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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雾栽培是当前无土栽培技术中倍受人们关注与生产青睐的新技术袁因具有对植物强大的生长促进性和生产上的工厂化可复
制性袁成为新时代新农业之新宠遥各大科研院所及企业都纷纷开始投入研究与应用袁以实现产业升级与科研转型遥对产业来说袁气雾栽培的
高效化与工厂化是实现可控化与量化生产的重要技术手段曰对科研者来说袁气雾栽培是研究植物生理尧生化尧表观遗传尧形态构建尧生态适
应性及矿质营养等最佳的精准化平台遥本文详细介绍了科研及观光模式的气雾栽培尧低成本模式的气雾栽培尧高效化产业模式的气雾栽
培尧山地模式的气雾栽培和适合都市环境的气雾栽培等袁以期为推进气雾栽培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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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栽培的实用化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袁在我国表现

培袁可以在不挪动植株的情况下非常方便地进行根系的观

出巨大的社会效应与商业效应袁将成为当前蔬果及种植业转
型升级与创新驱动曰较常规与经典无土栽培更具实用性和

察记录与拍摄袁完成相关科研工作袁获取更真实准确的观察

高效性袁更具普及推广性遥栽培模式的应用研究虽然不是该
技术的关键袁但对产业的促进与推动作用较大袁人们可以应
用不同模式构建符合自身生产与科研需求的硬件设施袁能
为生产带来高效性及便利性遥任何技术模式都是在生产实践

玻璃槽或箱袁再于箱或槽外安装方便拉动的窗帘式避光黑

与科研探索中发展袁气雾栽培也不例外遥从最早的蔬果雾培
到现在涵盖几乎所有植物的雾培实践袁从最初的温室设施雾
培到现在的露天及都市环境的应用袁从平原到山地袁从沃土
到贫瘠的荒地盐碱地袁从气候宜人地区到环境恶劣的孤岛及

在果树的需肥特性研究上袁传统土壤栽培的果树很难进

结果[2]遥根据所研究植物的根系发达程度构建与之相适应的
布袁可以为根系营造黑暗的生长环境袁也方便科研操作袁具
体见图 1渊a冤遥

2.2 分根式气雾栽培

行精准化的研究分析袁可以采用分根法气雾栽培袁实现果树
固定根与吸收根的分开管理遥原生于土壤中的根系起到固定
作用袁从土壤中拔离分出部分根系袁引入预埋的气雾桶中袁

沙漠袁从生产性到观光科普综合功能的融入袁这些环境气候尧
生产目的及投资成本等元素的改变演变出多类型与模式的
创新适应遥适合的模式可以降低成本袁更利于植物生长尧工
作效率的提高及产业化尧商业化的推广应用遥因此袁对应用

通过一段时间的根系弥雾袁诱导催生出大量气生根袁形成的

模式的探索研究及灵活应用对于科研和生产意义重大遥

对果树所需矿质元素的种类尧比例尧浓度进行精准化分析

1 气雾栽培
气雾栽培发明于 20 世纪 40 年代袁由美国航天航空局为
了解决和平号空间站上作物栽培而发明遥用超声波雾技术可
以在失重情况下为植物根系提供水肥袁通过超声波高频渊1.7~

2.4 MHz冤震荡袁使水变成 1~5 滋m 的超细颗粒袁使肥水呈云
雾状缭绕袁令根系处于雾气中而获取水肥遥这种方式有效解
决了失重状态下植物的肥水供给问题袁而且这种原理形成
了气雾栽培的刍形[1]遥该模式没有营养液循环的管道系统袁
雾的发生与回收在同一根域环境空间内完成袁构建简单袁只
需于塑料箱内安装一超声波雾化头即可袁箱底盛营养液袁通

气生根根系将作为果树主要的肥水吸收渠道袁通过对供液成
分的精准化研究与分析袁确定果树不同阶段的需肥特性及
缺素症机制袁为肥水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遥采用该方式可以
研究袁解决了土壤中研究干扰因子多尧无法获取准确数据的
问题遥
分根雾培的构建方式一般采用埋桶法袁即在原果树树冠

