种植海藻，这为使用机械收割大
规模生产开创了新的商机。

• 海事养殖在亚洲使用人工作业，耕种绳不适合
强流，而且收获时需要通过小船人工进行。这
种新型技术是一项国际专利，用于在特殊设计的
片状结构上培养海带。它基本上复制了一个非常
大的海带植物，可以在海中来回自由移动，从而
可以在更深更裸露的水域中种植海藻。

• 在亚洲，潜在生产大规模的海带是可行的，每
年可种植3000万吨。另外，生产过程中不需要
任何肥料，海带通过吸收CO2和其它成分如农业
的磷来提高当地水质，降低酸度。



技术展示11：绿色创新土壤修复技术

• 挪威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液态纳米
粘土，可以将其喷洒或注入到沙化土壤
中。施用后，沙子可以立即容纳50%以
上的水分。这种方法不包含任何化学物
质，仅包含水和粘土。除农业外，还适
用于公园及造林项目等土壤修复工程。

• 在农业方面，这种绿色技术可以改良
土壤，提高整个农业产量的提高。世
界自然基金会称其为“气候求解器”。该
组织估计，如果对全世界1%的沙漠进
行绿化，那么每年将减少2700万吨的碳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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