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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夫.
巴尔斯
（Stef Bals）

亲爱的鸽友们,
在这本手册您可以看到我们甄选的一些顶级鸽友，他们会展示一些自己

最优秀的赛鸽。我们很自豪能通过这本手册将这些超级鸽介绍给您。

PIPA涉足赛鸽行业已有大约20年时间, 努力为拍卖会选择最优秀和独一无二的赛
鸽一直都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很自豪所有世界最佳鸽友都依赖我们的服务出售他
们的最佳鸽。选择鸽友来合作并出售他们的鸽子时, 我们不仅查看他们赛鸽的质量, 
也是考察他们的人品。我们只愿意与可信和忠诚的人合作, 我们都秉承共同的价值
观: 只有高品质鸽才能上线拍卖。
 
PIPA从来没有以成为世界最大或者第一为目标, 我们一直以成为每位鸽友、
买家和卖家最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为目的。

我们本也有很多机会开展一些周边业务, 但我们总是拒绝,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这就是成为赛鸽世界最独具一格的拍卖机构。

感谢您的信任,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Nikolaas Gyselbrecht), PIPA CEO



- 做出子代获得
全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魁夫兰2510羽冠军
=魁夫兰11565羽最高分速冠军
尼尔尼斯6295羽冠军
=尼尔尼斯全省20420羽亚军
NPO莫伦5579羽4位
圣斯全省4971羽4位
蓬圣麦森斯13240羽5位
NPO冯特内7798羽5位
尼尔尼斯全省24240羽11位
贝罗尼全省20806羽12位
NPO伊苏顿7183羽13位
2019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14位

"NPO先生直子"
(Son NPO Men) mars NL13-1338982

地址: Heistraat 21
4725 SG Wouwse Plantage 荷兰
电话: +31 6228 84378
电子邮件: balsstef@gmail.com

斯泰夫.
巴尔斯
（Stef Bals）

荷兰赛鸽运动的未来明星
- 全省冠军和全省鸽王
- 以马丁.胡斯曼为基础的超级
鸽系
- 2次全省冠军和2018年全省
最佳鸽舍冠军
- 26岁已经跻身全国顶级行列

斯泰夫.巴尔斯
的当家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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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明星 "黑珍珠" 最佳直子
苏尔顿全省4,046羽冠军(368公里)(领先8分钟)
布洛瓦430羽冠军 /全省5,017羽季军(540公里)
布洛瓦342羽冠军 /全国10,280羽47位(540公里)
皮塞佛511羽12位 (453 公里) 
苏尔顿 420羽15位 (368 公里)
苏尔顿668羽20位（368 公里）/ 
2015年8次入赏

- 全兄弟/姐妹 "凯特妮斯" 荣获:
2015年南非百万美金大赛赢得3000多美金
第4场训练赛3,418羽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H组代表鸽冠军
2010年多特蒙德欧洲杯中距离冠军
"HDI冠军杯" 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奥尔良1,788羽冠军 / 塞扎讷1,403羽冠军
威尔森1,196羽冠军 / 布洛瓦745羽冠军
皮赛佛1,136羽冠军 / 塞扎讷2,361羽亚军

作出子代代表:
- "黑钻石": 苏尔顿4,046羽冠军
布洛瓦430羽冠军/全省5,017羽季军
布洛瓦342羽冠军/全国10,280羽47位
- "凯特妮斯": 
2015年南非百万美金大赛赢得3000美金
第4场训练赛3,418羽冠军 
- "日光": 波提尔全国5,426羽亚军

-P12-2204400： 
RV一岁雄鸽王6位
RV一岁雄鸽王10位
- "黑夜号": 沙勒维尔710羽冠军
- "黑火花": 
2015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
汽车大赛鸽王30位 &
获得指定鸽 5,000 美元奖金

地址: Bahnstrasse
41569 Rommerskirchen 德国
电话: +49 21837504 
电子邮件: Hardy.uwe.krueger@t-online.de

哈迪.
克鲁格
（Hardy Krüger）

德国鸽坛顶级赛手
-克鲁格的“黑劲力”
王朝统治全世界
-全省和全国超级冠军
-奥林匹克血系“黑珍珠”
作育多代冠军
-最成功的公棚赛鸽系之一

阿得里安.
米瑞巴尔
（Adrien Mirabelle）

"黑钻石"（Black Diamond）
mars DV07274-14-3105

"黑珍珠"（Black Pearl）
mars DV07274-0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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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KBDB全国中距离一岁鸽王4位 / 2014年KBDB全省中距离一岁鸽王亚军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功臣
2014年布雷肯杯中距离最佳鸽舍功臣
2014年KBDB全省中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2014年LCB小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2014年LCB小中距离鸽王4位 / 2014年LCB一岁鸽王11位
吉恩联省1,325羽冠军 / 吉恩联省727羽季军 / 吉恩联省1,399羽5位
吉恩联省469羽5位 / 南图655羽6位 / 吉恩联省1,383羽12位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2014年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2014年KBDB全省中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2014年布雷肯杯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2014年KBDB全省中距离最佳一岁鸽舍冠军功臣
2014年LCB小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2014年LCB小中距离鸽王亚军 / 2014年LCB一岁鸽王季军
2014年吉恩联省1,399羽冠军(316公里)
2014年吉恩联省727羽冠军(316公里)
2014年吉恩联省1,560羽4位(316公里)
2014年吉恩联省1,325羽5位(316公里)
2014年吉恩联省1,544羽6位(316公里)
2014年吉恩联省1,383羽15位(316公里)
孙代"卡修斯"获得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A组比利时鸽王10位
孙代获得2019年查特路全省冠军

- '雪儿碧' (直女) 2019年伊苏顿全省 734羽4位/ 
52. 全国 8,248羽52位 / 2019年蒙吕松全省 830
羽9位 / 59. 全国 9,857羽59位 / 2018年亚精顿
全国510羽7位 / 68. 全国 8,818羽68位 
- '411/16' (直女) 2017年图利联省 1,597羽季军 / 
2017年图利联省 1,140羽4位 
- '迪沃克 611' (直子) - 在凯文.绍杜耶兹父子鸽舍作
育后代获得 / 2017年查特路联省2126羽冠军 
2018年亚精顿联省2022羽冠军
-'吉林克斯公主' (直女) –  在安德烈.阿勒梅斯鸽

舍，作育子代：
-'斗士' 2019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
鸽王亚军 / 2019年亚精顿全国大区5067
羽冠军 / = 亚精顿全国15,235羽5位
2018年波治全国大区1002羽亚军
2019年伊苏顿全国大区2091羽4位
2019年威尔森全国20956羽52位
-'813/18' 2019年蒙吕松全省934羽冠军/
全国大区3434羽4位 / 2019年亚精顿全
省1290羽6位/全国22826羽52位

地址: Rue des puits
7011 Ghlin 比利时
电话: +32 473 454025
电子邮件: adrien@pipa.be

阿得里安.
米瑞巴尔
（Adrien Mirabelle）

KBDB顶级水平年轻雄心鸽友
-PIPA法语地区独家代理商
-拥有部分世界最佳吉林克斯原舍血统
-KBDB全国鸽王赛手, 作育众多冠军鸽
-顶级血系 "史密斯最后的希望" X  
吉林克斯基因
-过去2年内在比利时国内外收获众多援
外成绩

"迪沃克"（Divock）
mars BE13-9010240 

"苏迪亚"（Zodiac）
mars BE13-9010239 



2015年DBA德国鸽展超级明星冠军
全省365 km 17.066 羽冠军 
半省365 km 5371 羽冠军
FG 228 km 3414 羽冠军 
FG 365 km 2017 羽冠军 
FG 321 km 1964 羽冠军 
228 km 889 羽冠军  / 444 km 545 羽冠军  
279 km 510 羽冠军  / 321 km 479 羽冠军   
365 km 392 羽冠军 / 321 km 350 羽冠军 
558 km 313 羽冠军  
还获得 2.-2.-3.-4.-5.-5.-5.-6.-6.-8位

2012年南非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赛鸽王冠军
2012年南非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季军
2,800-4,500羽3.-3.-6.-12.-15.-16.-24.-38.
-78.-89.-108位

- "普莱德" 的育种成绩
2019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赛第3场热点赛2542羽冠军
2017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赛综合1066羽亚军
2018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第4产热点赛2675羽8位
2018年百万美元大赛第5场热点赛2558羽10位
2019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鸽王1901羽10位
2019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鸽王1901羽15位
2019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第1场热点赛2681羽17位
2019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热点综合2577羽21位
全省307公里13408羽冠军

170公里1422羽冠军 / 
347公里2520羽季军
170公里3938羽6位
- "普莱德" 的姐妹作育子代
2019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综合
鸽王3669羽5位
2019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第2场
热点赛3170羽4位
- "普莱德" 的兄弟作育子代
苏菲亚公棚赛鸽王2241羽冠军

地址: Westerwieherstrasse 208
33397 Rietberg 德国
电话: +49 5244 928 999
电子邮件: alfons.klaas@fleischerei-klaas.de

赫尔姆特&
阿方斯.克拉斯
（Helmut & Alfons Klaas）

作育2羽南非百万美元大赛冠军
2019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国家
挑战赛德国冠军和亚军
2019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赛热
点赛2542羽冠军
2019年保加利亚苏菲亚公棚鸽
王冠军和6位
2019年欧洲大师公棚赛决赛
664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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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曼兄弟
（Gebr. Leideman）

"普莱德"（Purdey）
VENUS DV05369-12-1121

"德国超级明星"
(German Super Star) mars DV06739-1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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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全能鸽王冠军（超过1000名会员）
联省中距离鸽王冠军（超过1000名会员）
WHZB/TBOTB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威尔5,230羽冠军
波斯特1,961羽亚军
魁夫兰10,570羽季军
拉昂6,371羽季军
雷瑟尔7,115 羽6位，比赛生涯仅参赛过4场

- "鸽王820" 子代获得
威尔11,059羽冠军
芬洛603羽冠军 /3,899羽4位

获得7次冠军
NPO拉昂6,371羽冠军
道夫尔5,821羽冠军 2 分钟领先
赫斯登-佐尔德尔2,775羽冠军
拉昂1,052羽冠军 / 威城786羽冠军
赫斯登-佐尔德尔656羽冠军
哈帕特231羽冠军 

-仅有3羽子代鸽参加比赛，获得
2019年WHZB季后赛全国鸽王冠军
2019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海纳特 5,447 羽冠军 
芬洛4,429羽冠军
奇梅 1,464羽冠军 

奇梅1,006羽冠军 
  = 18,006羽最高分速亚军
通厄伦 770羽冠军
阿尔隆763羽亚军
  = 落后同舍赛鸽
威城 1,105羽季军

雷德曼兄弟
（Gebr. Leideman）

荷兰最佳全能鸽舍
- "荷兰设计" -雷德曼品牌
- 众多超过万羽比赛冠军拍卖
- 基础血统1: 基础种鸽
"银色梦想" 作育的冠军鸽
- 基础血统2: 沃夫冈.
路伯血系顶级明星
- 基础血统3: 超级 
"好花" 血统

地址: Polendwarsstraat 2
7796 HB Hardenberg 荷兰
电话: +31 523 261016 
电子邮件: gebr.a-b.leideman@online.nl

"鸽王820"（Ace 820）
mars NL16-1075820  

"好花"（Goed Grijs）
VENUS BE15-610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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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特3,375羽冠军/全省10,292羽亚军
威尔特7,829羽亚军/全省20,388羽季军
拉昂1,016羽季军/全省8,346羽22位
威尔特4,342羽6位/全省20,353羽43位
赫斯登2,505羽7位/全省20,820羽78位
魁夫兰3,521羽9位/全省17,029羽99位
道夫尔2,403羽11位/全省9,944羽173位
吉内普2,717羽15位/全省21,289羽62位
德尔纳4,744羽27位/全省21,116羽56位

出自 "文斯" X "葛斯顿琳娜"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顶级直子 "好无比" 直孙

吉内普2,771羽冠军/全省21,289羽8位
威尔特2,602羽冠军/全省12,193羽47位
摩林科215羽冠军/全国大区17,544羽5位
奇梅343羽冠军/全省13,868羽64位
道夫尔2,433羽5位/全省10,190羽146位
赫斯登1,921羽6位/全省12,603羽15位
威尔特4,624羽9位/全省21,740羽45位
奇梅3,728羽13位/全省17,265羽29位
奇梅1,780羽23位/全省8,809羽47位

出自 "奥克塔维奥" X "马诺"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顶级直子 "好无比" 直孙 - "佛斯托" 子代获得: 德尔纳全省17,128羽冠军 / 比格斯189羽冠军/3,399羽5位 

