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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资质荣誉

北京三聚绿源有限公司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72）旗下子公

司。三聚环保是一家为基础能源工业的产品清洁

化、产品质量提升及生产过程的环境友好提供产

品、技术及服务的综合性能源服务公司，成立于

1997 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石油和化工

行业秸秆生物质高值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

以技术为先导，坚持科技创新，走创新融合发展

的道路是公司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为实现生态农

业建设和绿色能源综合利用，公司与南京农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等联合发展，共同构筑了产品开发、工艺技

术开发和工业应用研究三位一体的阶梯式研发

体系，共同致力于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技术

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源自农业  反哺农田  惠及农民

2017年4月，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开发的“农作物秸秆炭

化还田土壤改良技术”，被农业部列入秸秆农用十大模式

之中重点推介；2017年8月，该技术顺利通过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认为目前该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2019 年 2 月，召开“农作物秸秆炭化还田改土

培肥”绿色农业生产试验示范启动会；2019年9月，围绕

改土培肥、农产品提质增效的核心目标，召开绿色农业试

验示范观摩研讨会，快速推进“农作物秸秆炭化还田改土

培肥”绿色生产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

公司坚持“源自农业、反哺农田、惠及农民”，以发展“

生态农业、绿色能源”为宗旨，为市场提供三聚地沃炭基

材料、炭基肥料、土壤调理剂、无土栽培基质、绿色能源

和环保型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生物质的高效循环

利用与二氧化碳减排，有效破解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

难题，成为中国生态农业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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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炭化/精准测土/定制炭基肥
致力于生态农业和绿色能源

立足农业现状，改良土壤结构
打造生态农业

土地是农业农民之本。秸秆炭化技术主产物为生物炭，生物炭具有丰富的纳米孔隙结构，由生物炭

衍生出的三聚地沃系列产品具有缓释功能，助力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减肥减药、增产提

质，为土壤健康和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立足生物质可再生特性
顺应发展绿色能源

秸秆具有生物质能源的特性。秸秆液化、气化技术加工生产的绿色能源可实现经济性和清洁利用兼

得，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推动能源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环境现状，减轻焚烧雾霾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量的秸秆焚烧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也是雾霾的成因之一，对环境构

成巨大的危害。三聚环保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项目，助力推进农业固碳减排，为我国绿色农

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解决方案

经世济民 为母疗伤

燃气

超炭

秸秆油

炭

木醋液

炭基肥料

土壤改良剂

有机物、油泥污染土壤处理

冲施

喷施

生物沥青

燃料

气化

盐碱地

重金属

绿色合成气

合成氨 合成气

蒸汽

转窑炭化炉秸秆生物质

炭

费托合成

高温热裂解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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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生物质
综合循环利用流程

秸秆生物质
连续炭化核心设备

生物质炭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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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
生物质

收集

造粒还田

炭化三聚炭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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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生物质炭富含有机质和微量元素

OC
(g/kg)

597.7±8.98

Cu
(mg/kg)

21.03±1.85

Zn
(mg/kg)

81.59±0.41

Fe
(g/kg)

6.54±0.15

Mn
(mg/kg)

160.0±17.26

Ca
(g/kg)

16.27±1.98

Mg
(g/kg)

2.08±0.45

什么是生物质炭?

生物质炭（Biochar）是秸秆等生物质在特定条件下，热解产生的固态物质，富含有机质，拥有丰富的多
孔结构和较大的比表面积。

秸秆炭化科学还田

1.  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2.  调理土壤酸碱度;

3.  解决土壤中养分和微量元素不足问题，有利于作物吸收各种营养元素，提高土壤肥力；

4.  对肥料有很好的缓释作用，还田后提高肥料利用率；

5.  提高土壤的保水保墒能力；

6.  钝化土壤重金属，有效降低农产品中重金属含量；

7.  提高地温，有利于作物生长，提早出苗和成熟；

8.  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环境的修复；

9.  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生物质炭对土壤的积极作用

生物质炭本身具有土壤改良和土壤固碳的作用，是良好的土壤改良剂和肥料缓释材料。生物质炭在

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生长和农业固碳减排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保水保肥

改善土壤
团粒结构

钝化重金属
降低农药残留活性

解磷解钾
抑制有害菌

生物质炭改良盐碱土壤

生物质炭疏松多孔的性质，使土壤的总隙度增加，提高土壤通透性，改善土壤物理结构，重建微生物群
落，提高土壤入渗率，利于盐渍土盐分的淋洗。

炭改良未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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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介绍