的下方袁用打洞机开设 1 个能埋设塑料桶或铁桶等容器的孔
洞袁再于桶内安装弥雾袁或在单树研究时可以用超声波雾化

头震动供雾遥操作时袁先拨开贴近桶的土层袁理出部分根系袁
并对理出的根系进行适当的短截处理袁再把根系引入雾化的
桶中袁以催发形成大量气生根遥当发达的气生根形成时袁就完
成了分根雾培研究系统的构建袁具体见图 1渊b冤遥

分根雾培法除了用于果树等经济树种需肥特性的研究

过高频震动直接产生雾气供给根系袁目前也用于容器式的室

外袁还可以用于实际生产袁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意义更大遥对

内栽培遥该模式因雾气为超细雾袁而温室设施内蒸发量大袁

于山地果树缺乏灌溉的缺水地区袁采用分根雾培可以实现省

超声波雾常出现供水不足的现象袁故适合在蒸发量少的室

水灌溉袁不会造成果园喷灌与漫灌导致的大量水资源浪费曰

内种植遥
2 气雾栽培的科研及观光模式
2.1 玻璃箱槽式气雾栽培

对于果树或其他经济植物阶段性发育的不同需肥特性袁可

在科研上经常会遇到根系根构尧根系形态及生理尧根瘤
菌尧地下块茎尧地下根茎等与根系相关的研究袁为了方便观
察记录及对比袁构建一种以玻璃为材料的玻璃箱槽式气雾

解决肥水供应问题袁克服不适环境导致的生长障碍遥采用此

基金项目 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渊2017C02023冤遥
作者简介 徐伟忠渊1971-冤袁男袁浙江丽水人袁硕士袁高级农艺师遥研究方
向院设施农业遥
收稿日期 2019-01-25

定根的功能袁所有肥水都通过埋桶中的根系雾培吸收袁省去

以通过精准的营养液配方调整得以实现曰一些土层薄而贫瘠
的荒坡或者盐碱地尧荒岛尧沙漠地区袁可以通过分根雾培法
种方式在任何土壤环境下都可以进行果树或经济植物的栽
培曰同时袁通过分根雾培法的改造袁原植株的土壤根系发挥固
了中耕除草尧施肥灌溉等许多管理工作袁是实现果园省力化
管理的重要技术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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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钢构树气雾栽培

料膜保温袁是一种多用途的果树栽培创新模式遥

田园综合体提出了休闲农业尧循环农业尧创意农业三大

2.4 转盘移动式气雾栽培

理念袁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出了总要求袁农业不仅具有生

气雾栽培是一种新型栽培模式袁极具科普与观光价值袁

产功能袁还具有科普观光与休闲功能遥为了充分发挥上述功

为了直观表现雾培技术的相关特性袁一些观光科普园则采用

能袁一种新型的果树栽培模式应运而生袁即钢构树气雾栽
培 遥该模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院采用钢结构作为果树生长
[3]