威尔特2,743羽13位 /全省18,507羽158位 赫斯登2,248羽14位 /全省14,258羽88位

地址: Jan Binneswei 47, 
9294 KK Oudwoude 荷兰
电话: +31 511 450305
电子邮件: agdijkstra@knid.nl
www.ariedijkstra.nl

亚利.
帝克特拉
（Arie Dijkstra）

荷兰长距离赛和公棚赛超级标志性明星
-世界闻名的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超级全能鸽系, 从100-1000公里
均有冠军入账 
-帝克特拉赛鸽在全世界公棚赛取得佳绩
-世界著名的 "好无比" 鸽系,  
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乔舒亚"（Joshua）
mars NL16-1004210  

"佛斯托"（Fausto）
mars NL15-116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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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5位
2018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 4551羽 冠军 / =利蒙治全国 15789羽 季军
卡奥尔全省 671羽  4位 / =卡奥尔全国 6356羽 58位
利蒙治全省 510羽  6位
图勒全国大区 1913羽  9位 / =图勒全国 7447羽 28位
波治全国大区 6869羽 22位 / 布瑞福全省 548羽 19位

-半姐妹 "亚精顿小姐" 获得 / 亚精顿全省971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6177羽季军
蒙吕松全省2152羽亚军 
查特路全省1605羽季军

2015年KBDB年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2015年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全国19,925羽5位
2015年蒙吕松全国大区10位/ 全国16,982羽30位
2015年波治全国大区14位/ 全国14,496羽39位
2015年查特路全国大区15位/全国18,658羽66位
2015年查特路全国大区66位
全国25,710羽198位

-全兄姐作育子代获得
亚精顿全国大区6640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19859羽9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3494羽冠军

地址: Sportstraat 29
2160 Wommelgen 比利时
电话: +32 3353 0131
电子邮件: bartgeerinckx@hotmail.com

比利时最优秀的 (大) 中距离鸽系
拥有者之一
-2013和2015年KBDB全国鸽王
和奥林匹克代表鸽
-首届天津开创者四关大奖赛超过
6000羽欧洲鸽王冠军
-传奇 "格斗士" 和 "白头席维斯特" 
王朝
-拥有3羽全国冠军和4羽全国亚军

巴特和尤尔根.
吉林克斯

（Bart & Jurgen Geerinckx）

"聪明男孩"（Smart Boy）
mars BE13-6143490 

"小明星"（Little Star）
VENUS BE14-6174075



2015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季军
阿让全国3,524羽19位 / 波品纳全国5,254羽38位
圣维仙全国3,037羽186位
—双重回血孙代 "雷姆科" 荣获：
阿让全国3,938羽冠军& 8,602羽分速最高
在近几年最艰难的比赛之一, 领先1小时10分钟
于凌晨04:24打钟归巢 / 分速: 846米/分

ZLU全国超长距离鸽王冠军
马赛全国8位
波城全国18位
圣维仙全国38位 / 波品纳全国40位
波城全国107位 / 波品纳全国144位
波城全国236位 / 圣维仙全国383位

2019年卡罗.吉塞布赖特原舍和作育鸽获得成绩
2019年拿邦全国3,938羽冠军 –巴腾伯格-米卫 ("好手艾迪" 直子)
2019年阿让国际10,657羽冠军 – M. 杜波斯 ("好手艾迪" 孙代)
2019年阿让全国成鸽 3,938羽冠军– 麦非特 ("蒙塞利" 近血)
2019年波品纳全国3,922羽 季军–彼得.吉赛布赖特 
("巴塞罗那荣耀号" 3重回血)

- "好手艾迪" 的孙代获得:
阿让国际10,657羽冠军(M. 杜波斯)
拿邦全国3,938羽冠军(巴腾伯格-米卫)
阿让全国4,078羽35位(佑斯特.狄斯麦特)
拿邦全国3,017羽39位(威尔森.德肯斯)
NPO贝吉拉克2,451羽39位(本诺.卡斯特雷)
阿让全国4,664羽84位
圣维仙全国2,758羽139位

拿邦全国3,009羽205位
波城全国3,785羽209位
(巴腾伯格-米卫)
阿让全国4,776羽247位
(巴腾伯格-米卫)
派利奎全国3,889羽254位
(巴腾伯格-米卫)

地址: Eentvelt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比利时
电话: +32 9236 6032
电子邮件: Carlo@pipa.be

卡罗.
吉塞布赖特
（Carlo Gyselbrecht）

著名 "巴塞罗那荣耀号"
血系的拥有者
-超长距离超级种鸽收藏
-拥有全国鸽王冠军和全国冠军
-吉塞布赖特鸽系后代在2019
年取得3项全国冠军
-1995年巴塞罗那国际赛冠军
"巴塞罗那荣耀号" 血系

克里斯.德巴克
（Chris Debacker）

"好手艾迪"（Crack Ad）
mars NL10-1646352 

"蒙塞利"（Monseré）
mars BE13-315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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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Nijverheidstraat 86
8791 Beveren-Leie 比利时
电话: +32 5632 5701 / +32 486 440750
电子邮件: Chris.debacker1@telenet.be

克里斯.德巴克
（Chris Debacker）

基础种鸽 "尼克" 的5羽后代取得2019年
KBDB全国鸽王前名次
- 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安东尼.麦斯使翔, 出自 "尼克" 的直孙女
- KBDB全国中小距离幼鸽组鸽王亚军,  
出自 "尼克" 的直孙
- KBDB全国中小距离幼鸽组鸽王4位,  
出自 "尼克" 的直孙女
- KBDB全国中小距离幼鸽组鸽王5位,  
出自 "尼克" 的直孙女
- 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14位,  
出自 "尼克" 的直孙和直女

基础种鸽 "尼克" 直孙
全姐妹"蒂利"获得
2010年全省中距离鸽王亚军
全姐妹"瓦伦蒂娜"获得
2012年KBDB全省中距离幼鸽鸽王5位
子代获得2019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5位

"斯塔夫" 直子和 "尼克" 直孙

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顿 1,923羽冠军 / 查特顿 1,165羽冠军
查特顿 1,923羽亚军 / 查特顿 2,843羽季军
查特顿 7,170羽季军 / 查特顿 1,923羽4位
布洛瓦 3,501羽9位 / 布洛瓦 3,501羽10位
布洛瓦 3,898羽10位 / 布洛瓦 3,898羽11位
彭图瓦兹 1,7443羽11位 
彭图瓦兹 9,426羽11位
查特顿 7,622羽12位 
查特顿 5,023羽12位

-作出子代获得：
彭图瓦兹342 羽冠军 / 6,106 羽10位 / 彭图瓦兹303羽冠军
 4,814 羽13位 / 彭图瓦兹697 羽冠军 / 14,427 羽4位
克莱蒙401 羽冠军 / 克莱蒙437 羽季军 / 查特顿 2,843 羽7位
查特顿 1,923 羽9位 / 查特顿  1,923 羽9位 / 冯特内 2,032 羽16位

"鲍德温"（Baldwin）
mars BE16-3041177 

"阿福雷德-斯塔夫"
(Afred-STAF）mars BE15-3123679



出自 "托雷斯" 的全国超级明星鸽
2019年伊苏丹全国8248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 /
全国8,558羽季军
查勒维尔联省 3,118羽亚军
布洛瓦全省2,953羽亚军
伊坦普斯联省 5,830羽9位
查特路全国4,641羽17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 3,724羽65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74位

2009-2012年比利时中距离最佳赛将
查特路全国4,690羽冠军 
2012年布达佩斯大洲杯国际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入赏3个级别）
2012年波治全国6,289羽8位
共计7次冠军
还获得(半)全国(大区)12.-23.-34.-55位
(联)省2.-2.-4.-5.-6.-9.-10位

超级种公
作育多代后代, 获得成绩包括全国冠军
基础种鸽 "铁斯托" 直子

地址: Grote Baan 12
3454 Rummen 比利时
电话: +32 11582434 / +32 475 564284
电子邮件: davytournelle@skynet.be

戴维.
吐尼尔
（Davy Tournelle）

奥林匹克和全国鸽王优秀鸽系
-基础种鸽 "铁斯托" 是比利时
传奇种鸽之一
- "托雷斯" 是父亲 "铁斯托" 
的继承者 / - 2019年获得伊
苏丹全国成鸽冠军和全国大区
一岁鸽冠军 / - 获得2项全国
冠军和5项全国大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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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霍-
迪蒙苏
（Dehon-Demonseau）

"托雷斯"（Torres）
mars BE09-2020506

"托雷斯小姐"
(Miss Torres）VENUS BE17-2058221 



地址: Rue Elie Bélenger
7350 Thulin 比利时
电话: +32 656 32411 / +32 473 4070079
电子邮件: adrien@pipa.be

迪霍-
迪蒙苏
（Dehon-Demonseau）

当今KBDB全国速度赛最耀眼明星
2019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出自 "最棒基特尔" 的侄女)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最棒基特尔")
2015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出自 "最棒基特尔父亲" 的兄弟) 
2018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亚军 
("小年轻", "最棒基特尔"首羽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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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4位
258 羽冠军 / 198 羽冠军
1,972 羽亚军 / 872 羽亚军
1,595 羽季军 / 989 羽季军
438 羽5位 / 239 羽5位
2.398 羽6位

- 祖父 "2015全国鸽王" 获得
2015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5全国鸽王" 的堂兄弟 "最棒基特尔" 获得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9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972 羽冠军 / 989 羽冠军
872 羽冠军 / 634 羽冠军
595 羽亚军 / 312 羽亚军
534 羽季军 / 438 羽4位

- 父亲的堂兄弟 "最棒基特尔" 获得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 叔叔 "2015全国鸽王" 获得
2015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025"（The 025）
mars BE18-1045025

"丹尼尔"（Daniel）
mars BE18-1045020



克里克“黄金王子”最佳直女

- 作育子代 "第一夫人" (吉诺.克里克)荣获：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王冠军
查特路全省5,904羽冠军(19-5-2018)
盖雷全国5,331羽4位(30-6-2018)
查特路全省3,402羽8位(09-6-2018)
波治全国20,284羽14位(26-5-2018)
查特路全国8,634羽18位(07-7-2018)

可能是胡曼斯 "哈利" 在英国最佳直子

作育子(孙)代获得: 波特兰俱乐部冠军/ 联盟1,356羽冠军
约维尔俱乐部冠军/ 联盟659羽冠军
切尔腾纳姆俱乐部冠军/ 联盟1,862羽5位
赫里福德俱乐部冠军/ 联盟1,181羽6位
图克斯伯里俱乐部冠军/ 联盟1,476羽10位
巴斯俱乐部冠军/ 联盟1,387羽10位
切尔腾纳姆俱乐部4位/ 联盟1,862羽24位
图克斯伯里俱乐部5位/ 联盟907羽11位
赫里福德俱乐部7位/ 联盟997羽11位
米德兰全国公开赛4,027羽8位 / 米德兰全国公开赛4,027羽13位
米德兰全国公开赛+8,700羽15位

-父亲 "黄金王子"，曾以全球最高价售出：
在PIPA拍卖会上以世界最高价36万欧元售出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鸽王冠军
2014年比利时3场比赛最佳长距离赛将
2014年布瑞福全国一岁鸽3,850羽季军

2014年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4位
2014年利蒙治全国一
岁鸽6,907羽14位
2次地区赛冠军
子（孙）代2次获得KBDB全国鸽王冠军

—父亲“哈利”荣获：2009年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NPO布洛瓦5,553羽冠军、37,728羽分速最高 / NPO查特路5,979羽冠军、 
22,340羽分速最高 / NPO查特顿8,781羽季军、21,520羽分速列第三
赛鸽史上最佳种鸽之一

地址: 9 Well Lane, Penketh
Warrington WA5 2EJ 英格兰
电话: +44 1925 721328 / +44 7855 329555
电子邮件: dtrooney@btinternet.com

德雷克.
鲁尼
（Derek Rooney）

英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鸽系
收藏之一
- 拥有众多援外冠军成绩
- 英格兰最具实力的 "哈利"
血系收藏
- 吉诺.克里克 "黄金王子"
顶级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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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
狄罗斯
（Dirk Deroose）吉诺.克里克原舍杨.胡曼斯原舍

"哈利最爱"
(Harry's Favourite）mars NL13-1395652 

"黄金女孩"（Golden Girl）
VENUS BE15-3050804



地址: Neerrechemstraat 120
9770 Kruishoutem 比利时
电话: +32 476 260898 
电子邮件: Dirk-dr@willynaessens.be

