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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星ONB创建于1984年 

韩国首次开发混合油粕（油饼）、混合有机肥，推广供应到韩国国内农协，

是韩国首家最大有机肥专门生产企业。 

“上市韩国证券交易所”，韩国有机肥企业首家（2008.04） 

“连续销售第一位”，供应韩国农协有机肥专门企业（1994~现在） 

“环保有机肥类大奖”，大韩民国绿色成长 品牌大奖（2009） 

“有机肥品质管理优秀企业奖”，（农林部） 

“有机肥优秀品牌指定产品”，（农协中央会） 

晓星ONB（5个工厂）年生产量 
有机肥（油粕）600万袋 
特级家畜肥360万袋 



 

1984.08 晓星ONB株式会社成立（忠庆牙山第一工厂） 
1991.12 第二工厂清道工厂扩移建  
1994.01 被选韩国首家向农协系统供应有机肥的企业  
1994.05 企业成立晓真有机资源研究所  
2003.10 韩国首次注册有机复合肥 – 果树联合会供应合同  
2005.10 第三工厂义城工厂竣工  
2006.11 农协中央会指定有机肥“优秀品牌”  
2008.01 HYOSUNG ONB PVT.LTD（成立斯里兰卡法人）  
2008.04 有机肥韩国企业中韩国首家上市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企业  
2008.08 扩建环保农业研究所（大田RND特区内） 
2009.10 获得专利（麻疯树油粕为主原料的有机肥及其制造方法） 
2009.12 第四工厂湖南工厂成立 
2012.05 获得专利（非洲油棕榈EFB为主原料的栽培蘑菇用培土） 
2012.07 获得专利（可溶化土壤坯难溶性磷酸盐的土壤微生物） 
2012.09 获得专利（蓄产废弃物的堆肥制造用菌株芽孢杆菌苏云金芽胞杆菌） 
2012.09 获得专利（抗真菌性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菌株微生物水化剂） 
2014.06 第五工厂安成工厂（副产物肥（堆肥）） 
2014.07  功能性液肥（万通）上市 
2015.06 特级家畜堆肥“身土不二”上市 
2015.07 环保防虫害制剂“虫JABA”上市 
2016.02 授优秀纳税者企划财政部长官表彰 
2016.02 包括壳寡糖在内防植物病造成物及粉末水化剂 
                获得专利（专利号：1020140026493） 



研发顶级油粕肥料 

最大生产能力 

最多获奖经历 

最辉煌的沿革及历史 

最高的品质和技术 

IN KOREA 



Product status 

总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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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城 安成 

牙山 清道 

湖南 斯里兰卡 



 日生产量 
油粕肥2万袋 

晓星环保农业研究所 

日生产量 
油粕肥1.5万袋 

日生产量 
油粕肥1.5万袋 

日生产量
油粕肥2万袋

日生产量 
油粕肥2万袋 

特级堆肥3万袋 



 

晓星环保农业研究所 



 

晓星环保农业研究所主要从事研发环境保全型、自然保护型农业为主的
环保轻肥研发、未来型生物资源开发及产品栽培环境研究等。该所为提
升国家竞争力乃至以农产品高品质化、农业生态保护 、可持续农业系
统确立，为开启韩国农业发展未来而不懈努力。 

环保型农业材料研发 
1. 环保型农业材料（混合有机质、有机复合、微量要素复合、水稻用肥） 
2. 有机质肥工程 
3. 农作物生长促进剂 

微生物资源研究 
1. 复合功能性微生物 
2. 微生物培养技术及制型研究 
3. 腐植酸及微量要素营养剂开发 
4. 环保生物农药开发 



 

包括壳寡糖在内防植物病造成物及粉末水化剂   获得专利（专利号：1020140026493 
包括抗真菌性微生物培养体的有机质肥造成物及其制造方法“专利注册”（专利注册号第10-1408683-0000） 
包括微生物培养体的有机质肥造成物及其制造方法“获得注册”（专利注册号第10-1437480-0000） 
包括非洲油棕榈（EFB）为主要成分的土壤改良剂造成物“获得注册”（专利注册号第10-1440797-0000） 
土壤内可溶化难溶性磷酸盐的土壤微生物及包括其在内的土壤处理剂造成物（专利注册号第10-1167836-0000号） 
非洲油棕榈EFB为主原料的栽培蘑菇用培土（专利注册号第10-1152156-0000号） 
有机物分解能力超强的芽孢杆菌（专利注册号第10-2008-0104628号） 
麻疯树油粕为主原料的有机肥及其制造方法（专利注册号第10-1152156-0000号） 
含有机矿物质的微量元素复合肥（专利注册号第10-0836091-0000号） 
利用微生物的畜产粪尿减量化方法发明（专利注册号第10-0294743-0000号） 