转盘移动式气雾栽培模式袁见图 1渊d冤遥它由环形的种植槽尧
转盘的转动装置和摇臂组成袁栽培的植株固定悬吊于转动的

的模型与支撑袁可以达到果树冠层篱壁化的整形效果袁有利

臂上遥环形的种植槽为非闭环设计袁一部分全祼露袁转动时

于果树品质的改善提升曰所有果树枝或蔓采用绑缚的方式固

方便观光者观察到发达的气生根及植株整体袁起到直观全面

定于钢构树曲面上袁可以起到强大的抗风雨效果袁特别是南

了解的观光尧科普效果遥

方多雨及强台风地区袁常因风雨侵袭果园而导致树摇枝伤

2.5 雕塑树式气雾栽培

叶破尧病害暴发袁利用钢构树绑缚栽培袁可提高抗风性尧减少

无需基质与水流动的气雾栽培袁可以在任何条件与环境

病害曰果树冠层的曲面化尧平面化生长袁可改善通风与光照

下耕作袁是空间化农业的重要技术手段曰应用于园林绿化美

条件袁没有传统栽培树冠的上层果与内膛果之分袁果实生长

化及都市造景上袁更能彰显其魅力遥雕塑树式气雾栽培袁是仿

发育均匀且糖度高袁有利实现高糖尧高品质栽培曰大型的钢
结构树起到了野占天不占地冶的效果袁地面空间可以发挥其
他功能袁让园地得以更充分的利用遥

真雕塑树技术与气雾栽培有机结合的创新模式袁见图 1渊e冤遥

雕塑技术可以获得逼真的中空树干效果袁可以在内空的雕
塑树干内安装弥雾系统袁让植株定植于树干与树枝上袁实现

钢构树气雾栽培构建及栽培时袁钢构树一般选形状为世

快速覆绿的巨树效果曰与传统的大树移栽相比袁成本大大降

博轴式的巨伞形袁如朝天的大喇叭曰采用钢管进行三角结构

低袁而且达到同样的净化空气与城市绿荫效果遥雕塑树可以

的曲面构建袁充分发挥整体张拉力学特性曰在生产上常用的

灵活实现百年尧千年老树的效果袁而且结合气雾培技术后可

冠径为 6~8 m袁高度为 4.5 m袁钢构树基座直径一般为 1.2~

2.4 m袁基座采用水泥喷浆法构建根系生长的雾化空间曰单株
树覆绿面积为 28~50 m 袁钢构树栽植密度为 180~300 座/hm 袁
2

2

以创造出真实的枝叶覆绿效果袁是未来巨树绿化的重要替
代技术遥
2.6 厢房式气雾栽培

占地面积减少袁地面空间可全部用于其他用途或耕作袁不与

气雾栽培发达根系的展示除了上述几种模式外袁还有体

果树间产生肥水竞争袁可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袁见图 1渊c冤遥

验性更强的模式袁即观光者可以进入根系的空间环境中观

常规的果树采用钢构树栽培袁需较长的时间覆盖整个钢构树

光遥这种模式的构建必须建设一个类似厢房的大空间以供根

曲面空间袁采用气雾栽培后可以结合多树丛植的方式来实现

系生长袁人们可以进入雾室体验与观光遥而优化的根雾室还

树冠的快速覆绿与丰产袁因气雾栽培丛植与土壤丛植不同袁

可以安装调控设备袁如空调袁为根系创造最佳的温度环境袁发

植株间不会产生肥水竞争袁丛植的植株可以达到相同的生长

挥植物巨大的潜能遥笔者采用该技术栽培出单株担挂百余

效果遥该模式可以用于当前观光园建设袁也可以用于高品质
果园建设袁是生产与观光上兼可应用的新模式曰可以减少果

果的甜瓜袁见图 1渊f冤遥

2.7 克隆植物式气雾栽培

园管理用工袁提升果园观光采摘的商业价值袁是一道亮丽的

自然界生态群落中最为常见而高大的克隆植物要数南

田园景观遥对于热带水果的种植袁钢构树冬季还可以套覆塑

方毛竹袁可以通过地下茎鞭无限克隆生长遥毛竹通过地下茎

b

a

e

c

f

d

g

注院a 为玻璃箱槽式雾培袁b 为分根式气雾栽培袁c 为钢构树气雾栽培袁d 为转盘移动式气雾栽培袁e 为雕塑树式气雾栽培袁
f 为厢房式气雾栽培袁g 为克隆植物式气雾栽培遥

图 1 气雾栽培的科研及观光模式

实现单体毛竹间的整体生理协调袁发挥生理整合的优势袁当

物种群在生理整合后对于环境适应的体现遥从理论上来说袁

地下茎鞭遇到不适的土壤环境时袁可以由地下茎鞭输送营养

克隆植物的寿命可达千年甚至更长遥而普通树木类或瓜果的

及水分袁甚至在石头缝隙中都可以长出毛竹袁这就是克隆植

生长与克隆植物不同袁其位置是固定尧不可迁移的袁不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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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根鞭一样不断延伸拓展曰另外非克隆植物对环境的适应

