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温室光照调控中的错误做法
目前多数菜农不注意改善室内光照条件，主要表现有：
( 1) 不及时清擦棚膜，膜上草屑、灰尘多，薄膜透光率显著下

降，降低了室内作物的光合效能。
( 2) 拉揭、覆盖草帘不适时、不及时，多数菜农在日出后 1 小

时左右拉帘，日落前 1 小时左右盖帘。如此操作，显著缩短了室
内作物的光合时间，延长了不见阳光的消耗时间，光合产物低，
消耗量大，必然减产。

( 3) 不少菜农遇到雨雪天不拉揭草帘，甚至长达 3-5 天不拉
揭草帘，个别菜农在阴冷天气时不拉揭草帘。我们必须明白：作
物见阳光、即便是弱的散射光，它也在进行光合作用，光强生产
有机营养多，光弱生产少，但不是不生产；而不见阳光既不能进
行光合作用，也不能生产营养物质，只能进行呼吸作用，消耗有
机营养。所以拉起草帘，即便光照弱、温度低，作物仍然生产有机
营养物质，只是生产的少些。而不拉草帘，作物见不到阳光，不能
进行光合作用，不生产有机营养，只进行呼吸作用，消耗有机营
养，时间一长，必然坐吃山空，作物濒临死亡。

( 4) 室内作物栽培密度过高，生长架面高。密度高，光照必然
不足，降低光合效能，影响产量；架面高，既会恶化光照条件，降
低光合效能，又会影响叶幕层和土壤温度，降低土温，影响根系

生长发育和活性，提高室内空气湿度，给室内作物带来诸多不利
因素。

(二)、科学调控室内光照条件
1 、适时揭盖草苫，延长见光时间。一般只要出太阳，就要拉

开草苫。日落前后覆盖草苫，尽量延长作物的见光时间，提高光
能利用率。若遇阴雨雪天或寒冷天气，也要适时拉揭和覆盖草
苫，一般可比晴天推迟半小时左右拉苫，绝不允许不拉揭草苫。

可能有人担心，天气寒冷时，拉苫后，会引起室内温度下降。
实践证明，只要出太阳，拉开草苫后，室内就会因为采光而提高
温度，就是阴天，只要不是拉揭草苫过早，室内也会因为吸收大
量的散射光而增温。即便拉苫后有短时间的降温，也比不拉苫，
或拉苫太晚好的多。因为作物的叶片只要见光，即便在 2-5℃的
低温条件下，也能进行光合作用，只是弱点，生产的有机营养少
些。如果不拉草苫，作物处在黑暗环境中，只能进行呼吸作用，消
耗有机营养。黑暗环境时间越长，消耗的有机营养就越多，对作
物的生长发育就越不利。如此长期操作，只能是低产、劣质、低效
益，甚至引起作物死亡。

揭苫之后，要及时擦膜，清除薄膜上的灰尘、草屑，保持采光
薄膜能有较好的透光性，保障室内良好的光照条件。

2 、张挂反光膜。温室后部光照弱，应在温室后墙与后坡面

的内侧张挂反光膜，改善后部的光照条件，提高光合效率。实践
证明，温室张挂反光膜后，其后部光照强度可增强 20% 以上，使
后部的作物增产 10% 以上。

3 、实行南北行向、宽窄行栽种：冬季太阳高度角低，植株之
间，相互遮荫重，如实行东西行向栽植，则南行遮荫北行，一行遮
一行，光照条件严重恶化。南北行向栽植，行与行之间，见光均匀，
宽行又能明显改善作物各单株之间的光照条件，增强光合强度，
并利于中午时间，太阳光直射行间地面，提高土壤温度，促进根系
发育，提高根系活性，达到以根壮秧，促进地上部分生长的效果。

实践说明，有效地提高土温，促进作物的根系发育，是越冬
栽培，能否取得成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技术措施。

4 、调整种植结构与密度：一要严格控制作物的高度，保持
南低北高，布局均匀的群体结构。室内群体总体高度应限制在温
室高度的 3/5 以内，以免光照条件恶化，降低光合效能。

二要适当降低温室北部的栽种密度，由南向北，每行的栽种
密度应逐渐降低。如栽种番茄，南部株距 28 厘米左右，中部株距
30 厘米左右，中北部株距 35 厘米左右，最北边的 3-4 株，株距可
扩大至 40 厘米左右，尽力做到群体的单株之间光照均匀。

