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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艺

蔬菜生产技术问答（三）
王芳德

1

越冬茬黄瓜、
西葫芦为什么会出现歇秧？

2

越冬茬瓜类作物怎样合理施肥控制徒长？

答：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进入深冬后，气温明显

答：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在 3 月中旬后进入春

下降，特别是在“一九”天至“三九”天，气温下降到零

季，地温回升，春风送暖，晴天时露地温度可达 10 ℃

下 10 ℃以下，但到了“五九”
、
“六九”后（1 月下旬～2

以上，但瓜农对日光温室的管理往往形成了一个惯

月上旬），气温较往年偏高，多云、阴、雾天较往年偏

性，夜间温度降不下来，造成植株徒长，叶片肥大，瓜

多，据山东天气预报，以济南地区为例：
2 月上旬光照

码偏稀，
甚至化瓜。

时数只有 21.1 h（小时），
较常年偏少 41.6 h（小时），
相

在管理上首先浇水量不要过大。其次，在追肥时

当于常年日照时数的 1/3。由于光照不足，
导致保护地

氮肥不要过多，若植株长势一般，每 667 m2 要追施

蔬菜作物不能正常生长，
叶片发黄，瓜条变短，有部分

氮、
磷、钾（15∶15∶15）复合肥 15～20 kg，隔 7～10 d

日光温室的黄瓜生长点出现了瓜打顶（花包头），随后

（天）后若植株幼瓜较多，每 667 m2 冲施中氮、低磷、

出现歇秧现象，
7～10 d（天）或更长时间摘不到瓜，根

高钾（12∶8∶30）复合肥 20 kg，再隔 5～7 d（天）根据

系发黄，
不能吸收养分。由于地温低，
有部分棚室很长

长势追肥，每 667 m2 施中氮、中磷、高钾（10∶10∶

时间不敢浇水，导致了黄瓜、西葫芦等作物的产量明

20）复合肥 15～20 kg，可结合追施饼肥 20～30 kg，有

显下降，
化瓜、
缩头，
甚至死秧等。

利于提高中后期的产量，以后的追肥可按以上模式重

怎样促使其尽快返秧？首先对瓜打顶的黄瓜、西

复进行。第三，
到 3 月底后，可大小沟交替进行浇水，

葫芦进行疏瓜，
把生长点较大的瓜胎疏掉 1～3 条，不

既能控制浇水量，
又不会使水分过多。

要疏得太狠，否则长出秧蔓反而没有瓜，可结合喷药

3

加施碧护（含赤霉素、
芸薹素内酯、吲哚乙酸等植物活

日光温室黄瓜春季温度怎样管理？
答：
进入 3 月以后，日照时间逐日增长，温度不断

性剂）。第二，
晴天后 10 cm 地温回升到 16 ℃以上时

提高，
黄瓜生长进入采收的高峰期。受季风区的影响，

再进行浇水，
水量不要太大，随水追施肥料不要过多，

此阶段的温度非常不稳定，刮一场南风温度就会回升

每 667 m 冲施三元复合肥 15～20 kg，最好结合追施

几度或十几度，来一场北风温度又下降几度，甚至降

含有甲壳素的冲施肥，
有利于作物扎新根。浇水后适

到零下。所以春季管理的关键是要控制好温度，不仅

当提高当天的室温，第 2 天当室内温度达到 33 ℃时

要防止植株徒长，
还要提高黄瓜的产量。晴天要早揭

开始通风，
风口由小到大，最好分 2 次进行，当温度下

晚盖草苫，
多见光。温度在 26～28 ℃就要通风，中午

降到 25 ℃时关风口，
这样有利于排湿和提高地温，第

不要超过 30 ℃，最高 33 ℃，下午降到 24 ℃关闭通

3 天室内温度达到 32 ℃时通风，第 4 天室内达到 31

风口，日落前降至 18～20 ℃放草苫，到 0：
00 降到 16

℃通风，以后转入正常管理，晴天 28 ℃时开始放风，

℃左右，
到日出前保持 12 ℃左右，
适当拉大昼夜温差

下午 23 ℃关风口，
20 ℃放草苫，前半夜使温度下降

有利于养分的积累。

2

到 16 ℃左右，
到早晨保持在 10～12 ℃。这样既返秧
快还不会造成徒长。

现在有部分棚室的管理还没有从冬季的管理中
走出来，在刮南风温度高的情况下，不但不减少草苫
数量，二层防雨膜还盖上，造成夜温过高（早晨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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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茎叶徒长，长出的叶片比生长点高出一大
截，
叶柄长，
叶片薄。解决的办法是减少覆盖物。另外
有部分棚室黄瓜生长点扭曲，其原因是中午温度过
高，长时间超过 32 ℃以上，植株呼吸量加大生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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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而且黄瓜出现大把子瓜、尖嘴，甚至化瓜。解决的