3.2 拱形气雾栽培

该模式受水稻育秧的小拱棚启发袁利用竹片或者 PVC

性会因局部资源的耗尽而淘汰渊如连作障碍冤袁不会如克隆
植物可以跨越不适区块袁实现种群扩张袁面对自然选择时被
淘汰几率增大遥目前的水果与瓜果生产都是以独立的单株存
在袁每一植株的根系相对独立袁没有形成生理整合袁个体长
势差异较大遥

电工套管制作成拱形架袁并于小拱架上覆盖能阻挡光线的黑
白膜袁植物就栽培在拱形的两侧袁见图 2渊c冤遥拱形模式能创
造较大的根系气雾空间袁适合较大株型的瓜果番茄吊蔓栽培遥

拱形气雾栽培因具较大的根雾空间袁拱内雾化效果好袁而且

非克隆植物从起源来说也是由克隆植物进化而来袁故
从基因角度来说袁每种非克隆植物都具有克隆繁殖与生长

使用的喷头数量也相对较少袁具有建造成本低的优点遥
3.3

的本能袁只要环境满足都可以重新被诱导遥但从栽培角度来
说袁为了快速实现非克隆植物的克隆栽培袁非克隆植物一旦
采用不断高空压条诱根及雾喷供液后袁其生长根量会不断
扩大袁而且枝端与根系的距离不会因树体扩大而增加袁可以
构建高效的肥水供应机制袁而且每克隆单元之间整体性贯
通袁与自然克隆植物具有同样的生长机制与代谢模式袁见图

1渊g冤遥笔者10 年前曾在气雾栽培南瓜上进行了尝试袁采用

挂桶压蔓催根方式栽培袁随着藤蔓生长不断挂桶催根供液袁
栽培出单株覆盖面积 60 m 尧单株产量 250 kg 的南瓜树 袁
2

[4]

目前该技术已在巨型番茄树尧红薯树以及果树上开始生产及

沟槽式气雾栽培

沟槽式气雾栽培分为沟式与槽式 2 种遥沟式就是在田中

开沟袁按照所栽培植物的株型与根量大小确定沟的尺寸袁一
般宽为 0.6 m尧深为 0.4 m袁开沟后于沟内铺设防水布袁再安
装雾化系统并扣置定植板即成遥开沟模式为地下式或半地下

式袁有利于根系生长环境温度的相对稳定袁沟式气雾培适合

果树尧瓜果及茄果类等经济植物的气雾种植袁见图 2渊d冤遥槽
式则为地上式袁可以建砖砌的水泥槽袁较具永久性袁内置安
装弥雾即可曰也可以用角钢建成槽框袁并用挤塑板扣合而成袁
大多数用于瓜果与番茄类栽培袁具有建造速度快成本低的优
点袁见图 2渊e冤遥

3.4 箱床气雾栽培

科研应用遥

箱床式气雾栽培分为箱与床 2 种模式遥箱式可以用塑料

3 气雾栽培的低成本模式
3.1 桶式气雾栽培

箱尧泡沫箱尧木箱或者采用角钢与栽培板材料建成的大型箱

桶式雾培采用塑料桶或者自制的铁丝网围桶作为根系
的根雾室[5]遥桶式气雾栽培具较大的根系发育空间袁适合一
些株型较大的瓜果或者果树类的气雾栽培袁如番茄树尧黄瓜
树尧西瓜树等无限生长型瓜果的树式栽培遥桶式气雾栽培具
有建造简单及实用的优点袁可以在生产或者都市阳台上应用袁
见图 2渊a冤遥自制雾培桶成本低且实用袁用铁丝网围成圆桶