2018 年 4 月，公司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签署 5 年战

略合作协议，主要围绕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利用，助力化肥减量增效和农业绿

色发展，充分发挥双方各自体系、人才、技术等优势，依托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平台，结合公司农作物秸秆炭化还田提升土壤生产能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共

同打造绿色农业生产示范区建设。

战略合作

“三聚地沃”品牌秉持“源自农业、反哺农田、惠及农民”的核心理念，通过国
际领先的农作物秸秆炭化还田土壤改良技术及相关技术产品，对土壤进行
持续修复和改良，提升农作物品质，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循环农业，该技术
同时被农业部列为重点推介的秸秆农用十大模式之一。 

现已形成以生物炭基肥料为核心，碱性土壤调理剂、酸性土壤调理剂、植物
有机酸、植物营养液、水溶肥料等新型产品相辅的产品矩阵。丰富多样的产
品组成，以及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将为用户提供专业、科学、全面的种植全
程用肥解决方案。

技术服务
测土配方

农技服务

图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领导在基地调研指导

公司有专业的农技服务团队，可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相
关技术指导与施肥建议。

获得全国石化联合会农化服务办公室评审认证的“全国农
化服务中心”，致力打造一支农化服务的“国家队”。
充分利用行业数据、信息、资料等，构建公司更加科学的农
化服务信息资料数据库。
已开通 400-0619-300 服务热线，可及时为用户提供测
土配方、农技咨询、农业致富信息资讯、科学施肥指导等。

有机质含量 / 腐殖质含量
PH值 / 大、中、微量元素含量

根据不同的植物在不同的生长期所
需元素及土壤中所含元素进行科学

配比 ( 缺什么补什么 )

土壤取样 制定方案 工厂生产土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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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公司利用“农作物秸秆炭化还田土壤改良技术”，已在国内众多区

域的不同土质、不同气候、不同作物，采用不同施肥方式，开展了大量的生

物炭基肥的科学实验研究，建设了众多的示范田，效果显著。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江西省等。

覆盖地区

提升品质

农作物粗蛋白提升

生物炭基肥示范田

水稻、玉米、大豆、花生、小麦、高粱、地瓜、甜菜、谷子、苦荞、藜麦、莜麦、马铃薯、苹果、李子、柿子、香瓜、

草莓、洋葱、番茄、大蒜、娃娃菜、西蓝花、白菜等。

涵盖作物

改良土壤

土壤中有机质增加

增产增收

减肥减药

5-20%
氮磷钾无机肥使用量降低

具有良好的抑制虫害作用
氮磷钾无机肥使用量降低

10%平均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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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质改良效果

常规肥                  0.14                        3.09                      0.102                  48.78

炭基肥                  0.23                        4.49                      0.170                  54.35

常规肥                  0.45                        5.93                      0.272                145.80

炭基肥                  0.55                        6.03                      0.748                170.80

常规肥                  0.30                        4.54                      0.732                131.80

炭基肥                  0.51                        6.74                      1.002                138.20

常规肥                12.84                      22.49                      0.102                300.10   

炭基肥                12.52                      19.65                      0.204                333.90

常规肥                  0.82                      10.40                      0.102                104.20

炭基肥                  1.50                      16.30                      0.238                132.20

肥料类型作物 可溶性蛋白
（mg/g）

可溶性糖
(%)

Vc
(g/kg)

SOD
(U/g)

番茄

番茄
（紫玲珑）

番茄
（绿宝石）

大蒜

网纹甜瓜

炭基肥种植的辣椒品质变化

类别
     Vc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             苹果酸              酒石酸
(mg·kg-1)             (g·kg-1)                 (g·kg-1)                (g·kg-1)             (g·kg-1)

  空白                350.67                31.76                    1.28                    1.22                 1.38

常规肥               362.01                37.11                    1.02                    1.13                 1.26

炭基肥               547.77                33.38                    1.14                    1.10                 1.24

五常大米品质改良效果

序号            检验项目               计量单位                样品                数值                   标准要求

  1              食味品质                    分                                                                          ≥85   

  2              直链淀粉                    %                                                                          15-20

  3              胶稠度                      mm                                                                         ≥70

  4              霉变粒                        %                                                                          ≤2.0

  5              黄粒米                        %                                                                          ≤0.1

  6              不完善粒                    %                                                                           ≤0.5

  7              碎米总量                    %                                                                           ≤10.0

  8              小碎米                       %                                                                           ≤0.2

