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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昭阳区马铃薯栽培地膜应用现状及对策
陈 吉

黄 平

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袁云南昭通 657000冤

摘要 第 20 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云南省昭通市成功召开袁为昭通市马铃薯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遥近年来袁昭通市昭阳区地膜覆盖栽
培马铃薯面积持续增加袁虽然地膜覆盖在促进马铃薯增产增收尧提高品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袁但地膜栽培带来的污染问题也不可忽视遥
本文分析了昭阳区马铃薯覆膜栽培地膜应用现状及带来的问题袁并提出了减少地膜污染的建议袁以期为昭阳区马铃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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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阳区是昭通市辖区袁位于云南省东北端袁地处云尧贵尧

块茎表皮变绿效果最好袁且后期徒长现象较轻曰但由于其前

川三省结合部和国家野攀西原六盘水冶经济开发区腹心地带遥

期提温较慢袁马铃薯出苗稍晚袁植株长势会受到一定影响遥

坝区面积占 33.6%袁山区占 64.3%袁江边河谷地带占 2.1%遥
昭阳区地处暖带袁为北纬高原大陆季风气候区袁干湿两季分明遥

年平均气温为 12.1 益袁年降水量为 826 mm袁年日照时数为
1 719.4 h遥昭阳区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在 2.67 万 hm2 左右袁
主要种植区域可分为以北闸镇为中心的东部尧以大山包镇为

在马铃薯大田生产中袁应以普通白膜覆盖为主曰在一些播种
迟尧温度较高尧杂草较多的区域袁可适当推广黑白杂色地膜
和全黑地膜[4]遥
3 昭阳区马铃薯地膜应用现状
在昭阳区采用地膜栽培的主要有玉米尧马铃薯尧烤烟和

中心的西部和以靖安镇为中心的北部 3 个片区袁包括 13 个

露地蔬菜等遥其中袁废旧地膜残留量最高的种植区域为马

左右遥2018 年昭阳区马铃薯种植面积 3.12 万 hm 袁平均产量

种马铃薯及坝区冬早马铃薯袁在秋马铃薯种植及玉米套种

乡镇曰永丰等其余 7 个乡镇马铃薯种植面积仅为 1 万 hm2
达到 21.75 t/hm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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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膜栽培的作用

1.1

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晋小军等 [1]对高海拔阴湿区马铃薯种植的研究认为袁

地膜覆盖对促进成熟和提高产量具有显著的效果袁增产达
40%以上曰马 惠等[2]2016 年也做了类似的试验袁结果表明袁

地膜覆盖较露地栽培增产 10.2%~29.1%遥可以看出袁地膜栽
培是一项效果较好的增产措施遥
1.2 增强马铃薯的抗逆性
地膜栽培可以增强马铃薯对干旱尧低温尧杂草的抗性遥
在抗旱栽培上袁云南省有窝塘集雨技术尧侧膜集雨技术尧膜

铃薯尧玉米种植区域遥 覆膜 种植 的马铃 薯主要 是大春 净
马铃薯栽培中使用较少遥2018 年昭阳区马铃薯地膜覆盖
面积 8 686.6 hm2袁按照 60 kg/hm2 计算袁马铃薯年地膜使用量

约为 521.2 t遥根据市场调查及走访农户调查可知袁使用的地
膜大多厚度为 0.004~0.008 mm袁回收难度大袁缺乏回收企业遥
2016 年昭阳区农业部门对主要覆膜农作物地块进行调查袁

据不完全统计袁地膜残留量为 7 191.0 g/hm2遥2018 年昭通全
市废旧地膜平均残留量为 4 680 g/hm2 [5]遥随着农业生产规模
的不断扩大袁本地地膜使用量越来越大袁废旧地膜在土壤

中的残留量每年以 10%的速度增长袁由地膜污染造成的经
济损失将逐年加重遥

4 地膜栽培带来的问题

下滴灌技术等袁很好地缓解了大春种植马铃薯时面临的春

随着地膜使用面积的不断扩大袁残膜弃于田间地头袁被

旱问题遥白色地膜对地温的提高好于黑色地膜袁而黑色地膜

风吹至房前屋后尧田野树梢袁影响村容村貌袁影响农村人居

能更好地抑制杂草生长遥

环境曰同时破坏土壤结构袁影响农作物出苗尧生长遥近年来袁

2 地膜在马铃薯上的应用
2.1

地膜厚度
增加地膜厚度能够提高土壤温度和含水量袁但对不同作

物的产量影响不同遥随着地膜厚度增加渊0.004~0.012 mm冤袁

马铃薯产量先增加后减少曰地膜厚度对作物经济效益也有
一定影响袁但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3]遥建议我国地膜厚度标
准提高至 0.010~0.012 mm 较为适宜遥
2.2

