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普通泰（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什么是水培？ 

     水培是在含有适当矿物质的水中培植作物的方法，不使用土壤种植，是最洁
净、成本最低、对环境最友好、生长最快、最安全的种植水果和蔬菜的方法。 

 

       以色列在现代农业方面世界领先，以色列格普公司独创的浅水浮板水培技术
是世界水培领域的一朵奇葩。 

 

      以色列格普公司的技术对植物的生长环境全程监控和调节，使其保持最佳生

长条件，从而确保作物产出最大化。通过对作物生长环境精准、完美的控制，无
需施用任何刹剂和除草剂，反渗透膜净水系统可确保种植用水中不含任何病原体，
而以上这些都是传统土地种植方法所面临最主要的难题。 

  

 



以色列格普大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天通泰集团合作 

•天通泰投资集团旗下北京天通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以色列格普大棚
技术有限公司合资创办“格普通泰（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双方2012年6月1日签订合资协议。 

•合资公司享有该知识产权在中国的独家使用及推广，该技术即将进军中国
市场，致力于发展合作高效的水培蔬菜种植项目。 





  

• Growponics水培蔬菜技术源自以色列的沙漠地区。 

• 将蔬菜种植在盛有营养溶液的栽培床上。 

• 营养液的主要成份为有矿物质。 

• 蔬菜生长在托盘上，托盘浮在营养液上，随着蔬菜长大，会更换托
盘，通过电脑控制托盘有序移动。 

• 利用全封闭的温控系统及水循环系统对蔬菜生长周期进行全程监控。

 



 

        我们让创新变成现实 



 

聚碳酸脂温室大棚 

我们为合作伙伴承建大棚并与之共同经营：   

   

•  交钥匙工程，从设计到投入使用 

•  大棚及包装车间具备ISO9000认证，所有设备具备CE认证 

•  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 

•  每座大棚使用年限为40年 



 

玻璃温室大棚 

集成多项不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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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选址开始，选址要远离污染源，为有机蔬菜认证做准备 



适用于任何气候、任何地方 



沙漠中也一样适用 



开挖地基 



立杆 



设备运达 



开始建设 



铺设基础设施 



如同建造一座工厂 



真是一座令人赞叹的工厂！ 



真正的高科技 



我们通过了所有必要的认证 (CE, I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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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ponics技术优势 

• Growponics 托盘是自动移动的，全球唯一，受专
利保护。  

 

• 室内温度、湿度、营养液监控、调制和供应全部
由电脑控制。 

 

• 一公顷（15亩）面积的大棚只要两个工人就可完
成种植和收获 

 

• 无需传统农业中的土壤翻整、挖坑、间苗等作业 

一、自动化程度高 



二、高效 
• 高密度、连茬种植，一年365天全天候生产 

与普通大棚地面种植比较 

 

  

蔬菜名称：散叶生菜 

  growponics 普通大棚地面栽培 

每年茬数 连茬 2 

单棵生长期 30-35天 75天 

单棵重量 0.5市斤 0.5市斤 

每公顷年产量 
棵 359万棵 16.5万棵 

市斤 179万市斤 8.3万市斤 

每平米年产量 
棵 359棵 16.5棵 

市斤 179市斤 8.3市斤 

每亩年产量 
棵 24万棵 1.1万棵 

市斤 12万市斤 5500市斤 

以批发价每斤5元人民币计算，每平米年产值为895元，生产成本254元/平米/

年，税前利润为641元/平米/年，合每公顷（15亩）每年641万元。 



三、绿色环保 

• 大棚内没有任何虫害 

 

• 种植过程中不施用任
何杀虫剂、除草剂等
农药，故无任何农药
残留 

 • 摘下来就可以吃，甚至无需用水清洗，是真
正的绿色有机蔬菜 

 



四、蔬菜品质高 

• 蔬菜营养均衡 

• 口感极佳 

• 保质期长 

 

      普通蔬菜货架期为一周 

                         Growponics蔬菜货架期为2周 



五、节水 

• 技术源自以色列的沙漠环境 

 

• 其耗水量仅为普通大棚地面栽培耗水量的
1/5 



六、适用于任何环境 

• 不论是干旱的以色列沙漠，还是大雪覆盖的俄罗
斯都已经成功采用了Growponics技术，而且收益
颇丰。 

 

 

 • 该技术已在美国、俄罗斯、英国、西班牙、

以色列、印度等国成功商业化推广。目前公司
进军中国市场，致力于发展合作高效高品质的
水培蔬菜种植。 



七、可观赏性强 

• 大棚外观优美 

• 棚内空气清新并且温度适宜 

• 高度自动化的操作流程是同行业内世界唯一的，完全颠
覆了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很高
的观赏性 

• 可作观光农业，农业采摘园 

• 同时也是很好的农业科普示范基地 



与国际国内同类技术比较 
中国农科院技术，摄于北京小汤山特菜基地

。 

 缺点： 

 

•效率低，成本
高，只可用于
观赏，不适合
商业化. 