体袁于箱体表面开设定植孔种植各类植物袁见图 2渊f冤遥床式
即建成就地苗床式或者高位苗床式袁就地苗床式一般用于
气雾培育苗曰高位床式则采用钢构焊接成一定尺寸的高位种
植床框架渊通常宽 1.2 m尧长 2.4 m冤袁并用板材尧塑料板尧挤塑
板等材料扣建而成袁见图 2渊g冤袁可以用于阳台菜园建设袁也
可以用于单株番茄树种植遥虽然床内采用喷雾方式供雾袁但

式袁内铺防水布外包覆黑白膜袁再加圆形顶盖即成曰如果选

大多数根系或者根垫浸泡于流动水中袁为水气培模式袁因

择塑料桶作气雾培袁通常采用塑料化工桶改装而成袁于桶底

而即使偶遇停电也不会对植株造成伤害袁适合阳台及生产上

开设回流孔尧桶盖开设定植孔即可袁见图 2渊b冤遥
a

应用遥

b

e

c

d

f

g

注院a尧b 为桶式气雾栽培袁c 为拱形气雾栽培袁d尧e 为沟槽式气雾栽培袁f尧g 为箱床气雾栽培遥

图 2 气雾栽培的低成本模式
4 气雾栽培的高效化产业模式
4.1 塔式气雾栽培

塔式气雾栽培是早期气雾栽培生产上应用较为广泛的
模式袁采用钢架制作成支撑架袁再于钢架外扣合挤塑板而成袁
见图 3渊a冤遥一般生产上常用的塔架底宽为 1.0~1.2 m袁斜面

为 1.5~1.8 m袁利用率提高了 3 倍袁通常用于叶菜尧药草类等
小株型植物的气雾栽培袁也可以进行瓜果尧叶菜套种栽培遥
该模式的缺点是塔尖处常会出现弥雾死角遥
4.2

梯架式气雾栽培
梯架式是塔架式气雾培的改良与发展袁是当前蔬果气雾
131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林业科学
培工厂建设的主导模式袁同样采用管材制作梯形支撑架袁架
底宽 1 m袁斜面 1.5 m袁上梯面宽 0.4 m袁梯架上方可以用于瓜