炭基五常米             90

普通五常米             85

炭基五常米             20

普通五常米             16

炭基五常米             76

普通五常米             71

炭基五常米               0

普通五常米               0

炭基五常米               0

普通五常米               0

炭基五常米             0.3

普通五常米             0.3

炭基五常米             4.2

普通五常米             4.1

炭基五常米             0.1

普通五常米             0.1 炭基肥对重金属的钝化效果

作物名称 样品 检测项目 镉Cd（mg/kg） 备注：限量值0.200mg/kg

常规肥 总镉 0.341 镉含量超标

炭基肥 总镉 0.168 镉含量降低50.7%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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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地沃炭基肥示范效果 – 大田作物 三聚地沃炭基肥示范效果 – 根茎类作物

河南省卫辉市   冬小麦
常规肥亩产 507.7 公斤；炭基肥亩产 622.3 公斤，增产 114.6 公斤， 增产率达 22.57%。
按小麦 2.2 元 / 公斤计算，每亩冬小麦农民可增收 252 元。

内蒙古额尔格图镇   甜菜
甜菜品种为 SR411 ，采用直筒播种方式。施用普通肥亩产4365.5公斤，施用三聚炭基肥后甜菜的根系更
加粗壮，植株长势好，亩产6985.3公斤，增产1719.8公斤，增产率39.40%。按每吨甜菜售价500元测
算，每亩增收860元。

常规肥 炭基肥

山西省浑源县    土豆
常规肥亩产2567.95公斤；炭基肥亩产3001.5公斤，增产433.55公斤，增产率达16.88%。按2.1元/公斤
计算，每亩土豆农民可增收910元。

常规肥 炭基肥

安徽省灵璧县   冬小麦
常规肥田：蚜虫多，喷洒两次农药防治；炭基肥田：蚜虫少，不用喷洒农药防治。常规肥亩产 514 公斤；
炭基肥亩产 550 公斤，增产 7%。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   水稻
小店子村炭基肥示范田的水稻长势健壮，根系发达，有效分蘖多，穗粒饱满。
2019年9月27日召开测产观摩会，经过丈量测产面积、现场收割、脱粒、称重、含水率测试，对比田亩产
567.42公斤，炭基肥示范田亩产726.59 公斤，与施用普通肥相比增产159.17公斤，增产幅度达到28%。

常规肥 炭基肥

河南省焦作市   铁棍山药
常规肥亩产1600.8公斤；炭基肥亩产
2224.4公斤，增产623.6公斤，增产率
38.96%。与常规施肥相比，炭基肥种
植的山药块茎含水量（干物质）降低
2.65%，块茎粗蛋白增加7.14%，可溶
性总糖增加了33.33%。

常规肥 炭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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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地沃炭基肥示范效果 – 经济作物

河北省赵县   雪花梨
7月份，合作社老梨树萌出了非常多的新枝条，比旁边使用其他肥料的梨树长势好很多，而且结果量大，
果个儿头大，不少梨都撑破了外面套的袋。
施用炭基肥的梨平均糖度达到了13.8，最高的超过14.0。经过后期的熟化作用，糖分可达到15以上。
炭基肥种植的雪花梨果皮光滑，皮孔小，果沙少，果肉甘甜多汁，口感松脆细嫩。

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   草莓
1月上旬，北京地区连续降雪阴天，温度低，光照少。施用常规肥种植的的草莓糖度在12-13，施用炭基
肥种植的草莓糖度在14.2左右。基地的技术负责人说，在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白天棚内升温好的条件
下，草莓的糖度还可以再上升1-2个点。

山东省莘县   圣女果
炭基肥圣女果植株健壮，优果率高，色泽均匀，口感甘甜。对比田出现较为明显的早衰迹象，病虫害多
发。对比田亩产8351公斤，糖度6.1；炭基肥亩产9655公斤，糖度7.6；最终增产1304公斤，增产幅度
达15.61%，糖度提升1.5，增产和增甜效果显著。

常规肥 炭基肥

山西省朔州市   辣椒
对比田辣椒一垄每次的采摘量在400斤左右，使用炭基肥的辣椒一垄每次的采摘量接近500斤，增产幅度
在25%左右。

黑龙江省黑河市   大豆
生物质炭为微生物的植入、生长与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豆科作物结瘤固氮，有效根瘤菌数量较
多，大豆生长旺盛、根系发达，抗性强，顶端籽粒依然饱满。
2018年东北地区大面积遭受夏涝、早霜灾害，炭基肥示范区大豆表现出较好的抗逆性，亩均产量较往年
提高10%，大豆蛋白质含量达41.56%，比当地常规种植区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出6.13%。