德克.
狄罗斯
（Dirk Deroose）

超级品质长距离和超长距离鸽系
-超级种鸽 "安德烈", 
作育2羽全国冠军
-比利时全国赛顶级赛手
-"皮克索", 作育4羽KBDB
全国鸽王前10位
-世界著名 "新福雷迪" 血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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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狄罗斯基础种公，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 20,473 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 19,757 羽 冠军
亚精顿全国大区 609 羽冠军
查特路 497 羽冠军 / 全国22,718 羽55位
查特路全国 4,389 羽5位 / 盖雷全国大区 2,891 羽5位
图勒全国9,578 羽6位 / 波治全国大区 11,401 羽6位
查特路全国 III 17,250 羽9位 
贾纳克全国 3,741 羽21位
查特路全国 26,695 羽37位
波治全国9,639 羽41位
莱邦纳全国 4,356 羽42位
布瑞福全国 5,929 羽44位 / 拉索特年全国9,760 羽47位

迪克.狄罗斯超级种鸽，作育子（孙）代获得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亚军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王4位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7位
2016年全国超长距离一岁鸽王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全国22834羽6位
拿邦全国1959羽亚军/国际22位
波城全国季军/国际11位
拿邦全国1959羽5位 / 阿让全国2932羽16位
贾纳克全国3741羽16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48位
威尔森全国20912羽50位

"安德烈"（André）
mars BE07-4145554

"皮克索"（Picsou）
mars BE06-4378467 



-作育超级子代荣获
2017 年东法兰德KBDB全省鸽王4位 ("灰鸽王")
沙勒维尔347 羽冠军 (,"PEC公主")
布洛瓦226 羽冠军 /全省5,334 羽20位 ("PEC绩优鸽")
波治全国大区46位和威尔森全省49位("阿瑞莎")
2018年波治全国大区5,694 羽49位 ('14-18')
奥尔良全省 5,307 羽50位 ("灰鸽王")
波治全国大区10,791 羽51位 ("灰鸽王")
查特路全国大区7,593 羽55位 ("PEC公主")
沙勒维尔 443 羽亚军 ('501/19')
查特路299 羽4位 /全国大区5,686 羽12位 ("PEC公主")
奥尔良183 羽7位 /全省3,341羽40位 ('501/19')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1位

-作育子代荣获
2015年盖雷全国大区4,878羽冠军（"霹雳魔灰雌"）
2016年波治全国大区5,014羽冠军 ("灰丝绒")
2016年拿永728羽冠军和1,099羽最快分速 
("灰路西恩直子")
布勒.倚天顶级种鸽, 2017年KBDB
全国最佳幼鸽舍功臣("020/15"）
全国18,499羽81位和全国
10,791羽56位 ("灰姑娘")
2019年沙勒维尔500羽冠军 ("法兰欣D")
2019年奥尔良全省3,341羽8位 ("白羽露西")

-父亲 "鸽王诺玛" 半兄弟 / "鸽王诺玛" 荣获2015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全国4位 / 出自 "新福雷迪" 直子X "诺玛" 姐妹
-母亲是波治全国19,885羽亚军全姐妹 / 也是波治全国19,735羽冠军半姐妹

地址: Vijverstraat 49
9860 Moortsele/Oosterzele 比利时
电话: +32 478 956600 / +32 495 308974
电子邮件: johan@devroegroep.be / 
rudivandeputte@yahoo.com

DVV赛鸽
（DVV Pigeons）

2013年波治全国幼鸽18,443羽冠军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最佳鸽舍冠军
2016年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014羽冠军
2015年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4,878羽冠军
2015年盖雷全国大区成鸽4003羽冠军
2015年查特路全国大区成鸽3,150羽冠军
2013年亚精顿全国大区一岁鸽4,800羽冠军
2015-2016年全国大中距离鸽王7位和11位 
("永驻号")
2018-2019年波治比利时最佳赛鸽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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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德.
乐利特
（Frederik Leliaert）

"PEC雄"（PEC Cock）
mars BE 16-4040138  

"灰路西恩"（Blue Lucien）
mars BE 13-414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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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电话: +31 651308863 
电子邮件: duivenmelker@zeelandnet.nl

福雷德.
乐利特
（Frederik Leliaert）

世界最优秀马拉松鸽系之一
- 获得4项全国超长距离赛冠军
- 著名 "帝斯" 王朝统治国际经
典赛
- "帝斯" 获得波尔多国际
7213羽冠军
- 国际ZLU赛WHZB全国鸽王
冠军 "爱瓦多"

2010年波尔多全国一岁鸽3,835羽冠军
~ "荷路斯" 以1004米/分夺得了波尔多冠军
仅有2羽一岁鸽分速超过1000米/分！

-子代 "黑骏马" 荣获:
拿邦全国7,027羽11位
莱邦纳全国8,269羽182位

—其他子代荣获:
2017年圣维仙全国12位
2016年巴塞罗那全国5,239羽24位
2017年波品纳全国37位
2016年波城全国3,788羽52位

福雷德.乐利特全国冠军鸽系 最年轻的成员

2015年圣维仙全国3,714羽冠军
荷兰唯一当日归巢鸽

-父亲是诺莱特 "超级35" 直子, "超级35"获得
拿邦全国2,563羽4位 / 波尔多全国 4,220羽8位
塔碧斯全国3,601羽46位

-母亲是"萨斯齐亚", 全兄姐荣获
2017年波尔多国际7,213 羽冠军 ("帝斯")
2017年波尔多全国3,992 羽冠军 ("帝斯")
2017年拿邦全国3,816 羽冠军 ("帝斯")
2010年波尔多全国一岁鸽3,835 羽冠军 ("荷路斯")

"荷路斯"（Horus）
mars NL09-1239246

"泰山"（Tarzan）
mars NL12-1663986



2013年波城国际8,576羽冠军 (904公里) (领先30分钟)
杜尔斯HLFC冠军/全国639羽4位
埃塞特153羽冠军(108公里)
波城BICC全国大区季军/全国35位
2010年圣马洛全国大区224羽10位/ 
全国3,431羽343位

作育众多全国赛和公棚赛顶级子（孙）
包括绍莱全国冠军和4位
圣维仙经典赛冠军和全国季军
埃塞特和杜尔斯HLFC冠军
杜尔斯全国4位

2011年波尔多国际22,029羽冠军 (826公里)
领先亚军45分钟 / 波尔多全国冠军
杜尔斯全国西区季军(494公里)
作育多羽全国赛和公棚赛顶级子（孙）代
其中包括库唐斯半全国赛冠军 / 绍莱全国4位

— "农夫乔治" 作育5羽子代获得:
联盟冠军(格拉汉姆.克里夫特使翔)
波尔多冠军(约翰.歌斯林使翔)
HLFC塔碧斯冠军(570英里) (库伯夫妇)
2017年圣维仙全国大区冠军/ 全国季军(以一岁鸽获奖)
(库伯夫妇) / FC全国大区亚军(库伯夫妇)
利特汉普顿冠军(库伯夫妇)
法莱斯全省季军/全国7位(库伯夫妇)

英格兰
电话: +44 1761 435292
电子邮件: ggcjcooper@yahoo.com
www.geoffcooper-pigeons.com

库伯夫妇
（G. & C. Cooper）

赢得所有荣誉的英国传奇鸽友
- 取得4项国际赛冠军的菁英
鸽系
- 将全部大赛冠军留在种鸽舍
- 基础种鸽 "乔治" 众多后代取
得佳绩
- 英格兰的荣耀, 在各种比赛
环境下都有优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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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鸽业
（Great Wall）

"沃龙岗"（Wollongong）
VENUS GB10-N2648 

"农夫乔治"
(Farmer George）mars GB09-N0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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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京大兴区庞各庄镇常各庄村
电话: +86 010 8925 6988 / 
+86 136 1169 1900
电子邮件: greatwallccgy@126.com
ccgy.ag188.com

长城鸽业
（Great Wall）

世界最大独家鸽收藏家之一
- 郭维城, 具有独到眼光发现顶级品
质鸽
- 在中国最大的2家赛鸽俱乐部取得
2项综合鸽王冠军和6项单关冠军
- 在中国各地收获众多援外成绩
- 鸽系由收藏级珍贵鸽、全国鸽王
和全国赛顶级成绩鸽组成
- 拥有荷兰怪杰鲁道.克拉森原舍鸽
全球最大收藏！

2019年波治II全国45865羽最高分速
分速1196米/分
2019年波治全国成鸽7260羽冠军
父亲: 拿邦全国17位直子
母亲: "马赛国王" 的直孙女，
"马赛国王" 获得
2003年马赛国际赛20721羽季军
爱力克.林伯格X马克.罗森斯血统
(迪布鲁耶尔.罗格原舍)

2019年阿让国际赛22678羽冠军
2019赛季最艰苦的比赛, 分速890米/分,
空距793公里
2017年布瑞福一岁鸽11位、联省3529羽11位

- 半兄姐 "606" 和 "675" 获得
阿让全国一岁鸽1655羽21位
2018年波城全国84位
马克.罗森斯血系
(雷蒙特.克里斯托夫原舍)

"阿让号"（Le Agen）
mars FR16-218100 

"波治号"（Le Bourges）
mars BE17-1067769 



2018年阿让全国一岁鸽冠军和 10,530 羽分速最高
艾迪.福泰因使翔 / 巴腾伯格-米卫原舍
—祖父为耶勒.耶勒玛的 "欧利安"
NPO 贝吉拉克4,588 羽6位 / 圣维仙全国 1,373 羽7位
超级种鸽, 作育多代顶级后代

-祖母为耶勒.耶勒玛的 "丝薇":
2014年巴塞罗那国际 20,669 羽季军
2012-2014年巴塞罗那国际赛1258 公里最佳赛将14位
孙代获得全国（国际）1.-1.-2.-3.-7.

-外祖父“新荣耀号”获得
2013年巴塞罗那国际25,382羽冠军

2013年巴塞罗那国际25,382羽冠军
2011年巴塞罗那全省冠军/全国12,281羽8位
2011年巴塞罗那国际26,650羽41位 
2013年巴塞罗那金翼奖
2012年巴塞罗那全国11,590羽323位
PIPA排行榜巴塞罗那赛2年度综合成绩全国14位/国际27位

- 后代获得：
2018年阿让荷兰全国冠军
2017年波品纳英国全国冠军
2018年巴塞罗那英国全国冠军
2018年阿让英国全国冠军
2018年波提尔英国全国冠军

地址: Boomdijk 41
3286 LD Klaaswaal 荷兰
电话: +31 186 571570
电子邮件: batenburgmerwe@gmail.com

巴腾伯格-
米卫

（Batenburg-Van De Merwe）

世界最强马拉松鸽系
-拥有最豪华巴塞罗那国际冠军收藏
-全国冠军, 全国鸽王和
 众多全国前100位赛鸽
-当今最优秀的马拉松血系  
"新荣耀号" 王朝
-世界著名 "白腹号" 血系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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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勒.
耶勒玛
（Jelle Jellema）

"新荣耀号"
(New Laureaat）mars BE08-2222675

"新荣耀女士"
(Miss New Laureaat）VENUS NL17-1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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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Rijssenseweg 373
7441 AG Nijverdal 荷兰
电话: +31 64603 4235 
电子邮件: info@jellejellema.nl
www.jellejellema.nl

耶勒.
耶勒玛
（Jelle Jellema）
当今荷兰首席超长距离赛手
- 耶勒玛赛鸽在全世界长距离
赛占据统治地位
- 巴塞罗那国际冠军 "小碧玉" 
为基础种雌
- 奥林匹克明星 "罗蜜" 王朝作
育全国超级明星赛鸽
- 耶勒玛后代统治国际马拉松
赛长达数十年

2019年巴塞罗那全国季军
2018年波品纳全国29位
还获得全国181.-199.-281.-837位

—母亲 "萝蜜" 获得: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马拉松冠军
2013年欧洲杯国际马拉松冠军
2013年TBOTB全国马拉松鸽王冠军
获得NPO全国3.-3.-3.-3.-6位
作育子 (孙) 代获得 / 2019年巴塞罗那全国季军
2016年波城国际6位和7位 / 2018年巴塞罗那全国8位
2018年波品纳全国29位 / 2016年马赛全国30位
2016年 "Fondunie 2000" 联盟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8年阿让全国8位 / 2019年波城全国80位
2019年波品纳全国125位

