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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室土壤存在的问题及改良措施
邢红梅
渊河北省南皮县农业局袁河北南皮 061500冤

摘要 随着棚室蔬菜种植年限的增加袁棚室土壤逐年恶化袁产生土壤板结尧盐渍化和酸化等各种土壤问题袁导致蔬菜死棵尧早衰尧产量
下降尧品质变差和土传病虫害发生严重遥本文分析了棚室土壤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棚室土壤改良措施袁以期提高棚室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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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棚室蔬菜生产过程中袁由于菜农追求高效益尧高产出袁
棚室蔬菜常常是连作重茬种植袁并且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遥

致抗逆性降低袁同时也会加重棚室蔬菜土传病害的发生遥
1.3 土壤中微生物减少

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袁棚室土壤逐年恶化袁造成土壤板结尧

由于棚室蔬菜大量施用化肥造成了土壤板结袁不适宜

盐渍化和酸化等各种土壤问题袁导致蔬菜根系生长发育不

微生物的活动袁使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减少曰同时由于有机

良袁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能力降低遥蔬菜出现死棵尧早衰尧产

肥养分含量较低尧释放慢袁在蔬菜生长旺盛期不能及时供给

量下降尧品质变差和土传病虫害发生越来越重等一系列问

植株生长所需的养分袁而化学肥料养分集中尧施入后见效快袁

题袁给菜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袁也制约了棚室蔬菜的健

菜农习惯施用化肥袁有机肥投入量较少袁土壤有机质含量

康发展[1]遥因此袁对棚室土壤进行修复非常必要遥

少袁土壤中依靠有机质生存的微生物也因缺少食物而减少遥

1 棚室土壤存在的问题

另外袁由于菜农对生物菌肥认识不足袁而且生物菌肥价格又

1.1 土壤板结尧盐渍化和酸化

偏高袁在棚室蔬菜生产中微生物菌肥使用量少或不被使用遥

一是在棚室蔬菜种植过程中袁由于菜农不了解所种蔬菜

土壤有益微生物的减少降低了微生物对有害物质的降解和

的需肥规律和棚室土壤的基础肥力袁凭经验盲目施肥袁甚至

养分的转化分解能力及对有害病原菌的抑制能力袁导致了

认为肥料施得越多越好袁造成施肥量严重超标曰有的菜农还

土壤板结尧酸化尧盐渍化等一系列土壤问题袁也加重了土传

施用价格低廉未充分腐熟的鸡粪等粪肥作为有机肥袁粪肥中

病害的发生遥

含有大量尿素盐袁腐熟以后会转化成有机酸类物质袁这些过
量使用和残存的大量无效肥料会使土壤盐渍化和酸化遥二

2 棚室土壤改良措施

2.1

增施有机肥或生物有机肥

是棚室蔬菜种植中灌水次数多袁灌水又只在耕层袁有的菜农

有机肥养分全面袁将有机肥施入土壤后袁能有效改善土

还担心植株营养跟不上袁每次浇水都要随水冲施水溶肥袁长

壤结构袁协调土壤中水尧肥尧气尧热等关系袁增强土壤保肥保

期浇水带肥袁导致肥料中的大量盐分在土壤耕层中日益聚

水及缓冲能力袁并能消除土壤污染袁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

集袁造成棚室土壤全盐含量超标袁出现红霜尧白霜和绿苔等现

土壤条件[2]遥生物有机肥是一类兼具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效

象遥久而久之袁棚室内的土壤团粒结构遭到破坏袁土壤板结

应的肥料袁具有持续与稳定的肥效袁生物有机肥中的微生物

严重袁通透性差袁根系生长不良袁影响蔬菜的品质和产量遥三

具有固氮尧解磷尧解钾和拮抗病原微生物生长及繁殖的特定

是种植蔬菜的棚室几乎周年处于封闭状态袁长期得不到降

功能遥土壤中施入生物有机肥能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

雨淋溶袁棚室内施用的大量含盐量极高的矿物质肥料袁既不

数量袁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袁改善土壤团粒结构袁消除土壤

能随雨水淋失又不能随高温蒸发袁只能聚集在土壤表层袁从

板结袁提高土壤透气性袁提高土壤肥力袁分解有毒物质袁防止

而造成土壤的次生盐渍化和酸化遥

土壤污染袁保护环境曰还能减少肥料的流失袁提高化肥利用

1.2 土壤营养状况改变袁养分吸收率降低

率袁并能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袁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袁为作物