高空间利用率袁改造的方式有斜面墙与垂面墙 2 种遥斜面墙
建设即于后墙垂面的基础上扣建一直角塔架袁直角边钢架紧

果套种遥梯架雾培解决了三角塔架顶处易出现弥雾死角的

贴后墙垂面袁斜面用于扣板种植遥简单来说袁垂面墙式气雾

问题袁同时梯架的上梯面更便于瓜果类大株型作物的套种袁

培就是于垂面处创造一雾化的夹层空间袁内置弥雾即成袁见

4.3 立柱式气雾栽培

4.6

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模式袁见图 3渊b冤遥

图 3渊h冤遥

野X冶架式野V冶槽式气雾栽培

立柱式气雾栽培具有占地面积小尧空间利用率大的优

野X冶架野V冶槽雾培是一种新型空间利用模式袁通过野X冶

点袁适合观光园或狭小的阳台空间使用遥立柱雾培因建造材

钢架构建双层的耕作空间袁上层野V冶架底处用扣板扣建成

柱雾培尧立柱钢架结合挤塑板扣合的六面柱体雾培遥立柱式

用于平床栽培或者基质床育苗遥在生产上袁一般上层野V冶槽

料的不同袁又分为 PVC 管立柱培尧波纹排水管立柱培尧泡沫

野V冶形雾培槽袁见图 3渊i冤袁支起的下方空间建成平床式苗床袁

气雾培的雾培柱高低与直径可以根据用途场地及栽培的植

用于果树或瓜果雾培袁下层平床用于无土育苗曰也可以于上

4.4 塔锥式气雾栽培

4.7

物灵活运用袁见图 3渊c冤渊d冤渊e冤渊f冤遥

层野V冶架处架设管道袁进行管道化雾培利用袁见图 3渊j冤遥
适合果树的野V冶槽篱壁式气雾栽培

塔锥式气雾培采用三角多面体组成锥形袁该模式光照充

该模式是瓜果与果树野V冶形篱壁架栽培与野V冶形槽雾培

足袁根系环境雾化充分无死角袁适合草莓等喜阳小株型植物

的结合袁野V冶形架用于瓜果及果树枝蔓的绑缚袁构建成壁式

的栽培袁其光照优于柱式尧塔式尧梯架式气雾培袁见图 3渊g冤遥
4.5 日光温室北墙的垂面式气雾栽培

北方日光温室的北墙光照充足袁可改造成垂面雾培以提

树体管理模式遥这种树体整形管理模式通风良好尧光照充足袁
有利于高品质栽培袁再结合野V冶形基部的雾培槽袁形成种植

与整形一体化的雾培架式袁见图 3渊k冤遥如果在野V冶架上再组

a

b

c

d

e

f

g

h

i

j

k

注院a 为塔式气雾栽培袁b 为梯架式气雾栽培袁c尧d尧e尧f 为立柱式气雾栽培袁g 为塔锥式气雾栽培袁h 为日光温室北墙的
垂面式气雾栽培袁i尧j 为野X冶架式野V冶槽式气雾栽培袁k 为适合果树的野V冶槽篱壁式气雾栽培遥

图 3 气雾栽培的高效化产业模式
合避雨棚建设袁则形成避雨雾培篱架一体化的设施新模式袁
是未来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遥
5 气雾栽培的山地模式
5.1 避雨防虫立柱雾培

该模式是立柱雾培的发展与变种袁与设施温室内的立柱
不同之处就是于立柱上增加伞式避雨罩及防虫网围网袁每个
立柱相当于一个相对独立的闭锁小环境袁同样可以达到防
雨淋及防止虫入侵的效果袁见图 4渊a冤遥该模式适合无法建设

温室的山地使用袁其优点是适应性强袁特别适用于荒坡地的
开发利用袁具投资省尧实用的特点袁见图 4渊b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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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洞桶式气雾栽培
该模式主要用于山地果园的开发利用袁以解决山地果园
管理渊除草尧施肥尧灌溉冤用工量大的问题袁达到省肥尧省水尧
省工的管理效果遥洞桶式气雾培即于需种植处用打洞机开洞

埋桶袁见图 4渊c冤袁并构建营养循环系统遥采用该模式不受土
壤因子局限袁在任何荒坡及盐碱地上都可以建设果树生产

基地袁实现营养液配方的精准化管理袁有利于果品品质的提
高及树体长势的平衡调控遥此外袁采用该模式后可以实现生
草栽培袁果树与草之间形成相生相克的生态协同作用袁可以
减少病虫危害遥