—母亲 "小碧玉" 获得:
2014年巴塞罗那国际20,669羽冠军
史上最长距离(1258公里)国际赛冠军

—子 (孙)代荣得: 2018年阿让英国全国冠军 (马克.吉伯特)
2017年波品纳国际亚军 (耶勒.耶勒玛)
2017年卡奥尔全国亚军 (欧瑟.耶勒玛)
2016年波品纳全国季军/一岁鸽冠军 (耶勒.耶勒玛)
2018年WHZB-ZLU全国鸽王6位 (巴腾伯格-米卫)
还获得全国8.-9.-9.-11.-12.-15.-27.-30位

"乔伊丝"（Joyce）
VENUS NL17-1732401 

"罗米"（Romy）
VENUS NL16-1163446 



波治全国38,456羽冠军（477公里）
波治59,243羽最高分速 / 2017年波治赛明星赛鸽
出自超级种鸽 "白巴特" 的直孙

2017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王冠军
查特路全国大区4,949羽冠军 (526公里)
=全国18,499羽12位
吉恩全省4,348羽95位 (308公里)
布洛瓦全省2,596羽141位 (462公里)
亚精顿全国21,915羽166位 (554公里)
波治全国38,456羽199位 (477公里)
出自 "拉索特年女王" 回血雌鸽

超级 "拉索特年女王" 王朝, 世界最优秀血系之一
— "拉索特年女王" 后代2006-2017年所获佳绩: 波治全国59,243羽冠军 ("格斯
特") 荷兰全国年轻特比赛56,613羽冠军 / 波治全国大区13,049羽冠军 / 波治全国
大区12,400羽冠军 / 查特路全国大区4,949羽冠军 / 盖雷全国大区2,290羽冠军 
/ 伊苏丹半全国5,815羽冠军 / 马内13,016羽最高分速冠军 / 布洛瓦6,355羽最高
分速冠军 / 波治全国28,078羽亚军（"伊利诺斯"）

— "拉索特年女王" 后代2013-2019年入赏全国鸽王佳绩: 2017年KBDB全国大中
距离鸽王冠军 ("新拉索特年女王") /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小塞
文")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年轻俄克拉荷马") / 2016年KBDB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7位("坦帕") / 2012年PIPA排行榜(3场全国赛)全国鸽王8位 
("阿莱娜") / 2012年PIPA排行榜(3场全国赛)全国鸽王10位 ("鸽王方斯") / 2017
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1位("海伦") /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3位
("艾薇塔") /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4位 ("俄克拉荷马") /2019年PIPA
排行榜全部比利时全国赛最佳幼鸽-2场比赛综合冠军

地址: Molenei 2, 2222 Itegem 比利时
电话: +32 479 524957
电子邮件: roziers.jelle@telenet.be

中国联系人: 项骥翔 / 电话: +86 133 1680 9999
电子邮件: green@pipa.be

隆吉尔-项
（Roziers-Xiang）

世界著名 "拉索特年女王"
传奇血系
- 比利时最优秀幼鸽赛专家，
取得多项全国和全国鸽王
- 2019年KBDB全国幼鸽组
最佳鸽舍亚军 (全国赛)
- 2018年KBDB全国幼鸽组
最佳鸽舍季军 (全国赛)
- 当今最成功的幼鸽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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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
佛斯豪特
（Joël Verschoot）

"格斯特"（Gust）
mars BE17-6037540 

"新拉索特年女王"
(New Queen L）VENUS BE17-603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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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Blikstraat 2
8770 Ingelmunster 比利时
电话: +32 476 388606
电子邮件: joelverschoot@outlook.com
www.verschootpigeonsloft.be

乔尔.
佛斯豪特
（Joël Verschoot）

比利时长距离赛最佳赛手
- 从2013年至今取得4项全国冠军
- 获得KBDB全国鸽王和最佳鸽舍
1.-2.-2.-2.-3.-3.-6.-6.-7.-8-9.-10位
- 作育使翔 "阿曼多", 比利时有史以
来最优秀的当日归长距离赛鸽
- "阿曼多" 以125.2万欧元成为
PIPA出售最高价格赛鸽。

4次获得全国长距离赛前10位
7次获得全国中/长距离赛前32位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0位
2018年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季军
2016年贾纳克全国4,167羽5位
2018年莱邦纳全国3,176羽6位
2016年布瑞福全国5,952羽8位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有史以来最低系数：0,2396%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C组比利时KBDB
长距离代表鸽冠军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王季军
2018年安格拉姆全国4,564羽冠军
2018年利蒙治II全国7,274羽亚军
2017年利蒙治II全国9,162羽亚军
2017年布瑞福全国9,126羽10位

"康达多"（Contador）
mars BE14-3004643

"阿曼多"（Armando）
mars BE14-3004610 



w

2015年马赛国际10,238羽冠军 
(分速: 1411米/分)
2015年TBOTB/WHZB全国 ZLU
超长距离鸽王亚军
2015年PIPA排行榜最佳超长距离赛将亚军
2018年阿让全国6,643羽30位
2014年卡奥尔全省37位
2014年波尔多全国12,152羽301位

—半兄弟/姐妹 "派利奎号" 获得:
2009年塔碧斯全国9位
8场比赛7次入赏

波品纳国际12,349羽冠军
非常艰难的比赛，分速816米/分
2018年ZLU全国鸽王冠军
2018年TBOTB/WHZB全国ZLU超长距离鸽王4位
2018年圣维仙全国2,570羽21位 (分速928米/分)
2018年波城全国3,551羽38位 (分速942米/分)
2018年3次入赏全国前40位-有史以来最艰苦的超长
距离赛季之一
2018年利蒙治全省347位
2017年卡奥尔全省417位
2017年贝吉拉克全省448位
2017年阿让国际13,030羽2922位

地址: Vaarstraat 8
6171 HR Stein 荷兰
电话: +31 6443425964 
电子邮件: sashamartens@hetnet.nl

乔斯.
马腾斯
（Jos Martens）

荷兰超长距离赛优秀赛手
- 获得3项国际经典赛冠军
- 基础种鸽 "杰夫", 作育子 (孙)
代获得3项国际冠军
- ZLU比利牛斯杯冠军和ZLU
国际赛综合最佳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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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尔
（Kai Er）

"安德烈"（André）
mars NL13-1540537 

"太阳神"（Helios）
mars NL16-179532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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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庆南西路170号
电话: +86 188 3333 3366
电子邮件: Lixuewei66@126.com
Kaier.ag188.com

开尔
（Kai Er）

全世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藏
-超级种鸽舍拥有众多国际传
奇鸽
-佛斯豪特的明星鸽 "阿曼多" 
和 "康达多"
-盖比最佳鸽 "鲁迪"、
"新闪电号" 和 "皇家灰"
-有史以来最优秀赛雌威利.
丹尼斯的 "仟翼" 和路克.
西翁的 "卡梅蓉"

有史以来最高价雌鸽之一
2017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威尔森半全国4854羽冠军
威尔森半全国12926羽最高分速冠军
亚精顿全国22645羽季军 / 查特路全国4421羽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8584羽1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3677羽61位
拉索特年全国16613羽67位
还获得全国120.-205.-254位
全姐 "莎拉" 获得: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6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7场全国赛最佳一岁鸽冠军
2016年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全国12449羽亚军
2015年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全国11984羽5位
还获得全国28.-32.-45.-119.-119位

PIPA拍卖会出售的赛鸽运动史上最高价鸽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有史以来最低系数: 0,2396%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KBDB长距离代表鸽冠军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王季军
2018年安格拉姆全国4,564羽冠军
2018年利蒙治II全国7,274羽亚军
2017年利蒙治II全国9,162羽亚军
2017年布瑞福全国9,126羽10位
2017年杜尔斯全省6720羽10位 / 2015年图勒全省1306羽18位
2018年利蒙治I全国15789羽30位 / 2016年贾纳克全国4167羽48位
还获得全国85.-108.-206.-565位
在俱乐部赛获得4项冠军和5项季军
全省赛获得1.-1.-2.-5.-9.-12.-18.-21.-26.-49.-94位
全国大区赛获得1.-1.-2.-10.-11.-40.-44.-68.-72位

威利.丹尼斯原舍乔尔.佛斯豪特原舍

"阿曼多"（Armando）
mars BE14-3004610

"仟翼"（Nadine）
VENUS BE16-6064083 



波治全国14,449羽冠军
全国60,059羽分速最高
极其罕见的DNA基因型：AA CCCT

波治全国18,864羽冠军 / 拉昂430羽冠军
苏尔顿85羽冠军
拉昂254羽4位
波治全国10,141羽342位

- 孙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33056羽最高分速冠军
亚精顿全省1594羽冠军

—子代荣获:
查特路1,513羽最高分速冠军
特鲁1,432羽冠军
塞扎讷694羽冠军/全省6,497羽8位
苏尔顿473羽冠军/亚军
亚精顿303羽冠军/全国21,915羽10位
波治全国17969羽12位

- 作出孙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33056羽最高分速冠军

- 作出子代获得：
韦尔万320羽冠军 / 
半省3,854羽季军
苏尔顿473羽冠军
苏尔顿107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21,915羽100位

梅泰特279羽冠军
奇梅251羽冠军/半省3,695羽亚军
拉昂208羽冠军
茹伊189羽冠军/半省2,763羽4位
塞扎讷148羽冠军
查勒维尔142羽冠军/全省5627羽9位
苏尔顿107羽冠军
2017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7场大中距
离比赛6位
2017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6场大中距
离比赛12位

-作出孙代获得：
亚精顿303羽冠军 / 
全国21,915羽10位
梅泰特279羽冠军
奇梅251羽冠军 / 半省3,695羽亚军
查勒维尔142羽冠军 /全省5,627羽9位
半兄姐获得10项冠军
吉恩全省8772羽冠军
全国18.-19.-26.-41.-71.-79位

地址: Kabei 26
3800 St. Truiden 比利时
电话: +32 11671 700 
电子邮件: karlovanrompaey@telenet.be

卡洛.
范隆佩
（Karlo Van Rompaey）

KBDB比利时长距离赛超级赛手
- 比赛生涯获得3项波治全国冠军
- "霹雳朵拉" 和 "帽子戏法" 黄金
鸽系
- 多项KBDB和PIPA排行榜全国
鸽王
- 1年内获得2项波治全国冠军记
录保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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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艾斯利父子
（Ken Easly & Son）

"帽子戏法"（Hattrick）
mars BE14-2048151

"霹雳朵拉"
(Prima Dora) VENUS BE13-500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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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2455 State Highway 14N
Cedar Crest, NM 87008 美国
电话: +1 505 9342598
电子邮件: Keasly59@msn.com
www.keneasleyracingpigeons.com

肯.
艾斯利父子
（Ken Easly & Son）

4代鸽友比赛优异和育种辉煌
- 世界最具实力的公棚赛鸽系之一
- 基础种鸽本身获得前10位成绩鸽
- 作育子代速度最快、在最艰苦环
境中表现稳定
- 百万美元大赛奇迹鸽的拥有者和
作育者

2017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2,464羽6位
赢得奖金20,000美元
科威特沙漠詹森

—作出子代获得：
2019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淘汰赛冠军
2019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5位
赢获奖金70,000美元
拍卖会以16,535美元售出

基础种鸽, 阿方斯原舍, 出自 "康斯坦丁兄弟" X "伯蒂姐妹"

-后代获得 / 美国赛鸽联盟全国鸽王冠军 / 100 到 300 英里赛事5个冠军
州锦标赛鸽王冠军 / 2016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汽车大赛5,400 羽冠军
2017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汽车大赛国际挑战赛冠军 / 2016年GHC 400 英里冠军
2016年EWOC 350 英里冠军 / 2012年瀑布经典赛350 英里冠军
2013年哈特兰瀑布经典赛 350 英里冠军 / 普利茅斯峰300 英里冠军
德克萨斯推斯特250 英里冠军 / 2013年三冠赛经典赛300 英里冠军
(领先第二波落地鸽56分钟) / 2013年加拿大国际比赛 300 英里冠军
2014年帝王经典赛250 英里冠军 / 2014年瀑布经典赛350 英里冠军
2019年法兰奇日翔公棚赛最佳赛鸽 / 2019年法兰奇日翔公棚赛100英里冠军
2次2019年法兰奇日翔公棚赛等同冠军 / 2017年百万美元公棚赛汽车大赛等同冠军
2次2017年银溪方庭等同冠军 / 2次2017年苹果杯等同冠军
2次2016年三冠赛等同冠军 /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 300 英里比赛等同冠军
2017年印第安纳经典赛350 英里等同冠军 / 2次国际挑战赛美国等同冠军
2012年佛罗里达北部公棚赛350 英里等同冠军 / 2014年225 英里 AIC十月赛等同冠军
2014年300 英里 AIC十一羽赛等同冠军 / 2016年葡萄牙黄金公棚赛决赛505 公里美国亚军
2016年葡萄牙黄金公棚赛美国大综合鸽王亚军 / 2016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淘汰赛国际亚军
2019年印第安纳经典赛300英里亚军 / 2017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汽车大赛4位
2016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19位

