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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微生物肥料 解决有机种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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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企业

中国肥料产业科技创新企业

中国农科院生物肥料研制示范基地

国家“863”项目新型生物肥料研制与产业化试验基地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

     与农民同生存   与农业同发展   与国家同强盛

全国服务热线：400-0098-017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简介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有限公司始成立于2000年7月，前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原土壤肥料研究所）技术支持生物肥企业，现已从生物高新技术企业升级为集产、

学、研、投、咨一体的综合服务集团公司，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和

落地项目。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试验位于北京通州，并在山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设有技

术合作公司、农产品示范、特色农产品种植研究中心。

公司坚持测土施肥、配方施肥、平衡施肥的原则，紧紧围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食品的需

求，运用现代高科技生物技术，研制、开发、生产微生物菌种、菌液原液、生物菌剂和新型肥

料，同时提供技术服务、农业服务支持。为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规模效益农业

产业发展提供土肥基础。目前，公司资质全面，业务覆盖全国各大省市县镇村，已成为中国生

物肥料行业中的领军型企业。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品质立牌、创造市场、实现共赢”的发展战略。秉承“真诚合作，

服务三农”的服务理念，汇集各方优势资源，以生物科技服务现代农业，倾力打造中国高效生

态循环农业产业发展平台，引领生态农业创新发展。



企业荣誉
2008年被列为中国农科院生物肥料研制示范基地
2010年荣获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优秀产品奖”
2011年荣获国家监督裣测产品质量放心品牌
2011年荣获CCTV央视网生物肥料全国唯一黄金合作伙伴
2012年荣获中国优质产品称号
2012年荣获中国著名品牌称号
2013年荣获CCTV7上榜品牌
2014年通过中绿华夏认证中心有机产品认证
2014年荣获得16项国家专利
2014年荣获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农资推荐品牌
2015年荣获中国产品质量监督协会中国著名品牌称号
2015年荣获中国肥料产业科技创新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院士专家工作站
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企业
中国肥料产业科技创新企业
中国农科院唯一直属生物肥企业
全国有机农业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农科院技术专家服务智囊团支持单位
中国农科院农业微生物研究生教学试验基地
国家“863”项目新型生物肥料研制与产业化试验基地
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建单位



全面资质

一流资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肥料正式登记证
01登记证号:生物肥(2013)准字(1224)号

02登记证号:生物肥(2013)准字(1225)号

03登记证号:生物肥(2013)准字(1264)号

04登记证号:生物肥(2013)准字(1189)号

05登记证号:生物肥(2013)准字(1244)号

06登记证号:生物肥(2014)准字(2381)号

07登记证号:生物肥(2014)准字(1327)号

08登记证号:生物肥(2016)准字(1821)号

09登记证号:生物肥(2017)准字(4287)号

10登记证号:生物肥(2017)准字(4288)号

11登记证号:生物肥(2017)准字(4711)号

12登记证号:生物肥(2017)准字(4712)号

13登记证号:生物肥(2017)准字(2232)号

14登记证号:生物肥(2017)准字(2233)号

有机农业生产资料评估证明
证明号：IP-0109-911-2876

有机投入品评估证明

证明编号：OIF14005



持续创新

01利用畜禽粪便生产优质活性生态有机原料的方法:201310638768

02发酵系统及发酵系统中间连接装置:201620727297,6：

03固体发酵培养床:201620726840.0

04固体发酵用的培养床:201620726810.X

05杀菌发酵罐:201620727300.4

06液体灌装机: 201620727299.5

07一种便捷过滤发酵罐：201620726809.7

08一种菌肥生长用容纳腔：201620726969.1

09一种震荡培养箱：201620726838.3

10喷雾干燥塔：201620726926.3

11一种能够促进农作物根部发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201710327930.1