 

•通风、供氧不
佳。 



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水培区 

 主要缺点： 

 

•自动化程度低，
效率低，成本高
。 

 

•通风、供氧不佳
。 



国内外常见的水培技术流派 



国内外常见的水培技术流派 

 



  

    在绿叶蔬菜水培技术领域，我们的竞争对手无非使用两大类技术：深水栽培技术
（DWC）和营养层技术（NFT）。 

  

    深水栽培技术 – 在加拿大较为常见。该技术初始投资非常高，但产量和生产效率都

很高。格普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目前都在使用该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生产成
本太高，且由于溶氧处理环节有缺陷，无法避免根部生病。该方法不能种植
ROMAINE生菜或高茎绿叶菜（如swiss chard, kale, bok choy, spinach, curly red leaf 

and green leaf, etc)。 

  

营养层技术（NFT） - 在欧洲和澳大利亚较为常见。用很浅的营养液栽培作物的方法，

营养液在水槽不循环流过裸露的根部。该方法初始投资很少，但产量低于深水栽培法，
可以种植各种绿叶蔬菜和草药。 

  

  

格普混合旋转水培系统（RFS）- 格普混合旋转水培系统集成了深水栽培法和营养层

技术的所有优点，同时克服了其全部弱点。与全球其他水培技术相比，格普技术是最
先进和效率最高的，具体体现在，投资最少，生产成本最低，单位面积产出最高。同
时，格普大棚可以最大化地“本地化”，而外地的竞争对手在运输成本、新鲜程度等
方面将无法与格普的技术竞争。并且格普水培的方法可以种植所有绿叶蔬菜和草药。 

 

格普水培技术竞争性分析 



项目运营模式 

 

•格普通泰（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采用“特许加盟”
的经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技术。 

•高品质的水培蔬菜将为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
高端的消费者提供特供服务，提供专业的定点专送服务。 

•将食品供应链简化，建立从农场到冷链到家庭、公司、餐
馆的最简单直接的商业模式，在市内设立专卖店负责区域
配送。 

•应用物联网技术可追溯系统，消费者通过产品包装上的编
码，在网络上就可以查知自己购买的蔬菜是如何播种、施
肥，又是何时装车配送的，甚至每个环节操作人员的信息。  

 



Growponics格普农业科技可行性研究的政策依据 

 

• 依据农业部发布的《“生态家园富民工程计划
”示范建设项目技术指南》 

•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推动
农业科技跨越发展，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解决好粮食安
全问题。 

•  2012 年 》1 号文件《中强调了高科技农业和设
施农业的重要性以及鼓励扶持政策。 

 



Growponics格普农业科技可行性研究的政策依据 

 

• 农业部关于促进设施农业发展的意见： 

  农机发〔2008〕3号：①把发展设施农业摆到重要位

置②科学制定发展规划③积极推动科技创新④制定
完善标准体系⑤坚持改革创新、建立机制⑥坚持市
场引导、政府扶持 ⑦发展设施农业是增加农产品有
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的有力措施 ⑧发展设施农业
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重要手段 ⑨

发展设施农业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
的重要内容。 

 



Growponics格普农业科技可行性研究的政策依据 

 



以色列总统西蒙· 佩雷斯先生莅临参观 



成功案例 

项目名称 面积 

GP 德克萨斯 182.1亩 

GP 印弟安纳 60.7亩 

GP 俄克拉何马 60.7亩 

GP 塔尔萨 15.2亩 

GP 内华达 182.1亩 

总计 500.8亩 

该技术已在以色列、德国、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西
班牙、俄罗斯等国成功应用，2010年仅在美国 就签署了
以下项目： 



格普通泰（北京）农业有限公司项目选址 

项目拟建地点： 
 

1.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龙塘路沙浮段2号地段 

 

      拟在顺义征地1000亩，建设为中国以色列农业科技示范园格普水培技
术的生产与运营总部基地;计划在培养市场的同时对水培设施农业基地进行
梯度投资和开发，分期开发1000亩土地。其中100亩用于研发中心、培训
中心、包装车间、配送中心、仓库、科学家专家公寓等配套项目的建设。 

 

 

 

 

 

 

 

 

2. 昌平区小汤山农业科技示范园 

 

      昌平区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水培温室大棚建设，租
用1万平米温室大棚一座，将建设为格普水培技术的示范基地。

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具有明显的品牌效应、入驻该园区，
有利于依靠国家级园区平台做科技的推广示范，符合项目的高
科技特点。 

 

 



选址落户顺义的优势 

便利的交通条件 

 