"萨德"（Saad）
mars KWT16-021256 

"柯恩伯德"（Konbird）
mars DV 10-00507-949 



2018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5位
2018年TBOTB/WHZB全国中距离鸽王5位
2018年半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9年半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南图1,064 羽冠军 / 贝罗尼2,342 羽亚军
莫伦 1,464 羽亚军 / 贝罗尼1,694 羽亚军
魁夫兰4,387 羽5位 / 南图3,919 羽7位
彭图瓦兹 4,520 羽9位 / 阿拉斯 4,314 羽11位
彭图瓦兹 3,178 羽12位
-半兄姐“近乎完美”获得
2014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15位
2014年联盟中距离鸽王冠军 / 贝罗尼2,973羽冠军
还获得平均4,000多羽比赛3.-5.-6.-6.-9.-16.-21.-24位

作育2代后代获得至少39项冠军！！
2018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5位
2018年TBOTB/WHZB全国中距离鸽王5位
2014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15位
2014年联盟中距离鸽王冠军 / 2012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4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 2018年半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9年半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 2014年联合会鸽王冠军
2011年半省幼鸽组鸽王季军 / 2012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季军
里尔 14,159 羽冠军 / 10,969 羽冠军 /  4,324 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3,621 羽冠军 / 波玛罗 3,162 羽冠军
3,069 羽冠军 / 贝罗尼 2,973 羽冠军 / 阿瑟泽里克2,970 羽冠军
道夫尔2,725 羽冠军 / 尼威尔2,103 羽冠军 / 南图1,064 羽冠军 
道夫尔1,024 羽冠军 / 865 羽冠军 / 波玛罗842 羽冠军
蓬圣麦森斯815 羽冠军 / NPO波治 13,592 羽6位

地址: Ov. Kleiweg 691
3045 LL Rotterdam 荷兰
电话: +31 1046 70951 / +31 1041 59062
电子邮件: rikvandorp@gmail.com

克拉斯.
范多普父子
（K. Van Dorp & Son）

荷兰顶级奥林匹克冠军赛手
- 100-700公里超过万羽大
赛冠军
- 吉林克斯X凡龙X欧瓦克最
佳基因混血
- 艰苦逆风天气取得佳绩
- "小杨" 血系作育多代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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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波米.
库巴克
（Lubomir Kubacek）

"小杨"（Kleine Jan）
mars NL04-2082680 

"黑珍宝"（Black Jewel）
VENUS NL17-125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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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Trusovicka 688
78314 Bohunovice 捷克
电话: +420 60760 5636
电子邮件: lubomir.kubacek@oswald.cz
www.kubacek-pigeons.com

卢波米.
库巴克
（Lubomir Kubacek）

捷克奥林匹克和全国鸽王的常客
- 全国和全省最佳评选的实力赛手
- 拥有众多奥林匹克代表鸽和指定鸽
- 著名的 "托尼" 血系
- 2016-2019年获得5项全国冠军
- 从2010年至今获得5次综合冠军

超级赛雄, "灰托尼" 直孙
2019年奥林匹克全国中距离B组鸽王季军
2019年奥林匹克全国全能D组鸽王4位
2020年布尔诺奥林匹克预备成员！
联省 3,177 羽冠军 (529 公里) / 全省 2,258 羽冠军 (348 公里) 
联省 2,928 羽亚军 (529 公里) / 全省 3,237 羽季军 (348 公里)
全国 25,235 羽8位 (348 公里) / 全省 2,032 羽8位 (348 公里)
全省 1,444 羽9位 (263 公里) / 全省 1,365 羽11位 (268 公里)
联省 5,241 羽14位 (365 公里) / 全国28,171 羽  33位 (348 公里) 
还获得全（联）省 21.-21.-29.-30.-41.
全部为不同比赛！
作为一岁鸽参赛15场全部入赏！
总共入赏40次！

"托尼" 最佳比赛直子之一
2014年布尔诺奥林匹克候选金牌得主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中距离国际鸽王季军
2013年奥林匹克A-B-D-H组全国代表鸽冠军
2010年全省幼鸽王冠军 / 2011年全省一岁鸽王冠军
2011年全国一岁鸽王亚军 / 全省582羽冠军（365公里）
全省1,298羽冠军 (348公里) / 联省7,488羽冠军 (348公里)
联省7,196羽冠军 (365公里) / 全省1,628 羽亚军 (365公里)
全省1,678 羽季军 (167公里) / 全省2,551 羽季军 (186公里)
全省1,402 羽季军 (348公里) / 全省1,474 羽季军 (336公里)
全省 2,623 羽4位 (348公里)/ 联省4,145 羽5位 (562公里)
2010-2014年总共55次入赏!
23 x进入前 1% (1/100) 全部为不同比赛!

"灰托尼"（Blue Toni）
mars 10-CZ-0234-6504

"马格努"（Magnum）
mars 16-CZ-0234-1459 



2015年WHZB全国雌鸽王亚军
2015年全国中距离鸽王8位
NPO摩林科9,426羽冠军
圣昆汀176羽冠军 / 圣斯149羽冠军
NPO克里尔24,470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罗耶638羽亚军 / 圣斯439羽亚军

2015年WHZB全国雄鸽王4位 / 魁夫兰1,044羽冠军
魁夫兰250羽冠军 / 克里尔160羽冠军
冯特内88羽冠军 / 贝罗尼1,034羽亚军 
奥尔良447羽亚军 / 奥尔良345羽亚军
弗吕80羽亚军 / 苏普斯3,265羽季军
波马罗877羽季军

地址: Zandven 78b
4625 DJ Bergen Op Zoom 荷兰
电子邮件: maartenhuijsmans@msn.com

马丁.
胡斯曼
（Maarten Huijsmans）

荷兰当日归赛实力明星赛手
-- 当今最佳种雌 "宇宙小姐"
- 2016和2016年全国最佳鸽
舍冠军
- 全国鸽王、奥林匹克明星和
大羽数比赛冠军
- 新生代明星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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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获得: 2019年WHZB全国幼鸽组鸽王亚军
摩林科22,106羽分速最高
塞扎讷全省9,118羽季军 
莫伦2.693羽冠军 / 皮赛佛1,264羽冠军
洛里斯1,006羽冠军 /  = NPO 洛里斯4,372羽5位
摩林科 777 羽冠军
半省晚生鸽季后赛鸽王冠军

2019年全省幼鸽组鸽王亚军
史特莱比全省10,995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2017年PIPA排行榜荷兰中短距离最佳赛鸽季军
塞扎讷全省9,118羽季军(仅落后同舍鸽)
蓬圣麦森斯全省13,240羽4位 / 莫伦3,481 羽4位
魁夫兰 2,125 羽4位 / 蓬圣麦森斯 1,461 羽4位
莫伦3,481羽5位 / NPO吉恩 4,119 羽6位

魁夫兰2,302羽6位
2017年奥林匹克荷兰G组一岁鸽7位
圣斯1,019羽8位
2016年PIPA排行榜荷兰短距离最佳赛鸽8位
魁夫兰2,900羽9位
蓬圣麦森斯 2,395羽10位
PIPA排行榜荷兰最佳赛鸽13位

"超级基斯" X "杜晨" 是新超级配对

马克.
吉伯特
（Mark Gilbert）"宇宙小姐" 直子 "宇宙小姐" 直外孙女

"超级基斯"（Super Cees）
mars NL12-1698913

"杜晨"（Doutzen）
VENUS NL13-131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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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Southfield, Crouch Lane Winkfield
Nr. Windsor Berkshire SL4 4TL 英格兰
电话: +44 1344 890261
电子邮件: Gilbert_markjohn@yahoo.co.uk

马克.
吉伯特
（Mark Gilbert）

英国最优秀的国际经典赛赛手
- 从2010年至今取得20项全
国赛冠军
- 收藏最优秀品质的鸽系
- 1年内取得6项全国冠军记录
保持者
- 英国最完备的巴塞罗那收藏

2018年巴塞罗那全国冠军 / 2017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父亲 "黄金巴塞罗那号" 荣获巴塞罗那金翼奖
2014年巴塞罗那全国8,764羽6位
2012-2014年巴塞罗那国际最佳赛鸽亚军
(诺文-帕森)

- 母亲 "新荣耀号" 直女 / "新荣耀号" 荣获:
2013年巴塞罗那国际25,382羽冠军
2011年巴塞罗那全省冠军/全国12,281羽8位
2013年巴塞罗那金翼奖 / 当今鸽坛最佳马拉松赛种鸽！
(巴腾伯格-米卫和PEC)

2014年巴塞罗那金翼奖
2012-2014年巴塞罗那国际鸽王亚军
2014年巴塞罗那全国8,764羽6位
2013年巴塞罗那全国11,590羽23位
2013年巴塞罗那全国10,542羽175位
拿邦全省亚军…共4次获得冠军

- 子代 "南方雨果" 荣获：
2018年巴塞罗那全国冠军
2017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诺文-帕森原舍

"黄金巴塞罗那号"
(Golden Barcelona) mars BE09-5175848 

"南方雨果"
(Southfield Hugo) mars GB15-N01248 



2019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亚军
!! 唯一近五年内在国际赛中取得5次全国前50位的赛鸽 !!
2019年阿让全国3,938羽10位 / 2019年圣维仙全国 2,949羽15位
2016年阿让全国3,648羽23位 / =2016年阿让国际11,826羽86位
2017年圣维仙全国 3,053羽48位 / =2017年圣维仙国际11,515羽78位
2018年波品纳全国3,966羽49位 / =2018年波品纳国际12,349羽164位
2017年波品纳全国 4,620羽87位 / =2017年波品纳国际14,851羽227位
2015年波治I全省 2,101羽19位 / 2016年拿邦全省683羽62位
还获得全国249.-357.-421.-544位

—祖父及外祖父 "金翼号" 荣获: 
2010年金翼奖得主
2006-2010年巴塞罗那全国鸽王亚军
2010年巴塞罗那全国12,641羽亚军/国际25,750羽季军

2010年金翼奖得主
2006-2010年巴塞罗那全国鸽王亚军
2010年巴塞罗那全国12,641羽亚军/国际25,750羽季军
波品纳全国7,364羽54位 / 卡奥尔全国6,654羽95位

- 作出子代：
2015年比利时国际赛 (3场比赛) 最佳赛将5位 ("黄金33号")
莱邦纳全国3,238羽9位/地区114羽冠军 ("黄金53号")
卡奥尔全国6,576羽12位/地区231羽冠军 ("黄金53号")
阿让全国2,524羽66位("黄金56号")
波品纳全国66位 ("黄金33号")
圣维仙全国3,037羽74位("黄金56号")
—双重孙代 "小深斑雄": 2019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亚军

地址: Spoorwegstraat 45
8930 Lauwe 比利时
电话: +32 564 28430
电子邮件: patrickdelrue@live.be

帝鲁-
凡布利安娜
（Delrue-Vanbruaene）

过去50年内最具实力的长距离鸽系
- 巴塞罗那传奇 "金翼号" 超级王朝
- 过去和现在都取得多项冠军
- 新超级明星KBDB全国鸽王亚军 
"小深斑雄"
- 当今唯一在国际赛取得5项全国顶
级成绩的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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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A菁英
育种中心
（PIPA Elite Center）

"金翼号"（Gouden Vleugel）
mars BE03-3239132

"小深斑雄"（Klein Donker）
mars BE14-300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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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Eentveld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比利时
电话: +32 9374 3887
电子邮件: info@p-e-c.be
www.p-e-c.be

PIPA菁英
育种中心
（PIPA Elite Center）

仅作为一岁鸽参赛，5次进入前1%
2018年威尔森联省5462羽亚军
2018年利蒙治全国大区1129羽4位
2018年查勒维尔地区1597羽10位
2018年查勒维尔地区2572羽21位
2018年查特路全国27081羽236位

-作育子代获得: 2019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5场长距离赛最佳一岁鸽亚军
2019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 查勒维尔 2,572羽冠军
2018年波治全国大区5694羽4位 / 2018年查特路全国27081羽9位
2018年亚精顿全国8772羽10位 / 2018年图勒全国5326羽12位
2019年蒙吕松全国9857羽18位 / 2019年威尔森全国20956羽19位
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19位 / 2019年威尔森全国20956羽26位
2017年查特路全国18499羽45位 / 还获得全国 51.-60.-95.-97.-97.-101位