12利用畜禽粪便生产优质活性生态有机原料的方法：201110254029.9

13一种用动物尸体生产活性生态有机原料的方法：201310638786

14一种用养殖废水生产液体活性生态有机原料的方法：201310638788



          集团产品效果案例展示
水果类



地点：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红富士种植园
施肥情况：连续8年使用中农富源菌肥。
用肥方案：底肥施菌肥每亩1500斤，微量元素100斤，螯合水溶肥三次灌根，叶面肥两次喷叶。
连续三年参加果王大赛的冠军。



果树近景
栖霞市亭口镇种红富士苹果植户，面积300亩，从2012年到现在一直用的都是我公司生物肥料，之前是老果园，产量低，品质

差。自从用了我们公司肥料，弱树变壮树，产量翻番，糖度增加2度，优质果有原来的不足50%增加到现在的80%。去年大部分

价格在3元左右，他的能卖到每斤6元。

试验田 对照田 对照田 试验田



使用地点：辽宁大连庄河

施肥情况：第二年使用

用肥方案：草莓使用中农富源菌肥6袋做底肥，保根120菌剂（6kg/桶）1桶灌根，螯合水溶肥1桶冲施，保叶120菌剂1瓶喷叶，保
果保护膜1瓶喷施。

使用效果：草莓长势旺，坐果多，膨果快，着色好，甜度高，口感好，往年常见的烂根死棵、炭疽病、灰霉病、白粉几乎没有了，
延长草莓采摘期。



使用地点：河南荥阳—河阴石榴种植园。
施肥情况：使用1年
施肥情况：底肥亩施5袋5亿含量菌肥，追肥保根120液体6公斤每桶亩冲施1桶。保叶120亩喷施1瓶，花期追施螯合水溶肥每亩1桶，
保果保护膜1瓶喷施。
使用效果：提产：产量明显提升，尤其是1斤以上的大果，以前每棵树只能出10个左右，现在能长到30多个，肥料比膨大剂还管用！
增效：石榴的甜度从18增到20+，果实着色紫红，外观漂亮，客户们纷纷回馈：口感更好了，拿来送礼也特别有面子！
护果：石榴树长势旺盛，叶面颜色墨绿，病虫害明显减少。以前每天都要从园子里捡出四五十个坏果、烂果，用了中农富源集团的
微生物菌肥，现在每周都捡不到几个！



使用地点：贵州六盘水

施肥情况：连续三年使用

用肥方案：猕猴桃3一5亩地使用中农富源5亿菌肥6袋，土调1袋，基肥。冲施螯合肥2次，一亩地一桶，水溶肥一包，保果保
护膜1瓶喷施！

使用效果：使用后猕猴桃个头明显变大，色泽口感好！



地点：山东莱阳

施肥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保根120颗粒底肥亩施6袋，土壤调理剂1袋，冲施液体保根120亩冲施6公斤。

使用效果：使用菌肥的桃树明显效果比没有使用菌肥的桃树效果好太多，没使用菌肥的桃树叶片发黄、烂叶；使用菌肥的
桃树叶片大而且叶片颜色绿，效果非常好

。

试验田 对照田 对照田 试验田



地点：海南昌江芒果种植基地

施肥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底肥亩施：保根120颗粒状菌肥5袋+套餐营养肥1袋+土壤调理剂1袋。追肥亩施：螯合水溶肥1桶+保叶120喷施1瓶
保果保护膜1瓶喷施，。

使用效果：芒果使用中农富源菌肥后个头大，口感好，效果非常好，病害减轻，表光好，耐储存！



地点：云南曲靖

施肥情况：使用三年

施肥方案：黄金西瓜底肥沟施中农富源菌肥六包，两包微量元素，定植时用保根120，0.5kg的，100-200倍液菌液沾根，缓苗
后用保根120(6kg)，300-500倍灌根，开花期冲20公斤螯合水溶肥，中间冲两次高含量水溶肥，保叶120喷叶三次！