河南省台前县   西瓜
炭基肥做底肥，用植物有机酸营养液做追肥，苗期不旺长，后期不脱肥，西瓜糖度高，口感好，
收购价格高。

炭基肥

12.5 10.0 25%

常规肥 糖度增加

增  产

炭基肥

7986公斤 6563公斤 21.7%

常规肥 产量增加

增  甜

常规肥 炭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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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基肥料（大田作物用肥） 生物炭基肥料（经济作物用肥）

产品类型：
平衡型、高氮型、高钾型

产品特点：

● 富含生物炭，是传统复合肥的升级换代产品。

● 富含有机质及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全方位提供作物生长所需养分。

● 具有较强的吸附和保肥能力，养分缓释，提高肥料利用率；

● 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优化土壤微生物环境；

● 含有促根生长因子和高活性有机质，增强农作物抗旱抗病能力。

● 使用本品可减少肥料流失带来的面源污染，减少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净化区域内空
   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施用方法：撒施、穴施、条施等。

建议用量： 大田作物 30—60kg/ 亩。

产品类型：
平衡型、高氮型、高钾型

产品特点：

● 富含生物炭，是传统复合肥的升级换代产品。

● 硫酸钾型复合肥，可明显提升农产品品质。

● 富含有机质及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全方位提供作物生长所需养分。

● 具有较强的吸附和保肥能力，延长肥效，提高有效养分利用率。

● 改良土壤理化性质，改善土壤微生态环境，促进作物健壮生长。

● 使用本品可减少肥料流失带来的面源污染，减少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净化区域内空
   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施用方法：撒施、穴施、条施等。

建议用量：经济作物 60—160kg/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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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调理剂

产品特点：

● 改善土壤结构及微生物生存环境 

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板结、酸化、盐渍化现象，快速调节土壤酸碱度，促进土壤团

粒结构、团聚体的形成，疏松土壤，改善土壤及微生物群落结构。

●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肥料利用率 

富含稳定态生物炭，增加土壤有机质，激活固化营养元素，丰富土壤矿物质，提高肥料利

用率。

● 增温保墒，通气保肥

改善土壤渗透性，增温保墒 ，通气保肥，增强根系活力，作物茎秆粗壮，叶片厚大浓绿， 

抗逆性增强，作物品质和商品率显著提高。 

施用方法：1. 在作物播种前一周，将改良剂撒施于土壤表层，耕深至 15-20 厘米，与 

土壤混合均匀后，再施基肥，播种。2. 用于果园时，结合中耕松土混入土壤。 

建议用量： 50-150KG/亩。

碱性土壤调理剂        有机质≥10.0%          pH值：4.5-6.5           水分≤30%  

酸性土壤调理剂        有机质≥10.0%          pH值：8.0-9.5           水分≤30%

有机肥料

产品特点：
● 技术领先，配方科学

本产品选用国际领先炭化技术生产的高品质生物炭，含有大中微量元素，配方科学合理。

● 改良土壤，培肥地力

富含有机质及活性有机碳，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提升土壤有益

微生物的数量，调节作物根系营养和生长环境，提高土壤肥力。   

● 提高作物抗逆性

具有防治病虫害功能，改善土壤微生态环境，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减轻作物连作障碍，提高

作物抗逆性；

● 营养丰富，改善品质

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多种营养元素，营养均衡，肥效期长，后期养分持续供给，能够减缓作

物缺素症的发生，提高农产品品质。

施用方法：撒施、穴施、条施等。
建议用量：200-40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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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肥

产品类型：
平衡型、高氮型、高钾型

产品特点：

● 不含激素及氯离子，硝态氮与铵态氮均衡供应，是一种安全无公害肥料。

● 有效缓解土壤盐渍化和次生盐渍化程度，调节土壤pH值。

● 能够被作物根系和叶面直接吸收，养分利用率高。

● 肥效快，可有效满足作物快速生长期营养需求。

● 抑菌驱虫，提高根系和叶片活力，增强作物抵抗力。

● 促进果实着色，提高作物甜度和品质。

● 作物施用安全、高效，提质增产，延长保鲜期和货架期。

施用方法：冲施、喷施、滴灌等。

建议用量：喷施：3-5kg/ 亩，7-10 天使用一次；滴灌：5-10kg/ 亩，10-15 天使用一次；

冲施：5-10kg/ 亩；10-15 天使用一次。

稀释倍数： 喷施 600-1000 倍；滴灌、冲施 200-500 倍。

复合微生物肥料

产品特点：
● 提高土壤肥力
富含有机质、腐殖酸、微生物菌等，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改善有益微生物菌的生存环
境，解磷解钾。