顺义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郊，城区距市区30公里。东临平谷，北连怀柔、密云，西

接昌平、朝阳，南临通州及河北省三河市。发达的交通网络成为顺义区联通全国乃
至世界的通道。 

航空：世界第二大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坐落在顺义境内。 

轨道交通：首都机场轻轨L1号线、地铁M15号线。 

海路：顺义区与天津塘沽港仅90分钟车程。 

铁路：京承、大秦铁路纵贯顺义全境。 

公路：路网密度达到2.56公里/平方公里，已形成“六横”、“十二纵”、“三放
射”、“六高速”为骨架，“棋盘+放射+环线”的路网格局。完善的交通网络已
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六横”：北部货运通道、昌金路、白马路、顺平路、顺平南线、龙塘路。 

“十二纵”：高白路、天北路、火寺路、京密路、南陈路、右堤路、左堤路、李魏
路、李木路、木燕路、木北路、焦孙路。 

“三放射”：顺沙路、顺密路、通顺路。 

“六高速”：机场高速、六环路、京承高速、机场北线、机场南线、京平高速。 

项目所在地顺义区李桥镇位于顺义区南端，距北京市区20公里。东依潮白河，西

临首都国际机场，京平高速路、机场南线、六环路等多元化的交通路网汇集此地，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项目拟建位置交通优势图 

 



选址落户顺义的优势 

 水系 河流（河段） 所在区县 水质类别 

潮白河水系 

潮白河上段 密云、怀柔、年义 无水 

潮白河下段 顺义、通州 Ⅴ1 

白河库上段 延庆、怀柔、密云 Ⅱ 

白河库下段 密云 Ⅴ 

黑河 延庆 Ⅱ 

天河 怀柔 Ⅱ 

汤河 怀柔 Ⅱ 

渣汰沟 延庆、怀柔 Ⅱ 

琉璃河 怀柔 Ⅱ 

白马关河 密云 Ⅱ 

潮河库上段 密云 Ⅱ 

潮河库下段 密云 Ⅲ 

牤牛河 密云 Ⅲ 

安达木河 密云 Ⅱ 

清水河 密云 Ⅱ 

红门川 密云 Ⅳ 

沙河 怀柔、密云 Ⅱ 

怀河 顺义、怀柔 Ⅴ1 

雁栖河 怀柔 Ⅱ 

怀沙河 怀柔 Ⅱ 

怀九河 怀柔 Ⅱ 

箭杆河 顺义 无水 

城北减河 顺义 Ⅳ 

运潮减河 通州 Ⅴ3 

注： 

项目拟建位置水
样经外国专家测
试，符合大面积
开展经营水培技
术 

水质优势 



选址落户顺义的优势 

 

温泉 

 

         项目拟建设地附近温泉资源丰富，与北京著名的小汤山温泉一脉相承。温

泉水形成于远古北京海陆地质变迁时期，位于断层磁化地带，水质经天然磁化，
出水温度达60度，富含硫磺、碘、锂、氟、偏硼酸及氯化钠（古海水）等珍稀

矿物质，水质清澈，是无土栽培用良好的水源，另外，温泉即使是数九寒冬也可
保持较高的温度，可以为本项目温室大棚作采暖之用，降低了商业化种植供暖的
成本。 

 

落户地段的区位发展“高端经济”的条件已经成熟： 

 

      政策上，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顺义是“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北京重

点发展的新城之一”，临空经济区是北京市十一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六大高端产业
功能区之一，标志着发展临空经济，已经由区域发展战略升级为北京市的发展战
略，这为李桥发展临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大环境。  

     区位上，李桥镇紧邻首都国际机场，东距T3航站楼1公里，按照顺义新城规
划和产业定位要求，李桥镇将沿河村2.56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域作为临空经济产业
带的生活服务配套版块区。 



      在顺义区李桥镇龙塘路沙浮段2号拟购买1000亩土地(部分租赁)，投资建造50

万平米的高效设施农业水培大棚，并建设研发中心、培训中心、展示中心、仓储
中心、冷链运输、销售配送基地等，总投资规模为约8.94亿元人民币。鉴于该技
术产量巨大，绿叶蔬菜可达到普通地面栽培单位产值的20倍，公司计划在培养市
场的同时对水培设施农业基地进行梯度投资和开发： 

 

 

投资规模 

项目计划投资如下： 

 

l 研发中心、培训中心、科学家专家公寓等配套设施投资3亿元人民币。 

l 水培大棚一期建设投资为约1600万元人民币。 

l 水培大棚二期建设投资为约7800万元人民币。 

l 水培大棚三期建设投资为约1.8亿元人民币。 

l 水培大棚四期建设投资为约3.2亿元人民币。 

 

     项目用地将作为公司水培商业化终止的总部基地和中以现代农业示范园 

 







我们关注气候，关注变化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