父亲: "修长莫直子", 福瑞克-阿伦
母亲: "霸丝特同窝姐妹", PEC基础种雄 "保时捷911" 全姐妹

"威寇福雷迪" X "莉芙" 作为 "保时捷911" 的父母，在短时间内便在世界赛鸽运动中留下自己的印记。2019年百万美元大赛决赛4位 (首批
归巢, 第4位)、2019年阿罗纳特比决赛季军 (首批归巢, 季军)、2019年维多利亚瀑布决赛19位、2019年芭提雅决赛46位和2019年黄金阿
尔加维决赛123位, 这是我们在2019年参加的全部5项公棚赛! / 还在比利时获得2018年贾纳克全国冠军、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冠军等。

世界最高品质标准的种鸽舍
- 比利时鸽坛黄金基因的守护者
- 全国最佳鸽例如 "新福雷迪" 
及吉林克斯和范德瓦尔最佳鸽
-西欧赛鸽运动的绝对宝库
- 包括神奇的巴塞罗那冠军

"保时捷911" 全兄弟

"保时捷王子"
(Prince Porsche）mars BE17-4062318 

出自我们基础血系的2羽超级鸽：

"保时捷911" 
全姐妹直女

"黄金霸丝特"
(Golden Boxster）VENUS BE16-4129304 



出自 "鲁迪" X 其直女的超级回血配对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 父亲 "鲁迪", 作育子 (孙) 代获得
2015年利蒙治全国一岁鸽6,275羽冠军 ("鲁迪王子",– 吉诺.克里克)
2016年布瑞福全国一岁鸽5,925羽冠军 
("灰布瑞福号", - 弗雷德里克.埃弗拉特)
2015年KBDB 全国大中距离幼鸽鸽王冠军 
("超级瑞卡", - 杰斯普-范德维根)
TT 南图幼鸽7,791羽冠军( "出自新闪电号兄弟", - 威利.林森)
杜尔斯全省 5,639羽冠军., 共3次冠军("全省号" - 保罗. 兰努)
2017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冠军 ("灰031" – 贺伯特兄弟)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出自 "闪电号" X "达格玛"

- 子孙代获得 / 纽瓦克523羽冠军 (孙女) / 纽瓦克大区499羽冠军 (孙女)
斯利福德216羽冠军 (直子) / 巴斯185羽冠军 (直孙)
赫尔+南路大区2B锦标赛176羽冠军 (直子) / 利尔斯117羽冠军 (直子)
里德103羽冠军 (直女) / 彼得伯勒74羽冠军 (直女)
纽瓦克冠军/联合会公开赛2,167羽亚军 (孙女)
利特尔汉普顿冠军/1,134羽4位 (直女) / 斯利福德冠军/联盟775羽7位 (孙代)
亨廷顿冠军/联盟673羽11位 (孙代) / 
亨廷顿冠军/联合会公开赛2,380羽20位 (孙代)
波士顿冠军/联盟1,091羽24位 (孙代)
2016年 "谁能赢" 公棚赛公开热点赛5.-8位/公开决赛季军
10个冠军奖项 (子/孙代, 麦克.布莱顿使翔) / "3个六" 俱乐部冠军奖项 (孙女)
5个冠军奖项 (孙代, 杰米.莱尼瑞许使翔)
2个海翔赛冠军奖项、大区冠军/亚军、联合会亚军 (孙女, 科林.史密斯使翔)

-母亲 "霹雳当娜" 孙代获得 / KBDB全省鸽王4位 ("贝琳达")
波提尔全省1,688羽冠军 ("达利欧")
2016年查特路全省 2,791羽亚军 / =查特路全国大区5,090羽季军 ("贝琳达")
查特路全国14,762 羽23位 / 2016年布里奥讷 75 羽冠军("巴塔萨")

- 全兄弟作出子代 "冠军666号" (Champion 666): 获得12项冠军
2007年约克夏中距离联合会 "年度赛鸽" 奖 / 子代本身及作出子代获得冠军

英格兰
电话: +44 77487 22269
电子邮件: pieter@pipa.be

彼德.
欧伯贺斯特
（Pieter Oberholster）

盖比 "闪电号" 基因的拥有者
- PIPA英国-爱尔兰-南非代理
- 盖比原舍鸽收藏家
- "闪电号" 最佳育种直子之一
- 种鸽舍拥有标志种鸽
"鲁迪" 的多羽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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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文斯特拉
（Pieter Veenstra）

"闪电号直子"
(Son Bliksem) mars BE05-3006564

"鲁迪小公主"
(Rudy's Prinsesje) VENUS BE16-313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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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De Skieding 14
9222 LB Drachtstercompagnie 荷兰
电话: +31 6372 73249
电子邮件: veenstrapigeons@planet.nl

彼得.
文斯特拉
（Pieter Veenstra）

荷兰公棚赛传奇鸽友
-荷兰公棚赛超级冠军
-著名 "美好人生" 王朝, 
世界有史以来最佳比赛雌鸽
-在世界众多鸽友的鸽舍取得众
多超级赛绩
-新超级种鸽, 有史以来最优秀
的百万美元赛鸽 "福罗佑回归"

—作出子代获得: NPO 沙隆3,122羽7位
NPO 沙隆3,122羽8位
NPO 沙隆3,122羽10位
NPO 沙隆 4,924羽11位
NPO波治3,661羽49位
NPO 圣斯4,690羽78位
摩林科364 羽4位
霍林赫姆1,186羽6位
2018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65位/荷兰亚军
2018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大综合鸽王20
位/荷兰亚军

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最佳赛将之一!
2018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大综合冠军
2小时16分钟领先优势
淘汰赛亚军
汽车赛综合17位
决赛521 公里 2,627 羽14位
热点赛汽车第4关212 公里  2,874 羽18位

- 兄弟 "贾鲁普", 3次冠军 / 2015年奥林匹克荷兰G组一岁鸽7位 
- 兄弟 "爱克直孙", 3次冠军 / 2014年全省中距离冠军

- 父亲"三叶草爱克", 赫博瑞原舍种公
父亲 "爱克" 荣获: 2010年比利时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命运人生", 神奇种雌 / 全姐妹 "美好人生": 5次全国鸽王冠军

"福罗佑回归"
的最佳兄弟种鸽文斯特拉新当家种鸽

"福罗佑回归"
(Return Flojo) VENUS CN17-227000

"卡地亚"（Cartier）
mars NL15-1143962



2018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亚军
蓬圣麦森斯 923 羽冠军
蓬圣麦森斯 568 羽冠军
爱库恩 450 羽冠军
蓬圣麦森斯 391 羽冠军
爱库恩 244 羽冠军
爱库恩 820 羽亚军
蓬圣麦森斯554 羽季军
蓬圣麦森斯 1,012 羽6位
蓬圣麦森斯 1,420 羽9位
蓬圣麦森斯 1,185 羽10位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以比利时赛鸽史上最低系数
2016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4位
爱库恩1,082羽冠军 / 爱库恩841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623羽冠军 / 蓬圣麦克斯548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1,166羽亚军 / 蓬圣麦克斯1,154羽亚军
蓬圣麦克斯639羽亚军

—作出 "小年轻"获得:
2018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亚军

— "最棒基特尔" 做出子代和孙代在2018和2019年:
在7家不同鸽舍获得至少20项冠军

地址: Eentveld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比利时
电话: +32 472 717728
电子邮件: sales@pipa.be

PIPA竞速
育种中心
（PIPA Breeding Loft）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最棒基特尔" 王朝
- 2015-2019年KBDB短距离鸽王评
选中一直占据优势
2015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最棒基特尔" 的侄子)
2016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4位
("最棒基特尔")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最棒基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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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栋-
贝克
（Hagedorn Becker）"最棒基特尔"

作育的首羽直子

"最棒基特尔"
(Best Kittel) mars BE15-1029362 

"小年轻"（Junior）
mars BE17-101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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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栋-
贝克
（Hagedorn Becker）

欧洲最大的100%里欧.贺尔曼鸽系
- 2016年全国一岁鸽组最佳鸽舍冠
军和季军
- 2014-2015-2016-2018-2019
年全省成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 2015-2017-2018-2019年全省
幼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 14羽 "奥林匹克003" 的子代,
"杨"、"欧元号"等子代/兄弟

地址: Aspastrasse 41
59394 Nordkirchen 德国
电话: +49 2596 529303
电子邮件: info@tierarzt-becker.de
www.tierarzt-becker.de

2017年德国奥林匹克短距离代表鸽
2016年全省最佳雌鸽 / 2016年全省雌鸽王冠军
2016年RV雌鸽王冠军 / 305公里9,506羽冠军
283公里2,725羽亚军 / 527公里5,532羽季军
422公里993羽季军 / 418公里6,141羽4位
232公里2.948羽5位 / 418公里5,011羽5位
418公里694羽5位
418公里5,703羽6位
418公里2,020羽6位
304公里7,886羽8位
206公里1.397羽8位

出自基础配对 "小灰" X "胖雌"
里欧.贺尔曼 "奥林匹克003" 直孙

- 子代06134-14-9 /  2017年RV 吕丁豪森鸽王亚军
417公里9,560羽亚军 / 418公里6,141羽亚军
418公里2,020羽季军 / 232公里2,948羽5位
418公里6,619羽10位 
2016年13次参赛 ,10次入赏
2017年13次参赛, 全部入赏

- 子代06134-15-935
2016年RV吕丁豪森一岁鸽鸽王亚军
2016年13次参赛, 11次入赏 / 2017年13次参赛, 11次入赏
2018年13次参赛，11次入赏

"奥林匹克萝蜜"
(Olympic Romy) VENUS DV06134-13-201

"基础配对直子"
（Son Base Pair）mars DV06134-12-900 

哈格栋-贝克
新顶级种鸽



2017-2018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图勒赛最佳赛鸽冠军
2018-2019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图勒赛最佳赛鸽季军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0位和全省5位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2014年卡奥尔全国7,136羽冠军 / 2011年利蒙治全国14,679羽6位 
2013年苏雅克全国5,282羽10位 / 2012年利蒙治全国13,781羽18位
2012年布瑞福全国11,130羽81位 / 2012年亚精顿全国18,782羽87位
2014年KBDB全国最佳鸽舍冠军功臣鸽 / 2011年俱乐部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1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4位 / 2011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6位
2012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8位
获得全省1.-1.-3.-6.-11.-11.-15.-15.-19.-19位
"新杜尔斯" 作育子 (孙) 代获得
"黑杜尔斯": 2019年2项冠军
"灵魂": 2019年3项冠军
波提尔联省1974羽冠军
2017年英国育种者鸽舍冠军
2018年英国育种者鸽舍冠军
2018年英国女王杯冠军
2018年加纳利公棚赛鸽王冠军

"鸽王"（Ace）
mars BE14-3115670  

"新杜尔斯号"
(New Tours) mars BE10-3020802 

- 在全国大区赛获得
图勒全国大区 623 km 1,187羽13位
图勒全国大区 623 km 2,370羽14位
图勒全国大区 623 km 3,358羽1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 633 km 2,856羽17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633 km 3,339羽30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 633 km 2,935羽35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 668 km 2,829羽49位
图勒全国大区 623 km 1,835羽58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 668 km 3,342羽 70位
- 在全国赛获得
图勒全国 623 km 4,169羽14位
利蒙治全国 633 km 6,492羽17位
图勒全国 623 km 7,447羽30位
利蒙治全国 633 km 6,272羽47位
布瑞福全国 668 km 9,132羽61位

图勒全国 623 km 6,206羽66位
利蒙治全国 633 km 9,162羽67位
布瑞福全国 668 km 9,278羽91位
图勒全国 623 km 8,621羽193位    
布瑞福全国 668 km 5,952羽218位
亚精顿全国 515 km 15,235羽306位
安吉拉姆全国 657 km 4,525羽434位
利蒙治全国 633 km 9,661羽540位
利蒙治全国 633 km 15,789羽540位
利蒙治全国 633 km 13,569羽649位
- 还获得
杜尔斯全省 452 km 4,939羽53位
查特路全省 486 km 4,532羽71位
布洛瓦全省 414 km 3,583羽186位

"鸽王" 作为幼鸽没有参赛

地址: Zandvleugestraat 8
8755 Ruiselede 比利时
电话: +32 474 326 897
电子邮件: rudi.de.saer@telenet.be

鲁迪.
狄萨尔
（Rudi De Saer）

比利时最成功的长距离鸽系之一
- 获得多项KBDB全国最佳鸽舍冠军
- 从2012年至今取得4项全国冠军
- 顶级基础血系 "好雌号" 和 
"派利奎" X "柯莉"
- 在全世界取得众多援外成绩包括全
国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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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
兰布瑞契赛鸽
（Stefaan Lambrechts
  Racing Pigeons）