利用环保材料的农作物生长促进用功能粒状微生物剂开发-知识经济部（2009.04~2011.03） 
利用缓释性微量元素制剂和土壤微生物的环保订制型土壤处理剂开发-农林水产食品部（2009.12~2011.12） 
为洁净农产物生产支援的环保型多功能土壤处理剂开发-产业资源部（2006.05~2008.04） 

专利 

政府出资研究课题 



 

环保型 
有机质肥 



 

形态：颗粒 

重量 : 

氮-磷酸-钙：7%以上 

有机物含量：70% 

水分含量：15%以下 

油粕GOLD[颗粒] 

油粕GOLD以100%纯植物性油粕（油饼）制作，

是韩国销量第一的环保有机质肥。 

产品特点 产品效果 

- 混合多种植物性油粕（油饼）制作的纯植物混合油粕肥 
- 施肥后几乎没有流失和淋溶，效果突出有效时间长的优质肥 
- 比堆肥、堆肥营养成分突出的环保农材料 
- 往土壤里注入有机物改善土壤环境 
- 油粕GOLD能降低水分，改善了使用便利性和经济性 
- 粒状形态易于播撒，流失少 
 

- 果实大小和粗细均匀，色泽和糖度相当高 
- 可以生产具有农作物固有独特味和香，并储藏性能突出的农产品。
- 有效微生物的繁殖，在土壤表层菌丝比较发达， 
  形成土壤粒团结构，改善土壤环境健康营养 



 

*实验资料 
- 实验内容：化肥、其他公司油粕肥、晓星ONB油粕GOLD的农作物实验 
- 公示材料：砂壤土/生菜 
- 调查内容：绿叶素、叶数、叶宽、叶长、生物中、干物中 

绿叶素 叶宽 叶宽 叶长 生物 重 干物重 

处理区 

对照区A 

油粕对照区B 

油粕GOLD 

- 结果： 
   按有机肥的施肥量，对照农作物生长对照区（化肥、其他公司油粕肥）时，发现晓
星油粕GOLD处理区的生菜的叶长、叶宽、生物重及干物重等都有所增长，叶绿素和
叶数比对照区有明显增长优势。 

化肥处理区 对照区处理区 油粕GOLD处理区 



形态：颗粒 

重量 : 

氮-磷酸-钙：7%以上 

有机物含量：70% 

水分含量：15%以下 

牛黄GOLD[颗粒] 

牛黄GOLD是以纯植物性油粕中加动物性骨粉混

合制作的顶级有机质肥。 

产品特点 产品效果 

- 多种植物性油饼类和高级动物性有机质混合制作的混合有机肥 
- 效果快，持续时间长 
- 相比粪肥、堆肥突出的环保农材料 
- 土壤腐蚀（Soil Humus），可恢复土壤能力 
- 粒状形态易于播撒，流失少 
- 非化学性原料制造，适合有机农产物的品质认证农业 

- 果实大小和粗细均匀，色泽和糖度相当高 
- 可以生产具有农作物固有独特味和香，并储藏性能突出的农产品。
- 有效微生物的繁殖，在土壤表层菌丝比较发达， 
  形成土壤粒团结构，改善土壤环境健康营养 



 

*实验资料 
- 实验内容：无处理、晓星ONB牛黄GOLD、牛黄GOLD优质肥（生物有机质）生育实验 
                         - 优质肥：牛黄GOLD + 腐植酸、微生物 
- 公示材料：砂壤土/生菜 
- 调查内容：绿叶素、叶数、叶宽、叶长、生物中、建筑中 

绿叶素 叶宽 叶宽 叶长 生物重 干物重 
处理区 

无处理 

牛黄GOLD 

牛黄GOLD(万通) 

- 结果： 
对照无处理区时，单独使用牛黄GOLD，绿叶素、叶数、叶宽、叶长、生物重、干物重
等都有所增长。优质肥可提高农作物的生长和品质，相比无处理区生产量提高21% 
 

无处理区 牛黄GOLD 牛黄GOLD+万通 



 

形态：颗粒 

重量 : 20kg 

氮-磷酸-钙：8%以上 

有机物含量：70% 

镁：1.5~2.0% 

黄：1.0~1.5% 

Love-me爱米 [颗粒] 

无任何化学物质的无机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的环

保水稻用有机肥 

产品特点 产品效果 

- 氮成分降低及完整地保持肥料成分（7kg/10a） 
- 供应丰富的有机物（200kg以上/10a） 
- 苦土（mg）/钾（K）的比率增多 
- 就施一次肥，就能把营养持续供应到收获期（无需草绳肥、穗肥） 
- 适合实现环保认证农业的材料 

- 果实大小和粗细均匀，色泽和糖度相当高 
- 可以生产具有农作物固有独特味和香，并储藏性能突出的农产品。
- 有效微生物的繁殖，在土壤表层菌丝比较发达， 
  形成土壤粒团结构，改善土壤环境健康营养 