徐伟忠等院气雾栽培模式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5.3 伸缩管式气雾栽培

5.4 树杈悬吊式气雾栽培

柔性的伸缩管对坡地地形变化具较好的适应性袁而且方

该模式是一种林地生态空间的新型利用方式袁无需耕

便施工与构建营养液循环系统袁可以利用原生态的荒地与林

地袁只需空间尧阳光及水分袁在任何林地生态环境条件下都

地进行耕作系统构建袁只需按照山坡走势纵向铺设伸缩管袁

可以构建耕作系统遥一些退化的山坡林地采用树杈挂桶雾

见图 4渊d冤袁内置弥雾装置并于山脚建设营养液池构建循环

培方式袁重新构建林地生态多样性袁在起到生态优化与修复

系统遥铺设安装伸缩管后袁为了减少外界气温对根系环境的

作用的同时袁利用林冠顶层充足的阳光袁实现藤蔓类经济植

影响袁可以采用培土或覆草的方式埋设伸缩管遥该模式可以

物的攀冠生长袁如猕猴桃尧三叶木通尧山葡萄尧五味子等特色

在不破坏原生态的条件下植入新的管道耕作系统袁是一种山

水果遥特别是南方早年发展的大面积松林袁由于未进行针阔

地雾培的创新模式袁可用于林下药用植物栽培及坡地瓜果

混种袁导致生态多样性破坏与松毛线虫暴发袁出现大面积死

作物生产基地的建设遥

株遥通过树杈挂桶雾培这种非破坏构建技术引入阔叶类植

a

b

c

d

注院a尧b 为避雨防虫立柱雾培袁c 为洞桶式气雾栽培袁d 为伸缩管式气雾栽培遥

图 4 气雾栽培的山地模式
物袁可以起到良好的生态修复及多样性构建作用袁创建出一
片片架设于林冠的空中果园袁实现农林复合耕作协同共生遥
6 适合都市环境的气雾栽培

10%[6]袁当然也可以用于瓜果尧茄果等经济植物的栽培袁见图

5渊b冤遥
6.3

6.1 倒挂式气雾栽培

层架式 LED 补光的植物工厂式气雾栽培

对于都市地下车库或者废弃厂房袁可以采用室内人工

对于狭小的阳台空间袁可以利用倒挂雾培方式袁即采用
挂桶式或者管道高架式袁或者建成类似可升降的晾衣系统袁
以充分利用阳台空间袁见图 5渊a冤遥

LED 补光技术袁构建层架式气雾栽培系统曰系统由超市货架尧

气雾种植床尧弥雾系统尧补光系统与控制系统组成遥该模式
与传统水培式植物工厂相比袁适合栽培的品种更多袁极大地

6.2 屋顶果园的 PVC 管气雾栽培

丰富了都市室内农业的可耕作品种遥室内系统的优点是没有

屋顶果园的传统构建都是采用盆栽法或者搬土耕作袁

任何病虫害袁甚至生产出免清洗蔬菜袁可以充分利用都市一

存在搬土工作量大尧屋面承重增加等问题袁由于夏日屋顶蒸

些闲置的空间袁生产出蔬尧果尧药尧花等产品袁以满足人们高

发量大尧土层浅且无毛细管保墒效应袁导致浇水管理用工大袁
消耗大量城市自来水资源袁故当前国内屋顶森林或屋顶果园

品质与安全的需求袁见图 5渊c冤遥
6.4

的建设较少遥大多数屋顶用于种植耗水量少尧土层需求薄的

室内绿植的墙面雾培

采用雾培系统可以将建筑物的内外墙作为耕作场所袁

蔬菜与耐旱绿植遥采用 PVC 管雾培系统袁可以轻松构建屋顶

采用垂面雾培方式进行都市建筑表面的绿化美化或者农业

是封闭的养液循环系统袁 用水量只需传统屋顶果园的 5%~

间袁作为根雾空间与建筑设计融为一体袁这也将是未来第四

果园袁因为 PVC 管不存在承重问题袁任何屋面都可利用曰而且
a

b

耕作曰甚至在建筑设计时将计划种植的墙体构建成内夹层空
c

d

注院a 为倒挂式气雾栽培袁b 为屋顶果园的 PVC 管气雾栽培袁c 为层架式 LED 补光的植物工厂式气雾栽培袁d 为室内绿植的墙面雾培遥

图 5 适合都市环境的气雾栽培

代生态建筑研究的重点与方向袁见图 5渊d冤遥

7 不同模式的综合应用为未来泛耕作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多种雾培模式的综合利用袁可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与
耕地减少之间的矛盾袁达到失地不失耕的效果曰利用雾耕承

所谓泛耕作就是指无处不在的耕作袁这是气雾培最大的

重轻的特点袁构建水上漂浮农场袁可使我国大量水域面积成

技术优势袁未来不管是沙漠尧荒岛尧盐碱地尧荒坡地尧山地尧平

为水上耕地曰在生态环境恶劣尧无法耕作的地域袁也可利用

原尧湖面尧都市阳台尧屋顶尧庭院尧广场尧建筑物表面尧室内墙

雾耕技术解决极地尧海岛尧高山尧沙漠尧盐碱等非耕地环境下

面等任何场所及空间都可以构建雾培耕作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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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蔚院生态公益林建设发展现状及经营管理探讨
单位的工作积极性降低遥二是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遥部分工