5 、提高作物自身的光合效能。
(1)选用耐弱光、或较耐弱光的品种。
( 2) 用“天达-2116 ”、康凯、芸苔素内酯、光合微肥等喷洒植

株，提高作物植株的光合效能和产量。
6 、人工补光：温室栽培时，如果日照时间太短，应进行人工

补光。可在前坡后 1/3 处，每相间 2-3 米，距地面 2 米左右，垂吊
1 个 40-60 瓦的节能灯或白炽灯。盖苫后照至 22 时前后即可。

(一)目前温室施肥操作上存在的错
误做法

1 、化肥的施用量过多，有机肥的
施用量偏少。温室内栽培蔬菜，生态环
境发生了变化，制约产量高低的主要因
素，已由肥料、水分的科学施用，转为温
度调控是否合理！室内空气中二氧化碳
的含量是否充足！化肥对于这二者不起
什么作用，而有机肥料不但能为作物提
供各种肥料元素，更重要的是它能源源
不断地释放二氧化碳。

2 、盲目地增大施肥量，尤其是氮
肥施用量过多。有的技术人员在制定技
术方案时，竟强调每 667 米 2 温室施用
10 米 3 鸡粪+100 千克二铵+100 千克尿
素+100 千克饼肥。有部分菜农施肥时，
还超过了这个施用量。

这是个什么样的施用量？
第一，鲜鸡粪的含氮量为 1 . 63% ，

干鸡粪的含量要更高，10 米 3 鸡粪中，
共含有纯氮 160 千克左右，再加上二
铵、尿素的含氮量，其施用纯氮量超过
200 千克，加上追施的氮肥，纯氮施用
量每 667 米 2 可达到 220 千克左右，折
合碳铵 1300 千克，等于亩施碳酸氢铵
26 袋啊！

第二，菜地、特别是老菜地，因长期
多次大量施肥，土壤的养分含量、特别
是氮素含量普遍较高，化验测知，其全
氮(N)量一般在 0 . 1% 左右，碱解氮(N)
100 毫克/千克-200 毫克/千克。25 厘
米深的耕作层土壤中，可含有全氮量
200 千克/667 米 2 ，速效氮可达到 220
千克/667 米 2 左右，是蔬菜实际吸收氮
素肥料量的十至几十倍。

这不仅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成本，
造成了浪费；更严重的是：它极大地提
高了土壤溶液浓度，碱化了土壤。作物
定植后，轻者迟迟不发根、生育迟缓，生
长发育不整齐；严重时，会引起烧根、烧
叶、甚至于大量死苗现象的发生。

土壤含氮量过高，还会引起植株旺
长、推迟结果；同时过多的氮肥还会抑
制根系对钾、钙、镁、铁、锌等元素的吸
收，诱发各种生理性病害发生。

3 、追肥以速效化肥为主。化肥只
能提供肥料元素，不能释放二氧化碳，
一旦设施内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光合效
率下降，速效化肥追施的再多，也毫无
意义！反而，会污染土壤、提高作物产品
中硝酸盐、亚硝酸盐的含量，使产品成

为对人有害的致癌产品。
(二)温室土壤施肥，不同于露地环

境条件下的土壤施肥。
1、施肥的作用、目的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露地环境条件下的土壤施肥是以
供给作物对各种肥料元素的需求为主
要目标的，而温室栽培的土壤施肥，除
为了供给作物对各种肥料元素的需求
以外，还担负着供给作物光合作用的主
要原料二氧化碳的重大任务。因为温室
栽培环境条件密闭，空气的通风对流被
严格限制，室内空气中二氧化碳难以从
空气流通中得到补充，二氧化碳是否充
足，成为制约室内作物产量高低的首要
因素。所以在温室栽培中土壤施肥不但
要满足作物对各种肥料元素的需求，更
重要的是满足作物对二氧化碳的需求。

2 、施肥目标的改变，施用肥料的
种类必然随着改变。在温室栽培中，不
管是那种速效化肥，都不能满足作物对
二氧化碳的需求，只有有机肥料施入土
壤中，经土壤微生物分解，才能源源不
断地释放二氧化碳，因此有机肥料成为
了温室栽培用肥的首选和必须。不论是
基肥还是追肥都应施用有机肥料，以便
满足作物对二氧化碳的需求。

3 、施用方法不同。特别是作物栽
种以后，不管是追施有机肥料还是追施
化肥，都必须选择晴天上午进行，做到
撒肥、掘翻、浇水、覆膜同步进行，而且
操作的同时还须开启通风口。严禁阴
天、下午进行追肥操作。否则肥料挥发
的氨气、水蒸气不能及时排除，会严重
危害作物，室内湿度过高还可能诱发病
害。
(三)温室蔬菜栽培的科学施肥
1 、增施二氧化碳气肥。作物进行

光合作用的主要原料是二氧化碳
(CO2) 和水(H2O) 。二氧化碳(CO2)来自
空气，靠空气流通不断补充。同时，也来
自土壤中有机质，被微生物分解而不断
地释放。

