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326 千焦耳/78 千卡
蛋白质: 16,8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1 克
盐：                           1,5 克

北大西洋海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北极
虾。它们在格陵兰岛及加拿大附近寒
冷水域缓慢生长，完全属于自然野
生，肉质紧密，鲜美甘甜。

当地捕捞船将最新捕获的北极虾送至
皇家格陵兰加工厂。在这里，北极虾
在淡盐水中煮熟，精心剥皮，速冻包
装，然后分销到世界各地。本土渔业
和便捷顺畅的加工保留了北极虾的天
然甜味，紧密肉质和富有装饰性的粉
红色。

成分: 
剥皮北极虾仁，单冻，水，盐

准备: 
在冷藏箱中解冻5-8小时

语言: 
英语，中文

每袋重量: 
500克含冰衣
450克不含冰衣

500克包装: 
每箱10袋
每层欧标托盘8箱
每欧标托盘104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24个月 

冻煮北极虾仁 

产品编号:105287000
规格: 125/175 只 每磅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326 千焦耳/78 千卡
蛋白质: 16,8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1 克
盐：                           1,5 克

北大西洋海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北极
虾。它们在格陵兰岛及加拿大附近寒
冷水域缓慢生长，完全属于自然野
生，肉质紧密，鲜美甘甜。

当地捕捞船将最新捕获的北极虾送至
皇家格陵兰加工厂。在这里，北极虾
在淡盐水中煮熟，精心剥皮，速冻包
装，然后分销到世界各地。本土渔业
和便捷顺畅的加工保留了北极虾的天
然甜味，紧密肉质和富有装饰性的粉
红色。

产品从M到XL规格均为格陵兰产原
料，而金色袋子的XXL规格是最大最
好的虾仁，原料来自格陵兰和加拿
大。

成分: 
剥皮北极虾仁，单冻，水，盐

准备: 
在冷藏箱中解冻5-8小时

语言: 
英语，丹麦语，意大利语，德语，法
语，瑞典语

每袋重量: 
2000克含冰衣
1800克不含冰衣
或
500克含冰衣
450克不含冰衣

2000克包装: 
每箱5袋
每层欧标标盘10箱
每欧标托盘70箱

500克包装: 
每箱10袋
每层欧标托盘8箱
每欧标托盘104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24个月 

冻煮北极虾仁 

产品编号:105448020 金色

规格:  95/125 只 每磅 (XXL)

产品编号:105446020 黑色

规格: 125/175 只 每磅 (XL)

产品编号:105444020 蓝色

规格: 175/275 只 每磅 (L)

产品编号:105442020 淡蓝色

规格: 275/375 只 每磅 (M)

产品编号:105406000 (500g)

规格: 125/175 只 每磅 (XL)



产品编号.: 104610200 
规格: 50/7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18200 
规格: 60/8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20200 
规格: 70/9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28200 
规格: 80/10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30200 
规格: 90/12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35200 
规格: 90/13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40200 
规格: 120/15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60700 
规格: 150/18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4665200 
规格: 180/200 只 每千克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390千焦耳/90千卡
蛋白质: 20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5 克
盐：                            1,8克

北大西洋海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北极
虾。它们在格陵兰岛附近寒冷水域缓
慢生长，完全属于自然野生，肉质紧
密，鲜美甘甜。

带壳北极虾在远洋捕捞船上煮熟并速
冻，以确保最好的鲜度和口味。

成分: 
格陵兰产带壳北极虾

准备: 
在冷藏箱中解冻5-8小时

语言: 
英语，丹麦语，瑞典语，德语，法
语，西班牙语，日语，中文，俄语

每箱重量:
每箱5千克
无冰衣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9箱
每欧标托盘162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24个月 

格陵兰产带壳北极虾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390千焦耳/90千卡
蛋白质: 20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5 克
盐：                            0,87克

北大西洋海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北极
虾。它们在格陵兰岛附近寒冷水域缓
慢生长，完全属于自然野生，肉质紧
密，鲜美甘甜。

生食北极甜虾是在捕捞后直接于拖网
船上速冻以保证鲜度，并使用1千克
零售包装，是寿司的理想食材。

成分: 
格陵兰产带壳北极甜虾

准备: 
在冷藏箱中解冻5-8小时

语言: 
日语

每盒重量: 
每盒 1千克
无冰衣 

包装: 
每箱12盒
每层欧标托盘10箱
每欧标托盘9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24个月 

生食北极甜虾

产品编号: 101141000
规格: 50/7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1141700
规格: 60/80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1124400
规格: 70/91 只 每千克

产品编号: 101124450
规格: 90/150 只 每千克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390千焦耳/90千卡
蛋白质: 20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5 克
盐：                            0,87克

北大西洋海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北极
虾。它们在格陵兰岛附近寒冷水域缓
慢生长，完全属于自然野生，肉质紧
密，鲜美甘甜。

意式带壳北极甜虾在捕获后直接于拖
网渔船上装入大箱并冷冻，以保证其
鲜度。它们不仅有装饰性极好的红
色，还拥有美妙的甜味和纯正的口
感。头部和身体均无籽。

成分：
格陵兰产带壳北极甜虾

准备：
在冷藏箱中解冻5-8小时

语言：
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日语，中文

每箱重量：
每箱4.5千克
无冰衣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9箱
每欧标托盘162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24个月  

生食意式北极甜虾

产品编号: 102 715 000
规格:  90/130 (最大 125)

产品编号: 102 720 000
规格: 120/150 (最大 145)

产品编号: 102 725 000
规格: 120/150 (最大 145)

产品编号: 102 730 000
规格: 160/200 (最大 200)

产品编号: 102 750 000
规格:  200/250 (最大 240)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331千焦耳/78千卡
蛋白质: 17,9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0,67 克
盐：                                      0,68克

北大西洋海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北极
虾。它们在格陵兰岛附近寒冷水域缓
慢生长，完全属于自然野生，肉质紧
密，鲜美甘甜。 

凤尾虾为去皮留尾的北极甜虾，非常
适合制作寿司:手握寿司，军舰卷寿
司和生鱼片。
凤尾虾通常用托盘包装，分别为20
，30和50只。

成分：
格陵兰甜虾留尾

每箱重量：
20磅/9.072千克，或
10磅/4.536千克

包装：
每箱20个小托盘
每层托盘2箱
2箱捆绑

每托盘50只:
130 078 097, 103 078 096, 103 
078 095

每托盘30只:
103 078 106, 103 066 013

每托盘20只:
103 078 105, 103, 066 012

保质期和储存:
-18’C ，24个月 

凤尾虾

产品编号: 103 078 095
规格:  平均 7.3 厘米 （A）

产品编号: 103 066 013
规格: 平均 7.3 厘米 （A）

产品编号: 103 066 012
规格:  平均 7.3 厘米 （A）

产品编号: 103 078 096
规格:  平均 7.7 厘米 （LA）

产品编号: 103 078 106
规格:  平均 7.7 厘米 （LA）

产品编号: 103 078 105
规格:  平均 7.7 厘米 （LA）

产品编号: 103 078 097
规格:  平均 8.3 厘米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