 

*实验资料 
根据水稻作业油粕连用时土壤变化的施肥管理实验 

区分 

最高分蘖期 出穗期 幼穗形成期 成熟期 

草长 茎数 草长 茎数 草长 茎数 杆长 穗长 穗数 

无
施
用 

无
施
用 

无肥区 

惯行区 

油粕区 

无肥区 

惯行区 

油粕区 

蛋白质 区分 直链淀粉 白度 

蛋白质：越多越硬粘性越差，所以越少越优质 
直链淀粉：越低饭更有粘性，是米饭有弹性的主要因素 
白度：米粒中的白斑点 



 

形态：颗粒 

重量 : 15kg 

氮-磷酸-钙：8%以上 

有机物含量：70% 

镁：1.5以上/钙：0.4%以上 

锰：0.1%以上/硫黄：2.0%以上 

Pro-Farmer[颗粒] 

韩国果树农业联合会和晓星ONB共同研发，并适

用按CODEX标准的，韩国最初的果树专用有机肥

产品特点 产品效果 

- 利用矿物质补充油粕中缺少的必要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的环保有
机肥 
- 仅施肥一次就能出产高品质安全果实的果树专用功能性肥料 
- 环保品质认证的适合农业生产，提高水果的口味、糖度和储存性 
- 改善土壤环境及经济效果 

- 适用于晚秋或初春施肥的期肥。全层施肥后用土或稻草覆盖或围

埂或用拖拉机翻土混合，其旺盛的微生物繁殖和快速分解，使果实
生长和土壤有好处 



 

形态：粉状 

重量 : 20kg 

有机物含量：40%以上 

水分含量：35~50%以下 

身土不二[粉状] 

身土不二把验证的家畜粪原料和油粕进行混合，

在韩国国内最大规模的家畜粪堆肥生产线生产的

特级家畜粪肥 

产品特点 

-高端喜氧性发酵工艺生产的特级家畜粪堆肥 
- 在最适合的条件下混合优质家畜粪和油粕类生产的产品 
- 采用全自动系统发酵工艺和后熟过程，产品均匀质量稳定 
- 未使用产业废弃物及食物废弃物的高品质无公害堆肥 京畿道安成 所在的发酵、后熟工厂 

- 三个足球场大小规模的后熟设备，生产出安全稳定的产品



 

*实验资料 
- 实验内容：普通堆肥和身土不二的农作物栽培比较实验 

绿叶素 叶宽 叶宽 叶长 生物重 干物重
zhon’f 

CF(变通堆肥) 
SSD 

（身土不二堆肥） 

- 结果： 
通过无公害蔬菜生长调查，对1级普通肥产品和特级

身土不二产品进行生长实验结果，身土不二处理区的
无公害蔬菜的生长和生产量都有增长，两种堆肥都无
公害 

普通堆肥 身土不二 

处理区 



 

高浓缩 
微生物制剂 



特点及效果 

- 保证微生物以外，还含有拮抗力优秀的Bacillus subtilis，酵母、乳
酸菌等，增加农作物的抵抗病能力并促进生长 
- 高浓缩有益微生物，保证以少量见大效果的好产品 
- 分解土壤中未未成熟有机物及促进养分吸收，能降低土壤盐浓度，
促进农作物生长及细菌繁殖 
-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和促进养分的吸收，可抑制农作物的生理障碍 
-保证微生物以外，还含有拮抗力优秀的Bacillus subtilis，酵母、乳
酸菌等，可增强对新病源菌抵抗力 

形态：粉状 

重量 : 1kg 

保证微生物 

：Bacillus subtilis 1.7× 109 cfu/g 

Lacto-Star [粉状] 

高浓缩有益微生物效果，可防止土壤和农作物的

病虫害，促进农作物生长，是一款高端优质的产

品 

保证菌数!! 

微生物培养机、圆心分离机 冻结干燥机 



 

*实验资料 
- 实验内容：比较乐土星和其他公司微生物制剂的拮抗力（从其他公司产品中分解
微生物，比较它们的抗菌活性及乐土星的抗菌活性） 

抗菌活性实验的10种植物病源菌 

无处理/乐土星 

  草坪灌注 



 

腐植产 
综合营养剂 



 

特点及效果 

- 利用腐植产和微生物培养体的高品质综合植物营养剂 
- 使用晓星ONB研究所自行提取的腐植产和微生物培养体 
- 前作期，生长期、结果期三种产品，按适合期分别使用 
- 腐植产的保肥能力帮助农作物的根部能够茁壮成长  
- 促进生长的微生物培养体和海藻提取物提高农作物产量  

形态：液状 

重量 : 500g 

前作期用：N(5)-P(2)-K(4) 