温室因其封闭严密，室内空气成
分，较少受室外流通空气的影响，这
就为我们在设施内增放二氧化碳
( CO 2) 气体肥料创造了条件，并得以
实现。增放二氧化碳气体肥料，其增产

效果十分显著，一般可增产 30-40% 。二
氧化碳气体肥料的使用方法有多种，生
产成本低易于推广的有以下几种：
(1)室内燃烧沼气，在室内地下建设

沼气池，按要求比例填入率禽粪便与水
发酵生产沼气，通过塑料管道，输送给沼
气炉，点燃燃烧生产二氧化碳气体。

(2)硫酸-碳酸氢铵反应法：在设施
内每 40-50 米 2 挂一个塑料桶，悬挂高
度，与作物的生长点相平，先在桶内装
入 3-3 . 5 公斤清水，再徐徐加入 1 . 5-2
公斤浓硫酸，配成 30% 左右的稀硫酸，
以后每天早晨，拉揭草苫后半小时左
右，在每个装有稀硫酸的桶内，轻轻放
入 200-400 克碳酸氢铵，晴天与盛果期
多加，多云天与其它生长阶段可少加，
阴天不加。

碳酸氢铵要先装入小塑料袋中，向
酸液中投放之前要在小袋底部，用铁丝
扎 3-4 个小扎，以便让硫酸进入袋内，
与碳酸氢铵发生反应，释放二氧化碳，
反应方程式如下：

2NH4HCO3+H2SO4 →(NH4) 2SO4+
2CO2+2H2O

使用此法必须注意：
第一、必须将硫酸徐徐倒入清水

中，严禁把清水倒入硫酸中！以免酸液
飞溅，烧伤作物与操作人员，

第二、向桶内投放碳酸氢铵时，要
轻轻放入，切记不可溅飞酸液。

第三、反应完毕的余液，是硫酸铵
水溶液，可加入 10 倍以上的清水，用于
其它作物追肥之用，切不可乱倒，以免
浪费和烧伤作物。

( 3)安装二氧化碳发生器，每天向
发生器内，填加硫酸与碳酸氢铵，在发
生器内进行化学反应，释放二氧化碳，
其原理同上，

( 4) 点火法，每天上午 8-10 点之
间，用无底的薄铁皮桶，桶底穿设粗铁
丝作炉条，桶内点燃碎干木柴，燃烧释
放二氧化碳。点燃时，一要做到：足氧、
明火充分燃烧，防止一氧化碳等有害气
体危害作物；二要让火炉在室内作业道
上移动燃烧，以免造成高温烤苗；三要
严格控制燃烧时间，350-500 米 2 的温
室，其燃烧时间每次不得超过 30 分钟

以免燃烧时产生的有害气体超量，危害
作物。

点火法，不但可生产二氧化碳，而
且可提高室内温度，降低空气湿度，只
要操作正确，增产增收效果显著，操作
时，一般每天可点燃 2 次，一次在傍晚
盖苫后点燃，一次在拉开草苫后 1 小时
左右点燃。傍晚点燃，燃烧释放的二氧
化碳，具有温室效应，可显著减少室内
的热量辐射，能明显提高夜间室内温
度，降低室内的空气温度，对保温和防
病效果显著。

2、减少基肥施用量。首先、温室是
封闭性设施，室内有害气体不易排除，
如基肥使用量偏多，挥发的氨气多，室
内蔬菜要遭受氨气危害，使叶片干边或
发生枯斑，严重时叶片枯萎，直至死棵
现象发生。

第二、蔬菜在进入开花结果期以
前，其吸肥量仅为全生育期吸肥总量的
1/6 左右，此时期土壤肥料不宜多，多
了不但引起烧苗现象发生，还易引起幼
苗旺长，影响花芽分化，延迟结果时期。

第三、温室蔬菜因长期施肥量较
大，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并不缺少，缺
少的是二氧化碳。而作物在幼苗期对二
氧化碳的需求量很少，它是随着叶片数
量增加逐渐增多的，进入结果盛期，对
二氧化碳的需求量达到高峰。温室内的
二氧化碳主要来自土壤中有机肥料的
分解，有机肥料施入土壤后，其二氧化
碳释放盛期大约在施肥后 10-50 天之
间。大量的施用基肥，不但会引起烧苗
现象发生，而且释放的二氧化碳因作物
生育前期用量很少，绝大多数都浪费掉
了。进入结果期后，需要的二氧化碳增
多了，而此期土壤中二氧化碳释放盛期
已过，二氧化碳供应不足，制约了光合
效能的发挥，影响了产量的提高。

因此基肥使用量不宜过多，一般每
667 米 2 施基肥 2500-3000 千克即可。
应把大量的有机肥料在开花结果后分
期陆续追施，以便源源不断地为作物光
合作用提供足量二氧化碳。

