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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应容量:

Grow、Micro和Bloom是完美的基本营养素组合，
包括所有的微量元素，使植物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茁
壮生长。全球诸多成功的温室都使用同款产品。唯
一的区别是，我们添加了简单的碳水化合物（增加
植物的产量）、富里酸（帮助植物健康）和硅酸盐
（帮助植物生长）。

Grow、Bloom和Micro在所有栽培基质中都能有效
地工作。

高产量栽培



可供应容量:

Ultimate Grow 2部分配方专为最大限度地释放
植物潜能而设计。它为植物提供生长所需的必要
营养，以启动它们的生长周期。在设计Ultimate 
Grow A and B产品时，Innovating Plant Prod-
ucts谨记这一点。使用Ultimate Grow 2部分营养
配方可以确保植物以最佳状态开始生长，并健康地
过渡到开花周期。单独使用Ultimate Grow A & B
肥料达到优异效果，或与全套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产品线搭配使用，获得终极效果。

在植物生长周期过程中使用Ultimate Grow A & 
B。



可供应容量:

Ultimate Bloom 2部分营养配方是创新设计，
用以提高植物在关键开花阶段的生长。其设计
旨在给植物提供最完整的微量和宏量营养，使
植物达到最大开花潜力。单独使用Ultimate 
Bloom 2部分营养配方肥料达到优异效果，或
与全套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产品线搭配
使用，获得终极效果。

在植物开花周期使用Ultimate Bloom A & B。



可供应容量:

Sea storm由来自加拿大东海岸的海藻组合而成。
西海岸的海带和萨斯喀彻温省的腐植酸，使之成为一
款名副其实的加拿大产品。这种有机物组合让植物茁
壮成长。在混合物中加入腐植酸有助于把海藻更长时
间地保留在土壤中，并增加矿物含量。
播种前用海藻液浸泡种子将提高种子发芽率和早期幼
苗的活力。根块会更大，且经过海藻处理的根部对抗
移植休克的能力更强。用海藻处理土壤将促进植物的
抗病性，同时也帮助土壤保留靠近根系的水分。在早
期发芽阶段，海藻将促使发出的芽更健康。果实、花
朵和农作物将长得茂盛，同时收获也会更丰富和充满
活力。



可供应容量:

我们的高品质富里酸辅助剂Gold Storm是一
种天然的螯合剂，帮助促进植物更好地吸收营
养，健康生长。它帮助植物产生大量的精油，
而这些精油是植物无法自己生成的。这使植物
散发有更多宜人香气和味道！ 

Gold Storm可以在植物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使
用，适用于任何栽培基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
叶面喷剂。



可供应容量:

Black Storm腐植酸将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
它可以增加土壤和水培溶液的缓冲性能。它可
以加速种子发芽，提高存活率，并改善营养吸
收。Black Storm刺激根系形成和生长。它加速
细胞分裂，增加干物质产量。这样植物将能够获
得更幸福、更健康的生命周期，可以抵御天敌和
疾病，带来更好的成果。 

在植物的整个生命周期使用Black Storm。



要获得纯净的产品，需要始于纯净的原料，未遭受
污浊的地下水和工业毒素的污染。我们从高生物活
性的风化褐煤中提取Black Storm的腐殖酸和富维
酸，富含必需的微量元素，钠和重金属含量低。我
们使用的风化褐煤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矿山，位于
加拿大北部原始、未受污染的森林。通过离子交换
能力、类激素的活性、螯合作用等其他益处，Black 
Storm有益于植物生命的所有阶段。

以下是Black Storm的一些特性：
- 有助于光合作用
- 刺激植物酶的作用
- 增加植物维生素含量
- 增加土壤的持水能力
- 增加土壤通气
- 改善土壤结构和可使用性
- 帮助植物抵御干旱
- 减少土壤侵蚀
- 最大限度地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存活率
- 刺激根的形成和生长
- 增加营养物质的吸收
- 提高产量和质量
- 改善土壤结构
- 刺激根部的呼吸作用
- 加强细胞分裂



可供应容量:

HOG Carbs是新陈代谢的主要燃料来源，既被
用作能量来源，也用于生物合成。植物在开花
时自己制造碳水化合物。因为水培种植允许植
物以非常快的速度生长，植物无法跟上碳水化
合物的生产。这反过来又使植物的生长速度减
慢。通过在营养液中添加HOG Carbs，植物将
获得能量和生产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在第2周至第7周添加HOG Carbs。



可供应容量:

Ultimate B Plus旨在促进生根，保持植物健康和活
力，并防止移植和剪枝造成的休克。它含有维生素
B-1、天然腐植酸、天然激素、酶、简单碳水化合
物和氨基酸。它也是天然植物生长激素和细胞分裂
素的一个重要来源。该配方是所有类型园艺应用的
理想选择。可作为叶面喷洒、土壤淋洗，或作为土
壤和水培园常规供肥方案的补充。

当与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的完整系列结合使
用时，植物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健康旺盛涨势。



可供应容量:

Red Sun可以增加植物的开花量，从而使产量
大大增加。当使用Red Sun时，人们会立刻注
意到植物更快地进入开花阶段。Red Sun在促
进最佳花卉产出方面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

在开花周期的第一周使用Red Sun。



可供应容量:

Bud Fusion是一种完整的氨基酸、磷酸盐和钾
的混合物，专门用于促进花朵长得更大，果实
更丰硕。当与Red Sun和Jet Fuel共同使用时，
产量将比您想象的更上一层楼。

在开花周期的第2-5周使用Bud Fusion。



可供应容量:

Jet Fuel专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花卉在其周期结束
时最需要的重量和硬度而设计。它给植物提供
了所需的最后一点能量，以使其充分成熟。当
将Jet Fuel与Red Sun和Bud Fusion结合使用
时，将获得难以想象的丰富产量。市场上有许
多与Jet Fuel类似的产品，但都无法给您使用我
们独特配方可能带来的效果。



可供应容量:

Typhoon Cleanse在植物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
清除所有杂质。使用Typhoon Cleanse可以使
您的产品看起来更纯净，口感更好。Typhoon 
Cleanse还可以用来纠正过度供肥和营养
锁定。如果您需要优质的成品，Typhoon 
Cleanse是给您带来绝佳成果的最优选择。



可供应容量:

Cal-Mega是一种专为快速生长的植物设计的二级营
养剂，富含钙、镁和铁。当发现植物有缺钙的迹象
时，请使用Cal-Mega。

使用电导率或ppm计来监测和控制营养强度，并将
水培的pH值保持在5.4-5.6之间，土壤/椰浆的pH值
保持在6.2-6.4之间。

当与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的全部营养线一起
使用时，使用1-1.5mL/L。



可供应容量:

Power Root是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带来的
另一款原创产品。Power Root可以从同一罐中连
续使用，不用担心交叉污染。它有一道独特的防
线，可以防止坏细菌破坏伟大的“胜利果实”。使
用Power Root满足插枝时的需求，使根部快速生
长，让植物拥有更健康的开始。



常见问题解答

你们如何混合营养物质？
在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我们所做的绝不只是混合营养物
质然后配送。我们混合并沉淀，然后过滤，然后测试产品，再次
沉淀和过滤，直到我们对产品的质量满意，才可以配送给客户。
绝不会操之过急。我们确保离开工厂的每件产品都质量优异。我
们对自己采购原材料的方式深以为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从加拿
大和美国寻找并采购最佳原材料。这使我们不仅能保持低价，而
且能给您带来市场上最纯净的产品。

产品有保质期吗？
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的产品没有过期日期。也就是说，
有很小的可能产品会受到空气中的霉菌或其他产品交叉污染的影
响。空气中的霉菌对植物无害，但在视觉上可能不美观。如果
遇到产品发霉的情况，不要惊慌，您可以用一张奶酪布分离出固
体，然后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产品。如果你有顾虑，请致电工厂寻
求指导（1-250-286-8914）。或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info@
innovatingplantproducts.com。在储液池进行混合时可能会
发生交叉污染。混合储液池时如果在不同产品之间未冲洗量取
工具，可能会导致原材料混合。可能导致这一情况的三种产品
是Grow A（UGA）和Ultimate Bloom A（UBA）还有HOG 
Micro（HM）。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的做法是将产品逐一混入
储液池中，并在每个产品之间冲洗量杯。UGA、UBA和HM都含
有钙。钙在以浓缩形式混合时将与硫酸盐结合。

硬水的使用
Innovating Plant Products在硬水使用方面是安全的。如果水的
ppm低于200，腐植酸（Black Storm）有助于螯合额外的铁和
钙。一些种植户还将HOG Micro以及Ultimate Grow和Bloom A
降低25%，以应对多余的钙。



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正确混合储液池？
正确地混合储液池对花园至关重要。始终从准备一个干净储液
池容器开始。然后在前一天晚上装满储液池，在200升水中加入
250ml的H2O2。这可以使水达到更好的温度，H2O2有助于控
制任何有害病原体污染基质。在储液池中放置几个与新鲜空气源
相连的气石。拿出您信赖的供肥表，排好所有营养物质，然后开
始。从基底开始。每次加入一种，并在每种之间好好冲洗，以确
保测量工具不会交叉污染产品。这些都是高度浓缩的配方，如果
以浓缩的形式组合，它们将开始结合并持续不断，这将导致植物
得到的养分不足，并可能导致营养锁定。添加完所有产品之后，
让它混合15分钟，就可以开始供肥了。

如何调节储液池的pH值:
在储液池中达到所期望的pH值是绝对必要的，但可能有点复杂，
如果加入pH调节剂的速度太快，它将与储液池中的营养物质结
合。一个很好的经验则是将浓缩pH调节剂加入250毫升的水中，
然后非常缓慢地加入储液池中，如果看到储液池中的营养液在混
合过程中变得浑浊，请将倒入速度放慢一些。

椰浆的使用: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对椰浆安全。虽然椰浆在使用时可能有点复
杂，但它是一种很好的生长基质。椰浆有从营养液中夺取钙和镁
的倾向，这可能导致植物缺乏钙和镁。一些种植户通过在蔬菜周
期和开花周期的前两周向营养液中添加足量的Cal-Mag来解决这
个问题。这只是个建议，请您自己酌情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使用
最好的、已缓冲过的椰浆基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有关椰浆使
用的更多信息，请将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info@innovating-
plantproducts.com，我们将很乐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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