使用效果：个头均匀，瓜型好，口感甜，施用第三年已完全无病害。



地点：山东潍坊临朐
使用情况：连续使用2年
施肥方案：底肥微生物菌肥5亿含量+土壤调理剂。追肥：保根120液体菌剂每亩冲施6公斤每桶+1斤1瓶。保叶120每隔7
天喷叶一次+果树流胶套餐。
使用效果：樱桃树流胶情况完全解决，增产20%，表光好耐存储，提前上市1周。



地点：广东广州

使用情况：已使用1年

施肥方案：底肥保根120颗粒+土壤调理剂+保叶120喷叶+保果保护膜1瓶喷施

使用效果：广东柚子树使用中农富源菌肥效果非常明显，生长健壮、果形正常，柚树比往年病害减少，叶片绿、柚子果实颜
色鲜艳、果不干瘪、且口感佳。没使用菌肥的柚子树长势不佳，果子偏小。



  集团产品效果案例展示
                  
                 蔬菜类



地点：江苏淮南黄瓜种植基地

使用情况：使用2年

施肥方案：水果黄瓜(江苏淮安)每亩大棚中农富源菌肥10--15袋左右，平衡套餐肥一袋做底肥，移栽苗时用保根120沾根，
同时冲6公斤保根120，开花前冲平衡水溶肥，同时可喷保叶120，坐果以冲高钾水溶肥，黄瓜长势非常好，黄瓜形状好，口
感好，用户非常满意！

使用效果：长势好，表光好，改善烂根死棵现象，病害减轻。



地点：山东滕州

使用情况：连续使用3年以上

施肥情况：土豆每亩地用中农富源15-8-22的营养套餐肥4袋，保根120颗粒5亿含量的3袋，保叶120液体0.5公斤的2瓶，20公
斤的全营养螯合水溶肥一桶，加一袋拌种剂，

使用效果：这是一亩全程地的量，其间基本上不用打农药，咱们的套餐肥价格本来不高，这样农户又不用打药，每亩地节省
500元左右，目前亩产量在8000斤左右。



地点：河南周口

使用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亩施：保根120液体6公斤每桶+1公斤每瓶+保叶120每7天喷叶1次

使用效果：保根120、保叶120效果非常明显，使用前西红柿苗长势非常弱，还有死根烂颗现象，黄叶烂叶等，使用保根120、
保叶120之后西红柿苗非常健壮，长势非常好，叶片浓厚，叶片发绿发亮，效果看得见！



地点：山东潍坊寿光

使用情况：已使用2年

施肥方案：圣女果使用中农富源土壤调理剂调每亩20kg两袋+保根120系列产品+保叶120系列产品

使用效果：效果很好，死棵烂根基本防治，个头均匀，色泽光亮，口感非常好。



地点：贵州天柱县

使用情况：使用第一年

施肥方案：保根120颗粒亩施3袋+营养套餐肥亩施1袋

使用效果：辣椒使用中农富源菌肥效果：辣椒根系发达，不感染根腐病、青枯病、枯萎病和白绢病，从种子萌发到成熟
采收，都没有烂根死苗现象发生，叶面深绿且厚，长势壮、病害少，根系扎的深，辣椒的寿命明显延长，不早衰，不提
前落叶，在成熟采收时仍茎青叶绿，而且蔬菜的卖相和品质也能提高一个档次。 



地点：潍坊昌乐县
使用情况：连续使用2年
施肥方案：底肥2亿含量菌肥亩施3袋+土壤调理剂1袋+追肥10亿含量液体菌剂亩冲施1桶。
使用效果：有效控制姜瘟病、地蛆、死棵等现象，增产明显。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山东聊城芸豆效果案例

地点：山东聊城
使用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底肥保根120颗粒2亿含量亩施4袋+土壤调理剂1袋+追肥保根120亩冲施1桶+保叶120喷叶。
使用效果：病害减轻，长势旺盛，同时提前上市，增产20%。