种鸽舍的新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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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Smidstraat 258
2590 Berlaar 比利时
电话: +32 478 917843 
电子邮件: info@stefaanlambrechts.be
www.stefaanlambrechts.be

史蒂芬.
兰布瑞契赛鸽
（Stefaan Lambrechts
  Racing Pigeons）

100-600公里KBDB鸽王神奇赛手
-著名的KBDB全国鸽王 "琳莎"
王朝
- KBDB全国鸽王大师
- 比利时短和中距离超级明星鸽友
- 超级援外成绩遍布全世界

2018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鸽王冠军
查勒维尔1,645羽亚军
=全省5,584羽6位
查勒维尔1,303羽季军
=全省5,197羽10位
莫伦548羽季军
莫伦1,463羽4位
仅参赛4场

2015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鸽王冠军
比利时历史上最低系数（0,483）
苏普斯1,243羽冠军
=东区507羽冠军
苏普斯联合会2,391羽亚军
=东区958羽冠军
苏普斯联合会2,031羽亚军
=东区720羽冠军

史蒂芬.兰布瑞契
新顶级战将

"琳莎"（Lincia）
VENUS BE15-6108145 

"维纳斯"（Venus）
VENUS BE18-6156231



作育子 (孙) 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 18495羽  43位
利蒙治全国 15783羽  43位  / 查特路全国  4386羽  43位
亚精顿全国  4012羽  70位 
查特路全国  1719羽 159位
查特路全国  6377羽 189位
"奶酪小子"回血 ("金姆" 和 "诺尔" 血系）

作育子 (孙) 代获得: 亚精顿全国11223羽 14位
亚精顿全国19592羽 17位 / 波治全省7297羽 21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28位 /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 36位
利蒙治全国10699羽49位 /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53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60位 / 亚精顿全国5158羽121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122位 / 查特路全国24611羽128位
"奶酪小子" 回血 ("芭芭拉" 血系)

地址: Baasrodestraat 162, 9200 Baasrode 比利时
艾迪.诺尔 (Eddy Noel): +32 (0) 474 07 52 34
伊凡威洛克斯 (Ivan Willockx): +32 (0) 475 98 36 15
电子邮件: teamnoel-willockx@hotmail.com
www.teamnoel-willockx.com

诺尔.
威洛克斯团队
（Team Noël-Willockx）

最具实力的 "奶酪小子" 种鸽战队之一
超过30羽范德瓦尔原舍种鸽
- 2019年取得1次全国大区冠军和3
次全省冠军
- 2019年获得23次全国前100位
- 2019年获得23项冠军 (没有重复)
- 4次进入PIPA排行榜比利时最佳赛
鸽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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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全国大区冠军 / 3项全省冠军
23次冠军 (没有重复) / 112次全省前100位
75次全国大区前100位 / 23次全国前100位
-  2019年全国鸽王
PIPA 排行榜2场KBDB长距离最佳成鸽亚军
PIPA 排行榜4场KBDB大中距离最佳幼鸽6位
PIPA 排行榜4场KBDB大中距离最佳幼鸽7位

PIPA 排行榜4场KBDB大中距离最佳幼鸽9位
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15位 
- 23次进入2019年全国赛前100位
欧瑞拉克全国成鸽 3,886羽3.-50.-71. 
欧瑞拉克全国一岁鸽 3,584 羽4.-6.-11.-18.-28.-
50.-53.-60.-83. / 亚精顿全国23,258羽幼鸽49位
利蒙治全国10,699羽一岁鸽49位

波治全国24,053 羽成鸽69位
亚精顿全国5,158 羽成鸽80位
亚精顿全国22,826羽一岁鸽84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幼鸽85、88位
波治全国28,319羽幼鸽91.-95位
图勒全国7,155羽一岁鸽94位
查特路全国 19,529羽幼鸽99位

2019年诺尔-威洛克斯战队最佳成绩

蒂尔德和乔克.
艾辛加
（Tj. & Jouke Elzinga）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葛精顿"（Gargenton）
mars BE14-6228656

"北方狼"（Noord）
mars BE14-622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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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Nijewei 57
9281 NT Harkema 荷兰
电话: +31 6511 02654 / +31 6412 90786
电子邮件: info@elzingaduiven.nl

蒂尔德和乔克.
艾辛加
（Tj. & Jouke Elzinga）

以世界著名 "艾丝米" 王朝纵横赛场
- 取得NPO和全省超过万羽比赛冠军
- 全国鸽王冠军 "艾丝米" 
王朝和大师级种鸽
- 新顶级种鸽 "哈利路亚", 胡曼斯
"哈利" 最佳直子之一
- 胡曼斯-文斯特拉- "灰希望"
基因强力组合

2周内获得2项NPO冠军
2018年NPO圣斯4,666羽冠军
=2018年圣斯全国大区8,762羽冠军
2018年NPO摩林科8,939羽冠军
=2018年摩林科全国大区17,506羽亚军
阿瑟泽里克4,122羽亚军

- 全兄姐 "灰明星" 获得
2016年NPO摩林科7348羽季军
=2016年摩林科全国11,985羽5位

- 全兄姐 "考特妮" 获得: 2016年NPO摩林科7,348羽5位
2017年曼特斯129羽7位 / 共计27个奖项
(超级种鸽 "哈里路亚" 直子)

子代获得：2018年NPO圣斯4666羽冠军
=圣斯全国大区8762羽冠军
2018年NPO摩林科8939羽冠军
=摩林科全国大区17506羽亚军
阿瑟泽里克4133羽亚军 / NPO摩林科7,348羽季军
=2016年摩林科全国11,985羽5位
2016年摩林科幼鸽组7348羽5位

- 父亲: "哈利", 杨.胡曼斯 / 2009年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NPO1.-1.-3位和传奇种公

- 母亲: "艾丝米", 蒂尔德和乔克.艾辛加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全能代表鸽
全国鸽王1.-1.-2和NPO 1.-4.-7位
子（孙）代获得至少15项冠军和3项NPO冠军

"哈利路亚"（Hallilujah）
mars NL15-1850078

"艾丝米王子"
(Prince Esmee) mars NL17-4289807 



2年的参赛生涯中获得
图勒全省1,591羽冠军 (领先17分钟)
=全国大区2,761羽冠军 / =全国7,322羽9位
威尔森652羽分速最高 / =威尔森全省7,057羽7位
拉索特年263羽分速最高
=2016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545羽12位
还获得全省/大区13.-29.-37-.82-.79.-97位等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9位
盖雷全省2,027羽冠军 /全国9,815羽6位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4,055羽8位 / 2015年全国15,009羽28位
2017年利蒙治全国14,937羽32位 / 2016年贾纳克全国4,167羽50位
2015年贾纳克全国3,879羽88位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KBDB最佳鸽舍4.-11.-11.-11.-11位功臣
5次进入2015-2017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最佳赛鸽前10位

- "费恩" 作育 (子) 孙代获得
2019年天津开创者一岁鸽四关大奖赛
首关3386羽32位和欧洲参赛鸽冠军
2019年亚精顿全省4986羽季军
2019年奥尔良全省3441羽5位
2019年布洛瓦全省5208羽8位
2019年卡奥尔全国6905羽11位
2019年瓦朗斯全国大区760羽12位
2017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8位

- "瑞奇" 作育 (子) 孙代获得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2019年PIPA排行榜5场比利时长距离赛
最佳一岁鸽冠军
=2019年波治全国17975羽5位
2019年贾纳克半全国2122羽冠军
2019年图勒全国7155羽8位

还获得全省/大区37.-58.-66.-72.-
75.-76.-94位
还获得俱乐部1.-2.-2.-5.-5.-5.-6.-7位
-著名的 "费恩" 配对直子作育子 (孙)
代获得
全国赛9.-11.-30.-54.-84.-72.-94.-
102.-111.-114位等
大区/全省1.-1.-2.-2.-3.-6.-7.-12.-
13.-18.-37.-40.-48.-66位

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23位
2018年利蒙治全国7236羽26位
仅在2019年便取得全国赛38.-39.-
43.-46.-47.-49.-64.-66.-86.-86.-
99位
全省赛还获得2项俱乐部冠军及全省
15.-18.-29.-31位和半全国20位

地址: Vijverstraat 65
9860 Moortsele 比利时
电话: +32 474 678871 / +32 476 311312
电子邮件: tomvangaver@hotmail.com
www.facebook.com/tomvangaver555

汤姆.
凡哈佛赛鸽

（Tom Van Gaver Pigeons）

飞速蹿红的比利时优秀赛手
- 仅2019赛季便获得KBDB全国鸽王 
  / 最佳鸽舍2.-6.-7.-13.-25位
- 以全国和全省冠军作为基础种鸽
- 全心投入的赛手和育种者
- 极高品质的新一代超级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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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迪和雅克.
范希兄弟
（F. & J. Vandenheede）

"瑞奇"（Ricky）
mars BE13-4142684

"费恩"（Finn）
mars BE15-421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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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电话: +32 9384 7529 / +32 9384 3470
电子邮件: Vandenheede.freddy@skynet.be

福雷迪和雅克.
范希兄弟
（F. & J. Vandenheede）

2018年KBDB比利时全国全能最佳鸽舍
2018年KBDB比利时全国长距离成鸽组
最佳鸽舍
2018年KBDB比利时全国大中距离成鸽
组最佳鸽舍
2017年KBDB比利时全国全能最佳鸽舍
2012年KBDB比利时全国全能最佳鸽舍
2013年比利时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
鸽王冠军

2018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5场长距离赛最佳成鸽冠军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代表鸽亚军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6位
2018年安格拉姆全省1,148羽亚军
=全国4,525羽12位/107羽冠军
2018年图勒全省803羽季军 / 2018年图勒全国4,169羽7位
2017年利蒙治II全省2,082羽8位 / =全国9,151羽51位
2018年贾纳克全国5,371羽13位 / 2016年利蒙治全国6,946羽25位
2017年利蒙治I全国14,937羽52位
2018年布瑞福全国9,278羽73位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3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图勒全省1,605羽6位/全国7,350羽71位
莱邦纳全国6,658羽8位
盖雷全国14,362羽38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5,742羽61位/全国14,271羽124位
波治全国31,719羽225位

-子 (孙) 代荣获: 贾纳克全省冠军/全国5,371羽亚军
利蒙治全省2,138羽冠军/全国7,236羽季军
亚精顿地区冠军/ 全国8,818羽8位
布瑞福地区冠军/全国9,278羽13位
圣维仙地区冠军/ 全国3,053羽51位
图勒528羽冠军 / 利蒙治全省4位/全国一岁鸽6,272羽11位
莱邦纳全国大区8位/全国3,950羽24位
2017年查特路全国幼鸽6,198羽16位

- "奥林匹克泰戈" 作育子代 
"401/18" 荣获:
2018年波治全国大区5,684羽冠军

-父亲 "葛劳祖尼" 荣获:
2013年莱邦纳全国成鸽组6,658羽冠军
图勒全国10,251羽季军

"奥林匹克泰戈"
(Olympic Tygo) mars BE15-4130410 

"奇迹鸽王"
(Miracle Ace) mars BE11-4244017 



"米洛斯" 最佳比赛直女
2017年国际赛欧洲雌鸽王亚军
2016年WHZB/ZLU "强中之强" 全国鸽王季军
圣维仙国际雌鸽组2,286羽7位 
=圣维仙全国3,037羽15位
波品纳全国4,789羽9位 
=波品纳国际雌鸽3,487羽9位
=波品纳国际14,682羽16位
2018年波城全国3,551羽94位
—半兄弟 "红梅西" 荣获:
2017年ZLU马拉松联省鸽王6位
2017年波品纳全国4,789 羽23位 / 国际14,682 羽46位
2018年波城全国3,551羽31位
2017年马赛全国2,528羽211位

NPO蒙托邦1,862羽冠军
全省唯一当日归赛鸽
佛维基-德哈恩鸽队基础种公
或是鸽坛国际赛历史上最优秀的种鸽之一

— "米洛斯" 的后代获得佳绩包括:
2014-2016年ZLU波品纳全国鸽王冠军
2015年全国马拉松冠军
2015-2016年波城欧洲鸽王亚军
2017年国际赛欧洲雌鸽王亚军
2017年ZLU全国鸽王季军& 5位
2016年WHZB/TBOTB赛事ZLU
全国鸽王5位
2016年ZLU圣维仙全国3,387羽冠军
2015年贝吉拉克全国12,302羽冠军
2014年波尔多联省冠军
波城国际11,164羽亚军