受栽培技术和种植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袁棚室蔬菜种植
连作重茬现象普遍袁很多菜农在蔬菜种植中不根据所种蔬菜
的生育特性尧需肥特点和土壤供肥能力选择合适的肥料品
种袁而是盲目施肥尧习惯性大量施肥遥蔬菜在生长过程中只
会吸收需要的营养元素袁不需要的营养元素和残渣则会留在
土壤中逐年积累遥多年重茬种植同一种蔬菜使棚室内土壤
中部分营养元素大量积累袁使土壤的营养平衡遭到破坏遥
这些无法被吸收残存在土壤中的养分还会影响蔬菜对其
他元素的吸收袁发生土壤养分拮抗作用袁使土壤供肥能力降
低袁也降低了蔬菜对养分的吸收率袁导致蔬菜因营养缺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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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尧稳产营造良好的土壤环境遥
2.2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配方施肥是根据蔬菜的生长发育特性和需肥规律及土
壤的供肥性能袁选择养分含量适宜的肥料品种袁科学计算出
蔬菜各个生育时期施用肥料的数量袁做到有针对性地施肥袁
实现各种养分平衡供应袁满足蔬菜生长需要袁减少化肥用
量袁提高肥料利用率[3]遥建议棚室每 2 年进行 1 次土壤养分
测试袁根据土壤的养分含量和所种植蔬菜对各种养分的需求

比例计算出相应的施肥数量袁在合理增施腐熟优质有机肥
的基础上袁做到氮尧磷尧钾和中尧微量元素平衡施入袁提高肥
料利用率遥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袁控制盲目施用化肥袁减
少不合理投入袁增加经济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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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3-4]遥

4

3.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克州属于生态环境较脆弱地区遥因此袁环境建设要坚持
科学发展观袁春季加强植树造林尧加大防沙治沙等生态工程
建设袁鼓励农牧民兴建林木种苗等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袁
退耕还林袁适度放牧袁确保生态平衡遥同时袁加大整治沙化土
地的力度袁开展农田防护林建设袁改善生态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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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要改变每次浇水随水冲施肥的习惯袁减少因过量施肥

农业中的积极作用袁有效实现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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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合理轮作

造成的盐分在土壤耕层的积累袁减轻土壤盐渍化尧酸化等土

根据不同蔬菜对养分需求的不同和病虫害发生种类的
差异袁实行不同科属蔬菜品种的合理轮作袁可将需磷肥较多
的果菜类如瓜类尧辣椒尧番茄等与需氮肥较多的叶菜类如白
菜尧菠菜等和需钾肥较多的根茎类如马铃薯尧山药等进行轮
作袁以充分吸收土壤中的养分袁也可以避免因重茬造成土壤
缺乏某种营养和土壤养分的拮抗作用袁提升土壤质量袁并减
轻病虫害发生程度遥同时袁也可以将深根性的豆类尧茄果类尧
瓜类蔬菜与浅根性的甘蓝尧白菜尧葱蒜类蔬菜等进行轮作袁

壤问题遥
2.6 调节土壤 pH 值
棚室蔬菜种植引起土壤酸化是一种普遍现象袁每年要

对棚室内土壤进行 1 次 pH 值检测袁当 pH 值在 5.5 左右时袁

可结合翻地在土壤中施入石灰或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袁并
使之与土壤充分混合袁不仅能提高土壤的 pH 值袁还能杀灭
土壤病原菌遥

2.7 其他措施
在夏季棚室休闲期可结合高温闷棚和土壤消毒处理进

既可以使蔬菜充分吸收利用不同土层中的养分袁又可以逐
渐改善土壤肥力袁减少病原菌和有害物质的积累遥

行大水漫灌袁以水压盐袁将耕作层内高浓度的盐分带走曰也

2.4 土壤深翻

可以利用夏季休棚期在棚室内种植三叶草尧绿豆尧菠菜尧苜

棚室蔬菜收获完毕后袁施用有机肥对土壤进行深翻袁一

般耕作层深度要达到 30 cm 以上袁彻底打破犁底层袁使耕作

蓿等作物袁待作物长至 10 cm 左右时袁将其深翻入土袁以增
加土壤有机质袁提高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袁改善土壤团粒结

层土壤疏松肥沃袁既可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袁还能提高土壤

构袁增加土壤通透性袁降低土壤酸化和板结现象袁改善根系

的蓄水保墒能力曰同时在蔬菜生长期尤其是定植后袁要进行

生态环境袁促进根系生长发育袁提高植株抗逆性遥

中耕锄划袁活化土壤袁促进根系下扎袁提高植株的抗逆性 遥
[4]

2.5 合理浇水
大水漫灌对土壤表层有冲刷作用袁对土壤耕作层有一
定的破坏性袁故棚室蔬菜要尽量减少浇水次数袁严禁大水漫
灌遥棚室蔬菜浇水可采取隔沟轮浇或滴灌的方法袁以减少浇
水对土壤耕层的破坏袁减少用水量袁降低棚室内的湿度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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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地面气象观测业务逐步向规范化尧现代化方向发展袁并
且强化野3S冶技术尧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的使用尧农业气象灾害
风险分析评估尧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技术手段的应用曰并且与
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袁进一步提升农业气象监测预报资
料的准确度袁以制作更为精准尧全面的多元农业气象服务产
品袁为现代农业长远发展提供有效服务[3-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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