地点：山东聊城茄子病害地块

使用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保根120液体菌剂6公斤装+1斤装每隔7天冲施一次，连续三次，病害根除。

使用效果：烂根死棵小叶黄叶现象完全治愈，茄子茎秆粗壮、叶片肥厚且绿油油的，结出的茄子个头大、
外型饱满、口感好，未使用菌肥的茄子叶片发黄，茎秆纤细，结出的茄子个头瘦小，口感欠佳。

试验田 对照田 对照田 试验田

 未使用菌
肥

 使用菌肥



  集团产品效果案例展示
                  
    茶、粮、药材、花卉类



地点：浙江嵊州

使用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底肥：茶叶专用肥颗粒亩施4袋+追肥：保叶120喷叶每隔7-10天喷叶1次连续三次。

使用效果：使用中农富源菌肥的茶叶叶片浓密，叶片发绿，色泽好，口感好，无冻害。没有使用菌肥的茶
叶叶片明显发黄发蔫，且冻害严重。

试验田 对照田 对照田 试验田使用菌肥 使用菌肥 未使用菌肥



地点：吉林省吉林市

使用情况：1年

施肥方案：底肥尿素30二安10斤钾肥20斤，插秧后5--7天菌剂20斤同时配合叶面肥一遍，孕穗初期保叶120喷施一遍。

使用效果：亩化肥节省50元以上增产15%----30%垧增收3000----5000元。水稻使用中农富源菌肥效果对比明显，使用中
农富源的水稻苗长势浓密，苗色发绿，没有使用菌肥的水稻苗稀松，苗色发黄。

试验田 对照田 对照田 试验田



地点：福建福州福鼎市

使用情况：使用1年

施肥方案：太子参专用肥亩用3袋做底肥，保根120冲施两次间隔7天左右。

使用效果：使用中农富源菌肥的党参和太子参效果非常好，增产提质抗病，有效减少根腐病。

试验田 对照田 对照田 试验田

太子参使用生物
肥效果

未使用生
物肥

未使用
生物肥



• 地点：东营市广饶县石斛种植基地

• 使用情况：3年

• 施肥方案：底肥亩施5亿含量菌肥5袋+追肥冲施螯合水溶肥亩用1桶
每10天冲施1次，直到成熟。

• 使用效果：1、石斛的品质较去年有了很大提高。2、一肥多用，省
时省力省心。传统的施肥方案，要多种肥料轮换施用。用了中农富
源集团的全营养螯合水溶肥后，只要记得按时施用即可；3、有机
认证保证过关。中农富源集团的微生物菌肥，助力绿色、无污染的
农产品，保证达到国家认证标准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地点：云南曲靖玫瑰种植园
使用情况：2年
施肥方案：底肥亩施5亿含量菌肥5袋+土壤调理剂2袋+抗虫三号
使用效果：1、无死棵现象。2、  花期早、花期长；3、无虫害病害。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地点：菏泽牡丹区牡丹种植园
使用情况：2年
施肥方案：底肥亩施5亿含量菌肥3袋+土壤调理剂1袋+抗病型营养液1桶+保叶120
使用效果：1、无死棵现象。2、  花期早、花期长花大色丽，颜色鲜艳；3、无虫害病害。



添加标题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

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

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高品质的产品保障使用效果！



生物有机肥系列

   微生物菌剂系列

土壤调理剂系列

微生物菌种系列

    微生物水溶肥系列

发酵腐熟剂系列

中农富源7大系列产品

有机无机复混肥系列



保根120系列产品：专治烂根死棵

八大功能特点：

1、养根、护根、增根、壮根、防治红根、黑根、烂根死棵。
2、抗盐碱、调理土壤酸碱度、减少硝酸盐对土壤的危害。
3、抗重茬、抗线虫、抗寒，抗干热风等效果显著。
4、降解农残，防治作物病害。
5、固氮、溶磷、解钾提高肥效。
6、消除大棚畜禽粪便恶臭和氨气。
7、保花保果、促早熟、表光好、耐储存。
8、喷施防治叶面病害。