为生态公益林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遥

作人员对于补偿政策不了解袁存在群众对自己的林地被纳入

4.4 提高建设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

公益林范围不知情等情况遥三是生态公益林的管护费用较

提高建设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袁是对资金利用最大化

高遥由于部分生态公益林的区位界定不明显袁导致管护工作
分散尧费用较高遥四是执法部门力度不够遥缺乏适用性和针

的体现遥以生态公益林的配套补偿金等形式发放给生态公
益林所有者袁加大建设阳光工程袁鼓励人口迁出袁并为其解

对性较高的法律和法规袁叶森林法曳 中的处罚条例不适用于

决好后顾之忧遥

公益林袁对于已经破坏的林地袁执法力度较低尧各地处罚标

4.5 加强领导工作指标的考核

准不一等袁导致执法力度不够遥五是林分质量较差遥生态公

考核领导工作指标袁充分发挥林业上级部门领导的职能

益林的功能因绿植种类的均衡性差而降低袁商品林产权不

作用袁规范创新机制袁推进生态林管理水平的提高袁在保障

够明确袁滥发尧砍柴尧放牧等常见的人为活动破坏了生态公

质量的同时维持并提升生态公益林的数量袁对领导任职期间

益林的质量遥

的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评估袁加入森林覆盖率尧生态公益林建

4 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理措施
4.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设面积等指标[5-6]遥
5 结语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袁使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步入法制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稳定发展袁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化道路袁确保在公平尧公正尧高效的原则下袁利用法律手段袁

环节袁不仅关系着国土生态安全袁而且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建立完善的生态公益林管理和奖励机制袁对破坏生态公益林

展尧生态环境改善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有着极其深远的影

的个人或单位袁要追究赔偿责任袁加以严惩遥

响遥而生态公益林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袁需要各行业尧

4.2

加强生态公益林护林队伍建设

各部门以及广大社会群众的共同努力袁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

加强护林队伍的建设袁目的在于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保

效益的平衡共赢遥

护和管理遥因此袁要明确护林人员的工作和责任袁建立出勤
考核制度袁实现量化式母包考核制曰对于护林员的聘用尧工
资发放尧考核绩效等袁全面实施林业部门动态监管曰建立完
善的森林资源管护系统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袁壮大专业护林
队伍的建设遥
4.3 实现多样性的生态补偿形式
生态补偿形式的多样性建设袁是以生态公益林的不同采
伐年龄尧采伐方式袁按照融合极差补偿制度来实现的遥补偿
费用要与林业保护级别成正比袁科学合理地进行林龄划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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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生态问题曰还可以使农耕技术进入室内袁在居室内利
用雾培技术进行墙面的覆绿装修或者构建层架式补光型雾
培蔬菜工厂袁足不出户就能收获安全尧绿色尧免农药的蔬果产
品遥人们在工作之余可以将其作为园艺体验袁让雾培耕作成
为人们生活中的休闲体验元素遥雾培技术不需要高强度体力
劳动袁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参予管理袁是所有人群都可以介
入的生产尧生活尧生态元素遥此外袁雾培技术更是解决当前农
业生产环境污染尧生态危机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利器与
替代技术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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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林业开发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林业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产业袁在维护粮食安全和国
家木材安全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遥林业产业基地多在山区袁随
着林业改革的实施和推进袁林业开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5]遥山区有许多农民面临着就业问
题和生活压力袁发展林业产业能够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
题袁让农民在发挥社会价值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遥
3 结语
综上所述袁林业产业既是生态安全的有力保障袁也是生
态保护工作中的主体袁是大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尧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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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袁对于人类生存和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遥因此袁
在林业开发的同时做好生态保护工作袁可为国家和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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