2013年ZLU拿邦全国4,515羽亚军
ZLU塔碧斯全国2,374羽亚军
2017年巴塞罗那全国季军
2018年ZLU阿让全国6,379羽4位
圣维仙全国4,858羽4位
巴塞罗那国际17,094羽5位
ZLU波品纳全国5,622羽8位
2016年NPO圣维仙8位
ZLU波品纳全国4,789羽9位
ZLU马赛全国6,610羽9位
贝吉拉克全国6,219羽9位

地址: Maansteen 6
3643 BK Mijdrecht 荷兰
电话: +31 297 289378 / +31 6155 59698
电子邮件: michelverweij@ziggo.nl

佛维基-
德哈恩
（Verweij-De Haan）

荷兰国际经典赛杰出赛手
- 有史以来最优秀马拉松种
鸽之一 "米洛斯"
- 最高水平国际赛顶级鸽友
- 多次取得国际顶级成绩和全
国鸽王
- 2017-2018年波城国际鸽
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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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德拉.
魏森玛
（Wendela Wiersema）

"米洛斯"（Milos）
mars NL02-2350928

"米洛斯小姐"
(Miss Milos) VENUS NL15-155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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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Lange Sissen 16
9903 GC Appingedam 荷兰
电话: +31 596 850793 / +31 636 592407
电子邮件: wendelawiersema@hotmail.com
www.wendelawiersema.nl

汶德拉.
魏森玛
（Wendela Wiersema）

荷兰最具天赋的赛鸽女将
- 2017-2019年取得多项全国最
佳顶级成绩
- 包括NPO冠军和全省冠军在内
的众多冠军
- 年仅22岁的荷兰优秀天赋赛手
- 经过证明的种鸽和重要比赛冠
军收藏

戴芬3,362羽季军 / 祖特芬 622羽季军
魁夫兰2,193羽5位 / 提尔堡 11,208羽6位
提尔堡 3,605羽6位 / 魁夫兰1,643羽8位

-作育子代获得 / 2018年全省幼鸽组鸽王4位
阿尔隆2442羽冠军
雷特尔半省1292羽冠军
马斯克930羽冠军
阿尔隆628羽冠军
摩林科1293羽亚军
奇梅全省4136羽季军
吉内普2054羽季军
奇梅1271羽季军

德文特全省17,346羽亚军 / 德文特3,075羽亚军
拉文斯坦1,178羽4位

- 子代获得 / NPO阿瑟泽里克14,987羽8位
阿瑟泽里克2,519 羽冠军 / 魁夫兰1,502 羽冠军
魁夫兰1,392 羽冠军 / 魁夫兰全省 7,747 羽季军
威城3,390 羽季军

- 孙代 "鸽王亚军" 获得 / 2017年NPO全国幼鸽王亚军
魁夫兰3,754羽冠军 / 魁夫兰1,117羽冠军
魁夫兰1473羽季军 / 魁夫兰全省4,651羽5位
吉内普1966羽6位 / 戴芬全省12,734羽8位
戴芬4125羽8位 / 魁夫兰3038羽8位

"小斑雌657"
(Krasje 657) VENUS NL10-1000657 

"灰奇迹"（Blue Wonder）
mars NL15-1135879  



2018年“黄金好手”联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8年WHZB&TBOT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2018年PIPA排行榜中&长距离荷兰最佳赛将4位
2019年奥林匹克荷兰一岁鸽组鸽王5位
莫伦半省1,727羽冠军 / NPO查特路1,303羽冠军
NPO查特路季军/全国大区27,656羽22位
蓬圣麦森斯半省3,350羽季军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3,087羽10位 / =拉索特年全国8,600羽33位
NPO亚精顿5,187羽37位

—母亲的全姐妹 "阿莉西娅公主" 获得:
2015年 "顶尖翼" 全国幼鸽王冠军 / 2015年NPO全国幼鸽王4位
2015年PIPA排行榜荷兰中距离幼鸽赛将5位

2019年PIPA排行榜荷兰长距离赛鸽亚军
NPO拉索特年4122羽冠军 领先22分钟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1691羽冠军, 660公里
伊苏丹半省1870羽冠军, 572公里
=NPO伊苏丹7183羽季军
NPO查特路2558羽4位, 594公里
=查特路全国大区7423羽10位
NPO亚精顿2621羽185位, 620公里
贝罗尼2352羽7位 / 莫伦2064羽12位

- 父亲 "未来王子" 获得
NPO冯特内9425羽冠军

地址: J. Van Deventerstraat 17
5141 NV Waalwijk 荷兰
电子邮件: wspieringsduif@online.nl

沃特.
史碧林
（Wout Spierings）

荷兰中和长距离赛超级赛手
- 优秀全国鸽王和奥林匹克超级
明星
- 杨.胡曼斯和彼得.文斯特拉超
级品质鸽
- 超级老基础配对 "创造者" x 
"朵拉" 闻名世界
- 连续多年获得NPO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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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和卡洛尔.
梅尔斯赛鸽
（K. & K. Meijers 
  Racing Pigeons）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mars NL17-3728901

"新王子"（New Prince）
mars NL18-381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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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Nutterseweg 1
7637 PJ Oud-Ootmarsum 荷兰
电话: +31 61783 1914
电子邮件: kasmeijers@gmail.com

卡斯和卡洛尔.
梅尔斯赛鸽
（K. & K. Meijers 
  Racing Pigeons）

全国赛和奥林匹克超级实战
鸽系
- 以里欧.贺尔曼和史蒂芬.
兰布瑞契为基础血统
- "奥林匹克尼寇" 
作育多代获胜后代
- 新奇迹配对 "085" X
"灰雌贝尔特"

直女 "奥林匹克尼寇" 获得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A组代表鸽
总共获得8项冠军

"085" 作育子代获得
伊斯内半省4,489羽亚军
德尔纳半省7,061羽6位 /
1,761羽4位
魁夫兰半省6,601羽8位
魁夫兰1,260羽6位 / 半省 5,064羽14位
魁夫兰873羽9位 / 
3,413羽23位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A组代表鸽 / 总共获得8项冠军
博斯托7,115羽冠军 / 博斯托1,315羽冠军 /6,519羽亚军
提尔堡1,219羽冠军/ 5,418羽10位
魁夫兰325羽冠军/  2,912羽亚军
博斯托252羽冠军 / 查勒维尔208羽冠军
魁夫兰112羽冠军 / 伊斯内106羽冠军
还获得2.-3.-4.-4.-5.-8.-等.
道夫尔半省4,153羽5位/ 735羽4位
博斯托半省6,939羽7位/ 1,382羽亚军
道夫尔半省4,564羽10位

—作出子代获得: 魁夫兰全省10,492羽冠军 / 道夫尔半省12,904羽冠军
博斯托230羽冠军/1961羽4位 / 道夫尔 196羽冠军 /  2,2382羽10位
魁夫兰285羽冠军 / 2,933羽13位 / 提尔堡1219羽亚军/5418羽12位
道夫尔 704羽冠军 /  2,481羽6位 / 杜德朗格421羽季军

"085"
(De 085) mars NL14-1573085

"奥林匹克尼寇"
(Olympic Nicole) VENUS NL16-1176076



地址: Wakkerzeelsebaan 218
3018 Wijgmaal 比利时
电话: +32 479 728 738
电子邮件: jrans@scarlet.be

斯汀和耶罗恩.
兰斯
（Stijn & Jeroen Rans）

- 比利时当今超长距离赛超级明星
- 全国赛冠军和国际赛冠军
- 最艰苦比赛取得优异表现的鸽系
-  3年内取得3项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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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波品纳全国4,620羽冠军 
2017年波品纳国际14,930羽10位
2016年利蒙治全国大区65位

2019年巴塞罗那国际赛16051羽冠军
分速: 943米/分, 空距1083公里
领先亚军多达1.5小时
2018年波品纳全国3,966羽35位
2018年圣维仙全国2,758羽81位
2018年卡奥尔全国6,356羽391位
2017年贾纳克全国5,117羽287位

-半姐妹 "香蒂":
2018年瓦朗斯全国亚军

-半兄弟 "亚克斯":
2015年拿邦全国21位

2019年巴塞罗那国际赛15981羽冠军 (1083公里)
2017年波城国际雌鸽冠军
2017年波品纳全国4620羽冠军 (935公里)
2017年波城全国2135羽冠军 (873公里)
2018年贝吉拉克半全国1054羽冠军 (745公里)
2018年瓦朗斯全国7682羽亚军 (667公里)
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季军 (690公里)
2017年波品纳全国4620羽4位 (873公里)
2018年巴塞罗那全国7432羽8位 (1083公里)

2018年贝吉拉克半全国1179羽10位 (745公里)
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大区950羽冠军 (690公里)
2018年瓦朗斯全国大区2411羽冠军 (667公里)
2018年安吉拉姆全国大区749羽4位 (688公里)
2017年图勒全国大区1833羽5位 (637公里)
2016年蒙托邦全国大区2106羽5位 (808公里)
2019年蒙托邦全国大区1129羽6位 (808公里)
2016年蒙特利玛全国大区952羽8位 (711公里)
2018年安吉拉姆全国大区763羽9位 (688公里)

席宝特-
布恩斯
（Thibaut Boons）

"法兰斯"（Frans）
mars BE13-2185289

"杰夫"（Jef）
mars BE16-205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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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hapelle Valentin 13
5140 Sombrefe 比利时
电话: +32 495 307628
电子邮件: as.boons@skynet.be

席宝特-
布恩斯
（Thibaut Boons）

2017年亚精顿全国21,915羽
冠军 (25.927羽最高分速)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
鸽组鸽王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
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2015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最
佳鸽舍冠军
2015年布达佩斯A类奥林匹克
代表鸽冠军

2018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王季军
2019年KBDB 全国小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2019年吉恩970羽冠军
2017年波治全省905羽冠军 
=联省2,938羽亚军
=全国大区 12,400羽57位
=全国38,456羽107位
2018年圣斯798羽冠军
2018年波治 II 426羽亚军 
=全国大区 3,332羽72位
=全国8,978羽114位
2018年威尔森联省1,866羽6位
2017年查特路 IV全省258羽6位
2018年查特路 III全省158羽6位
2019年波治联省1,704羽7位
2019年波治I全省1,006羽8位 
= 半全国5,814羽70位
2018年吉恩地区1,050羽亚军
2017年南图127羽季军
2019年吉恩1,839羽4位
2019年费伊414羽4位
2018年特雷卢596羽5位
2019年吉恩1,137羽6位
2018年摩林斯全省757羽6位
2018年费伊1,304羽7位
2019年南图1,172羽10位

"维多利亚"
(Victoire) VENUS BE17-114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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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姆特&阿方斯.克拉斯（Helmut & Alfons Klaas） 2
耶勒.耶勒玛（Jelle Jellema） 21
乔尔.佛斯豪特（Joël Verschoot） 23
乔斯.马腾斯（Jos Martens） 24
卡斯和卡洛尔.梅尔斯赛鸽（K. & K. Meijers Racing Pigeons） 47

克拉斯.范多普父子（K. Van Dorp & Son） 28
开尔（Kai Er） 25
卡洛.范隆佩（Karlo Van Rompaey） 26
肯.艾斯利父子（Ken Easly & Son） 27
卢波米.库巴克（Lubomir Kubacek） 29
马丁.胡斯曼（Maarten Huijsmans） 30
马克.吉伯特（Mark Gilbert） 31
彼德.欧伯贺斯特（Pieter Oberholster） 33
彼得.文斯特拉（Pieter Veenstra） 35
PIPA竞速育种中心（PIPA Breeding Loft） 36
PIPA菁英育种中心（PIPA Elite Center） 33
隆吉尔-项（Roziers-Xiang） 22
鲁迪.狄萨尔（Rudi De Saer） 38
斯泰夫.巴尔斯（Stef Bals） 3
史蒂芬.兰布瑞契赛鸽（Stefaan Lambrechts Racing Pigeons） 39
斯汀和耶罗恩.兰斯（Stijn & Jeroen Rans） 48
诺尔.威洛克斯团队（Team Noël-Willockx） 40
席宝特-布恩斯（Thibaut Boons） 49
蒂尔德和乔克.艾辛加（Tj. & Jouke Elzinga） 41
汤姆.凡哈佛赛鸽（Tom Van Gaver Pigeons） 42
佛维基-德哈恩（Verweij-De Haan） 44
汶德拉.魏森玛（Wendela Wiersema） 45
沃特.史碧林（Wout Spiering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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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维尔德街 18号 9910 克涅瑟拉尔（比利时）
电话: (+32) 9374 3887  电邮: sales@pipa.be

www.pipa.be

*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 18631917485（微信）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