淡紫拟青霉：解决线虫难题

1 杀灭线虫、防治病害。本品是针对线虫病研制的一种杀线虫生物制剂，其有效成分可萌发产生侵入线虫虫卵及成虫体壁的
菌丝，并吸取线虫体内成份，在其体内繁殖，破坏线虫正常生理代谢，最后杀死线虫卵及成虫。

2 改良土壤。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促进有益微生物生长繁殖，增强其活动能力，构建平衡健康的土壤生态环境；疏松土壤，增
加土壤通透性，提高土壤吸收容量及保水保肥能力。

3 调节生长，改善品质，提高产量。该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吲哚乙酸等丰富的衍生物，可促进植物根系与植株的生长，对种子
的萌发与幼苗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促进植物新陈代谢和养分吸收，增强营养物质积累，提高品质，增产效果显著。

4 拌种。与生物有机种衣剂配合使用，早出苗、不粉种，苗全、苗齐、苗壮，抗倒伏、抗旱、耐涝，抗病增产。

四
大
功
能
特
点



除胶1号：   根治果树流胶

       本产品是由国家“863”项目组生物专家精心筛选的多种有益微生物，利用国内外最新高科技生物技术复合而成的高菌量制剂。

真正解决各种果树因化肥使用过量、农药除草剂使用不当、重茬缺素制毒造成的烂枝流胶、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的难题。是国家

农业生态建设和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新型高效微生物菌剂，优壮果树、优质高产。

    使用方法：本品是用于果树流胶患部，局部处理的产品。先将果树流胶患部清理干净，露出新皮，将本品原液倒入小型喷雾

器内，喷撒均匀，再用含有效活菌≥20.0亿/克的“保根120”或“老树皮脱落液”，与有效活菌≥5亿/克的粉状菌剂，调成糊状

均匀涂抹于患部，然后用塑料保鲜膜缠封严密即可。 



老树皮脱落液---老树脱皮，一抹就灵，省工养树

    本品用于各种果树涂干，为高吸收功能性营养液。100%吸收、100%无残留、100%

无激素。能直接被果树皮层吸收，使根系、叶片、株体生长旺盛；早春防冻、防腐、

抗旱及保花、保果，效果显著；膨大果实、除锈增色，减少果树黑点、红点、裂纹；

有效预防果树的黄叶、小叶、日灼、裂果、苦痘、畸形、腐烂病、轮纹病的发生和

危害；改善果树大小年，提高果实品质，真正达到增产增收。

    功能特点：

    喷涂本品在补充树体营养的同时，可从根本上快速杀灭树体中存在的腐烂、轮

纹病菌，激活树皮再生细胞的分裂，使因腐烂、轮纹病造成的粗皮病翘皮自然脱落；

既能免除果农刮除树干粗皮的繁重劳动，又不伤害树干;使果树越涂越健壮，树干越

涂越光滑，一份投入，丰厚回报。



溃疡1号-解决溃疡难题

功能特点：

1、消除溃疡、防病抗病。按时足量使用可有效防治各种作物溃疡病。
2、补充营养、健壮植物。大幅提高植物光合效率和叶绿素含量，叶片亮绿、抗早衰。
3、激活潜能、增进吸收。高效提升植物体内酶的活性，促进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
4、耐温润叶、修复伤害，显著增强植物抗低温，高温、旱涝、倒伏和药害的能力。