● 促根养根
有益微生物的代谢物中含有多种天然生长因子，提高根系在逆境条件下的生长能力，并且补
充作物所需有机养分，促进根系生长。

● 抗菌抗重茬
含特有的植物有机酸，能有效的抑制土壤中的有害菌，驱虫抗病，让作物的根部在一个安全
的环境下生长。

● 营养全面、促增产
除植物所需氮磷钾外，含有多种植物营养元素，促进作物根、茎、叶生长，提高作物的产量。

施用方法：冲施、滴灌等。

建议用量：冲施：每次用量 7-10L/亩，每次间隔 7-10 天；

                    滴灌：每次用量 5-7L/亩，每次间隔 7-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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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方案 三聚秸秆产业扶贫工程

50-60亩

供应

产出

9600万
（含流动资金）

项目建设总投资

村级秸秆造粒扶贫车间扶贫

用工性扶贫

10个1万吨级造粒车间 50个用工岗位
超5000人次临时用工

扶贫车间
（秸秆收储造粒） 秸秆

产业扶贫
扶贫基金

用工性扶贫

收益性扶贫

6250万元

5万吨炭基肥
减少支出

50元

粮食作物每亩
减少支出

增产性扶贫
粮食作物增收201.9元/亩，5万吨炭基肥增收2.5亿元

支出减少性扶贫
粮食作物减少支出50元/亩
       * 其中农药减少20元/亩，肥料减少30元/亩

5万吨炭基肥减少支出6,250万元

5万吨标准炭基肥厂扶贫成效
以科右前旗为例

三聚炭基肥产品扶贫

2.5亿元

5万吨炭基肥增收

201.9元

粮食作物
每亩增收

三聚炭基肥企业扶贫

用工性扶贫
炭基肥厂和造粒车间，
面向贫困人口提供用
工岗位 100 个

资产性扶贫
造粒车间利用政府扶贫资金、涉农资金、农机购置
补贴等资金形成固定资产，并根据当地政府扶贫
资金使用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资产性收益

捐赠性扶贫
每卖出 1 袋三聚炭
基肥捐赠 1 元钱作
为公益扶贫资金

项目建设模式：

提供专有技术、
专有设备和专有技术服务

三聚直投模式

三聚控股合资模式

扶贫造粒车间秸秆打捆、收储

炭化、制肥
生物炭基肥
生物炭基土壤调理剂
水溶肥

秸秆实施炭化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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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炭化还田—改土培肥”示范试验区建设规划

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南

安徽

宁
夏

甘肃

四川

陕西

黑龙江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82 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水稻、

大豆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秸秆生物质等量还田、黑土

地保护及土壤改良等示范效果。

吉林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20 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水稻、

大豆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黑土地保护及土壤改良等示

范效果。

辽宁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30 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小米、

高粱、马铃薯、豆类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

示范效果。

安徽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30 万亩，农作物涵盖黑芝麻、中药材、

小麦、玉米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示范效果。

河南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40 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小麦、

大豆、花生、水稻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示

范效果。

10个省份，30个土壤改良示范区

14种农作物，377万亩

内蒙古自治区示范区建设面积 120 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

甜菜、大豆、水稻、马铃薯、小麦、高粱、花生、荞麦、红小豆等，

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秸秆生物质等量还田、黑土地保护

及土壤改良等示范效果。

宁夏自治区示范区建设面积20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土豆、

荞麦、苜蓿、水稻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

示范效果。

甘肃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10 万亩，农作物涵盖玉米、水稻等，

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示范效果。

陕西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10 万亩，农作物涵盖油料、苹果、

猕猴桃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示范效果。

四川省示范区建设面积 10 万亩，农作物涵盖油菜、小麦、

水稻等，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土壤改良等示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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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体系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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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三聚环保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绿色发展历程，初步确立了以石油化工、煤化工和生物质绿色产业为基

础的发展路径。未来，三聚环保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为理念，努力成为生态农业的引领者。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我们真诚地邀请金融机构及国内外优秀的企业与我

们合作，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呵护我们的大地母亲，圆“天蓝、水清、地沃、人善”梦！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