地膜颜色

在马铃薯栽培上使用的地膜有普通透明地膜尧黑色地
膜尧绿色地膜和黑白杂色地膜遥透明地膜对前期提高地温尧
促进马铃薯出苗作用明显遥黑色地膜对防草和防止马铃薯
基金项目 云南省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渊昭阳试验站冤渊2018KJTX003冤遥
作者简介 陈吉渊1989-冤袁男袁云南昭通人袁助理农艺师袁从事马铃薯产
业研究及推广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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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膜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袁局部地区平均残
膜量达 60 kg/hm2 以上遥残留地膜会破坏土壤结构袁影响作

物出苗袁阻碍根系生长袁影响水分和养分吸收袁导致农作物
减产遥部分农户在焚烧多余秸秆时袁将地膜一起焚烧袁地膜
在高温下产生的有害物质渊二噁英类冤会直接溶解在土壤中袁
被农作物吸收后会危害人体健康袁而焚烧释放出的有毒气
体会直接污染大气遥
5 减少地膜污染的建议

昭阳区使用的地膜多为厚 0.004~0.008 mm 的超薄地

膜袁因地膜厚度小尧易破损袁基本不能回收袁塑料地膜在土壤

内可存在 200 年以上袁可导致农作物减产 10%以上遥为了避
免残膜污染问题袁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生产的地膜要求厚

度不低于 0.020 mm袁且使用后进行强制回收[6]遥建议我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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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万民等院兰溪市女埠街道枇杷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山地袁设施投入大袁单靠种植户个人难以实现遥

争创品牌袁形成规模效益袁如浙江阳光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

2.4

枇杷非商品果尧花尧叶等未开发利用

司已成功开发出以枇杷花尧枇杷果为原料的枇杷饮料遥应

枇杷非商品果可以做枇杷膏尧枇杷果汁袁枇杷花可以做

加大招商力度袁使枇杷加工企业落户女埠街道袁为枇杷产业

枇杷花茶袁枇杷叶可以做枇杷止咳露袁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技

服务遥

术袁并没有开发形成商品遥

3.4 结合乡村振兴袁做好农旅文章

2.5

种植技术应用水平有待提高

对穆坞村尧虹霓山枇杷休闲观光旅游基地进行整体提

兰溪市农业部门对新建果园袁提倡按照野四个一冶要求

升袁以枇杷特色为主袁结合其他产业袁形成农村观光旅游专业

渊即一条水平带尧一个标准穴尧一担有机肥尧一棵优质苗冤进

村曰引导开发一批主题农庄和规范化的农家乐袁拓展产业

行操作袁编制叶兰溪枇杷生产模式图曳袁疏果尧施用有机肥尧绿
色防控尧采后分级等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遥但与枇杷高标准

功能[5-6]遥

3.5 运用互联网拓展枇杷销售

栽培技术还存在差距袁套袋技术尧矮化技术尧地膜覆盖等应

枇杷特别是白枇杷主要面向青年消费群体袁这些群体对

用少遥如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袁需投入劳力大的套袋技术得

网上销售依赖性强遥应与有关部门合作袁制定适用于电商

不到应用袁裂果与日灼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遥

销售尧采摘尧包装尧贮运等的一系列标准袁推进电商产业化袁

3 发展对策

拓宽枇杷销售渠道遥

3.1

进一步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袁促进枇杷规模经营与

设施栽培的发展

4 结语
农业产业化是解决野三农冶问题的重要途径袁国家和地

为打造枇杷野精品果业冶袁实现枇杷产业野品种尧品质尧品

区也制定了相关的优惠政策袁兰溪市也努力将女埠街道建

牌尧主体冶四大提升袁必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遥通过政府农业

设为野绿色食品生产与加工基地冶遥因此袁要充分利用这一

资金的支持与企业配套投入联动袁促进枇杷规模经营与设施

条件袁抢抓时机袁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袁树立切实

栽培产业发展袁具体是政府加大对设施的补贴力度遥通过设

可行的发展目标袁把女埠街道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野枇杷

施栽培袁一方面可以提高抗不良气候的能力袁另一方面可将

之乡冶遥

部分枇杷的采摘期提前袁减轻成熟期集中造成的采收与销售
压力遥
3.2

进行品种升级与改良袁改变品种单一的局面
通过与省内外枇杷科研单位协作袁引进一批枇杷新品

种袁建立枇杷新品种引进示范基地袁筛选适合女埠气候的早
中晚搭配尧品质优尧抗性好的品种袁延长枇杷采摘期遥同时袁
积极鼓励和指导果农做好良种选育和改良工作袁实现良种
科学化尧良种基地化[4]遥

3.3

加大对枇杷加工企业的招商与扶持袁延伸枇杷产业链
加大对传统枇杷加工产品渊枇杷膏尧枇杷酒等冤的开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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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广厚度逸0.01 mm 的地膜袁增加其拉伸强度尧断裂伸长
率袁有利于耕后揭膜袁促进一膜多用袁提高地膜回收率遥同
时袁在昭通市覆膜种植马铃薯的主要作用在于早春增温防草袁
马铃薯收获后应及时捡拾回收或者揭膜后收获遥国内有研
究表明袁马铃薯种植期间较早揭膜会影响产量增长 [7]曰盛花
期后期及时揭膜可以使马铃薯增产袁提高马铃薯的品质及
商品性[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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