保果生物保护膜-防太阳果，抗病保叶、有机膨果、替代套袋

   “保果”生物保护膜的优势

1、先进性：生物有机皮膜保护剂替代果实套袋，防治日灼伤（太阳果、日

灼果）。

2、成本低：是套袋费用的1/6-1/8。

3、省人工：省套袋、摘袋、铺反光膜。

4、果实优：日照长、果实表光好、色泽鲜艳、外观与套袋基本一致，气味

更具果香、高钙、果大、果重、果皮厚、高营养、硬度大、糖心明显、糖分大、

口感好、损头果少、少农药残留、耐储存。 

产品说明

    本品是一种生物有机皮膜保护剂，通过幼果期果面喷洒，在果面上形成一层“生物

有机皮膜”，产生大量的SOD酶及多种植物激素、赤霉素、吲哚乙酸、细胞分裂素等。可

消耗农药残留，保护果实不受伤害，能够防治日灼伤（太阳果、日灼果），并形成了隐

形的套袋保护，达到替代套袋的作用，实现果实纯天然的成长，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光合

作用，达到“阳光果实”的生产要求。



国菌速腐剂---发酵腐熟、变废为宝

功能特点：

1、超强除臭、快速腐熟

2、多菌复合，适应多种不同堆肥发酵

3、低温条件下即可发酵腐熟。

4、堆肥周期短，既能杀死堆肥原料中的各种病菌、虫卵、去掉臭味又

能生产安全优质的商品有机肥。

适用范围：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制糖、制酒糟，农副产品加工下脚

料，城市生活垃圾等有机物料的快速腐熟。

用法用量：夏季环境温度高时或纤维素含量少的物料（畜禽粪便等），

每吨添加1-2公斤；冬季环境温度低时或纤维素含量多的物料（农作物秸

秆等），每吨添加2-3公斤。均匀喷淋于有机物料堆层。其中有机物水分

控制在40%-50%之间。



畜禽鱼优壮素-新型饲料菌剂

功能特点

1、改善调节畜禽鱼胃肠道菌群平衡，防治下痢及顽固性腹泻；

2、促进畜禽鱼消化和吸收功能，提高日增重，缩短饲养周期；

3、预防各类细菌性、病毒性疾病，增强免疫力，减少抗生素用量；

4、分泌抗蛋白，抗感染，抑制有害生物；

5、分解抗生素、激素残留，提高肉、蛋、奶制品，增加收益；

6、提高繁殖率、成活率、产蛋率、产肉率、产奶率；

7、提高饲料转化率，节约饲料，降低成本；

8、不含任何抗生素，无毒无副作用，除臭、驱蝇、改善饲料环境；

9、自配生产生物饲料及生物饲料厂家添加；

10、畜禽粪便发酵、灭菌、除臭，变废为生物肥料。



生物农药——抗虫三号
本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科技、强效抗虫型微生物菌剂，它是由中国农科院的

专家精心筛选多种抗虫微生物，配合植物中提取的抗虫液并利用国内外高

新螯合技术复合而成。

  新科技
  新产品

1、纯植物源杀虫剂，安全低毒、无残留、无抗药性、可降解，属于纯天然有机生物杀虫剂，具有杀虫杀菌等功效。

2、杀灭害虫种类多：直翅目、缨翅目、同翅目、半翅目、脉翅目、鳞翅目、鞘翅目、膜翅目、双翅目等常见农业

害虫均可杀灭。

3、防+灭，双重保障！本品采用防治结合的灭虫方式，作物萌芽期开始使用虫害会减轻一半以上，同时可为叶面及

植株提供一定的养分。

4、超长药效、降低成本。本品药效持久，杀虫药效可长达20天，防虫功效可长达30天。且药效不受阳光、雨水影

响。

5、使用方便、节省成本。1：600----1000倍水稀释后，喷洒于根部、叶面及株茎部便可。



生物制剂-----韭蛆1号
新技术
新产品

本品是由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著名微生物专家根据当前

韭菜种植中韭蛆防治难题，采用微生物活性菌、微生物代谢物、

植物提取物复配而成的多菌种、高菌量、多成份的高效专用产

品。填补了市场空白。



中农富源愿与大家

携手共绘乡村振全国兴美好蓝图

服务热线：400-0098-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