3、改追施速效化肥为生物菌有机
肥料，增加有机肥料施用量，提高室内
二氧化碳含量。

虽然有机肥料的肥料元素含量较
低，但是它所含有的肥料元素是最全面
的，而且还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增施有
机肥料，不但能够满足作物对各种肥料
元素的需求，而且可以显著提高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有机质在土中经微生物的
作用转变成为腐殖质(即胡敏酸、富里
酸和胡敏素)。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虽
少，但对土壤性状和植物的生长状况影
响是多方面的：

( 1)腐殖质能不断地分解释放氮、
磷、钾、钙、镁、硫、及各种微量元素等，
满足作物生长发育对矿质元素的需求。
同时腐殖质分解能源源不断地释放二
氧化碳，特别是对温室内因通气较少造
成的二氧化碳严重不足，有很大的缓解
作用，进而提高温室的光合生产率。

(2)腐殖质可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
状，促进团粒结构的生成，增加土壤孔
隙度，改善通气性，调节水气比例，促进
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并使土性变暖。

( 3) 腐殖质在土壤中呈有机胶体
状，带有大量的负电荷，能吸附大量的
阳离子，如：NHR+、K+、Ca2+等，提高
土壤的保肥能力。

( 4)腐殖质还具有缓冲性，能够调
节土壤的酸碱度(PH 值)。因为土壤溶
液中的氢离子(H+)可与土壤腐殖质胶
体上所吸附的盐基离子进行交换，从而
降低了土壤溶液的酸度；当土壤溶液中
氢氧根离子(OH-)多时，其胶体上吸附
的氢离子(H+)又可与氢氧根离子(OH
-)结合生成水(H2O)，降低土壤溶液的
PH 值。特别在盐碱性土壤中，增施有机
肥料，是改良盐碱地的有效途径之一。

有机肥料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人
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杂草树叶、沼气
液渣、酒糟、醋糟、饼肥等都含有大量的
有机质，但它们也含有许多有害物质。
会对土壤、作物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因此使用前必须经过发酵沤制，将有害
的成分转化成无害化物质。最好的沤制
方法是在粪肥中掺加有益的生物菌进
行发酵，制成生物菌有机肥料后施用。

有机肥经生物菌发酵后，含有大量
的有益菌类，它不但能把有机肥中的各
种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化成分，而且施
入土壤中后，能活化土层，改良土壤，增
加团粒结构，提高土壤的保肥、蓄水能
力；能促进作物根系发达；能抑制并消
灭土壤当中的有害菌类，减少病害发
生；能释放已经被土壤固定的肥料元素
重新被作物根系吸收利用，提高肥料利
用率，减少肥料施用量，并能把速效氮
转变成无害的有机氮肥，作物后劲足，
生产的产品亦是无公害、绿色、甚至是
有机产品。

不同的动物粪便，其含有的各种肥
料元素量比例不一样，为了给作物提供
最适宜的生物菌有机肥料，发酵沤制时
应该根据不同粪肥的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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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教你种大棚
——— 帮你走出设施栽培误区 传你控害增收技术

本报特约连载

四、温室光照调控误区与科学调光

五、温室中施肥的严重错误与科学用肥

本月节气：寒露(10 月 8 日)、霜降(10 月 23 日)。
金秋十月，既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又是播种的季节。伴

随着寒露、霜降的到来，农民朋友又要忙碌在田间地头。天
气凉爽、对农作物生长有利，是粮油作物的收获季节和秋种
季节，也是秋冬茬蔬菜交替期，要做好秋收工作，做好秋菜
的后期管理工作，和越冬菜的定植工作。

陆续进入秋播大忙，小麦、油菜、芥菜、洋葱、大蒜等，应
抓紧播前种子处理，用天达 2116 浸拌种专用型，可促芽早
发，多发根、促苗全、苗齐、苗壮；地瓜、秋马铃薯、萝卜、山药

用天达 2116 地下根茎专用型，可促地下根茎膨大，增加产
量；白菜、甘蓝喷施天达 2116 叶菜专用型，可增产 25% 以
上；大棚菜的育苗，花圃花卉的培育管理，特别是国庆节期
间，花卉应用天达花喜欢，可使花大、花艳、花期延长 5-20
天以上，增加节日气氛；晚秋草坪园林喷施天达 2116 增加
抗冻性，使绿树更苍翠。果树管理上，要适期采收苹果，中熟
品种乔纳金、王林等于 10 月上旬采收，晚熟的富士、秦冠等
应于 10 月中下旬采收。富士苹果采前喷施“天达 2116 ”和
杀菌剂，预防贮期烂果病。防治大青叶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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