生长期用： N(1)-P(5)-K(4) 

结果期用： N(7)-P(0)-K(3) 

万通 [液状] 

凭借晓星ONB三十年制作肥料的经验，使用最好

的腐植产原料的综合植物营养剂 

腐植产分解状态正适合农作物的吸收，能增进营养、能量代谢、

酵素活性及养分可溶性等，改善土壤结构，减少有毒物质，保证农
作物健康生长的环境 

前作期用 

生长期用 

结果期用 

混合腐植产和最适合的微生物培养体，对促进生长、增大果实等
方面有显著成果。 

助长初期农作物根部的快速生长，帮助根部成活率，增进产量

腐植产和海藻提取物，增大果实大小，增强果实的口感和色泽



 

*实验资料 
-  普通营养剂和万通农作物生长实验（生菜） 

绿叶素 叶宽 叶宽 叶长 生物重 干物重 

无处理区 

万通结果用 

万通处理区 对照区 

处理区 

对照区 
万通 

万通生长用 

万通        微生物     无处理 

无处理   万通 无处理   万通 



 

环保防虫剂 
环保防病剂 



 

形态：液状 

重量 : 500g 

适用虫害：鳞翅目昆虫的幼

虫、螨科、蚜虫类 

虫JAVA[液状] 

虫java原料为天然植物提取物，适合于环保型农

作物的防虫剂，其防虫效果显著 

效果与特点 适用虫害 

-《本草刚目》和《唐本草》记载虫java成分中的苦参提取物对
疾病、回虫、钩虫有明显疗效  
- 本产品无残留农药，在收获期也能安心使用 
- 有效杀死鳞翅目昆虫的幼虫的环保制剂 
- 能够明显减少有机合成农药的使用，实现环保农耕作用 

       小菜蛾                  稻纵卷叶螟                甜菜夜蛾 



 

*实验资料 
- 小菜蛾为对象，使用虫java的控防除实验 
实验目的 
-测试虫java对小菜蛾的杀伤力 
实验方法 
- 各产品及混合稀释液以30ml容量离心管中离心，按各药剂500，1000倍液，测试喷雾式接触毒、摄吸毒 

产品名 稀释倍数 事前密度 防除度 
1天 2天 

虫java 

<无处理区 1天> <无处理区4天> 

<虫JAVA 1天> <虫JAVA2天> 

小菜蛾防除实验 



 

形态：液状 

重量 : 500g 

适用虫害：螨科、蚜虫类 

真螨JAVA[液状] 

真螨java原料为天然植物提取物，适合于环保型

农作物的防虫剂，其控制度相当显著 

效果与特点 适用虫害 

-《本草刚目》和《唐本草》记载虫java成分中的苦参提取物对
疾病、回虫、钩虫有明显疗效  
- 本产品无残留农药，在收获期也能安心使用 
- 有效杀死螨科、蚜虫的环保制剂 
- 能够明显减少有机合成农药的使用，实现环保农耕作用 

二斑叶螨                               桃蚜                          梨木虱 



 稀释倍数 事前密度 
1次 2次 

Java产品 

<处理前 无处理> 
萝藦蚜虫防除实验 

*实验资料 
-萝藦蚜虫控制度实验 
实验目的 
-为Java测试的室外实验测试的控制实验 
实验方法 
- 使用于本实验的萝藦蚜虫是晓星建筑外野生的萝藦寄驻植物中野生的萝摩蚜虫为对象，分其茎部进行的实验 

产品名 
活虫数 防除数 

1次 2次 

<1次处理后1天无处
理> 

<2次处理后2天无处
理> 

<处理前> <1次处理后1天> <2次处理后2天> 



 

形态：粉状 

重量 : 500g 

适用虫害：各种植物霉菌病

及疫病 

病JAVA[粉状] 

对植物病害有明显的控制、预防效果，无化学成

分的天然物质为主原料的病害控制剂 

效果与特点 适用虫害 

-晓星ONB和政府出资共同研发的病害管理有机农业材料。  

-添加壳聚糖和自然矿物中提取的酸盐化铜，能提高农作物的免
疫力和促进生长。 
- 各种霉菌病控制 有特殊疗效的环保制剂 
- 能够明显减少有机合成农药的使用，实现环保农耕作用 

       辣椒疫病          人参疫病                   白粉病               稻热病



 

无药害 

*实验资料 
 
- 实验内容： 比较寡核苷酸壳聚糖为基本的控制植物病的环保高效病java与化学农药，证明其优秀性 

防 
除 

度
% 

西红柿疫
病防除实
验 

- 结果 
对土豆疫病和西红柿疫病病java与药效测试、肥害测试、化学农药等比
较实验结果表明，相比A公司其控制度明显优异，与B公司比较相等。
而且用不同比例的稀释，也未出现药害，控制也未见明显。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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