倍液 + 柔水通（水质优化剂）3 000 倍液，以上配方交

办法是加大通风量，
8 m 宽的大棚通风口要在 60～80

替使用，可加入斯德考普 5 000 倍液促使植株迅速恢

cm 宽，过小放不出热量。若实在放不出热量，可适当

复生长，发病严重的地块建议间隔 3～5 d（天）喷施 1

有利于黄瓜
放草苫遮阴降温。昼夜 10～15 ℃的温差，

次，
可获得较好的防治效果。

产量的提高，
同时又能延长黄瓜正常生长期。对已徒

5

早春大拱棚怎样防控根结线虫？

长的植株可喷施诱抗素——
—保民丰或云大 - 120 调节
植株的生长，
以获得更高的产量。
4

怎样防治早春越冬茬黄瓜的死秧？

答：
3 月是早春大拱棚黄瓜、西瓜、番茄、茄子等
作物的定植期，在有根结线虫的地区要以生态控制、
生物防治和低毒高效低残留化学农药防治相结合的

答：越冬茬黄瓜在早春易出现不规则的死亡，其

方法，
防治根结线虫。对根结线虫发生较轻，
或未发生

茎基腐病、枯萎病、腐皮镰孢
主要病害有疫霉根腐病、

的地区应做好预防工作，一定要从无根结线虫的地区

根腐病等，
另外还有菌核病、
细菌性软腐病等。从近几

引进苗木，
田间耕作要杜绝农业机械的传播。对已被

年的死秧情况来看，
主要是由疫霉根腐病和腐霉根腐

根结线虫感染的地区，
从田间拔除的病株残体要深埋

病造成的，主要侵染根及茎部，初呈水浸状，后腐烂。

或就地销毁，
控制扩散，
并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处理

病部腐烂处维管束变褐，不向上发展，这一点区别于

方法：① 从育苗开始采用基质无土育苗，杜绝移栽过

枯萎病。后期病部往往变糟，
留下丝状维管束。病株地

程中的再次感染；在定植穴中施用液体石灰氮，每

上部症状不明显，
发病后期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

667 m2 用液体石灰氮 3 000 mL，撒入穴内盖土然后

严重的则不能恢复而枯死。病害多在早春气温回升后

定植，缓苗后再灌 1 次阿维菌素；② 生物防治，对根

发生，在保温效果差的棚室内发生较严重，或遇到连

结线虫发生比较轻的地块施用线虫必克（新型微生物

续低温天气，
根系受到一定的冻害，
病情加重，该病以种

农药，主要有效成分为厚孢轮枝菌孢子，昆明云大农

黏土地发病重。
植多年的重茬棚发生重，
地势低洼地块、

化研究中心），每 667 m2 用 2.5～3.0 kg 掺 30 倍土施

防治方法：首先提高棚室的保温性能，根据棚型

入栽培穴内，防治效果达 60 %以上，几茬作物连续施

与墙体的厚度，安排好黄瓜的茬口，棚室保温效果差

用效果更好，或施用生物菌肥地恩地，也有一定的抑

的可实行二季作，
以秋延迟和早春茬相结合。其次是

制效果。③ 化学防治，
20 %安棉特（丁硫克百威）乳油

土壤消毒，在夏季 6、
7 月利用氰胺化钙进行高温闷

700 倍液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的作用，定植时进行

棚。第三，在 3 月初用药剂灌根，用 95 %恶霉灵原药

灌根，
对当茬作物的防治期可达 60 d（天）以上。④ 选

3 000 倍液，或 80 %金纳海（福美双）水分散粒剂 800

用抗线虫的品种，或选用抗线虫的砧木进行嫁接栽

倍 液 +25 % 金 力 士（丙 环 唑）乳 油 5 000 倍 液 ，或

培。总之，
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综合措施，
根结线虫就

60 %百泰 （唑醚·代森联） 水分散粒剂 1 000～1 500

一定能得到控制和预防。

!!!!!!!!!!!!!!!!!!!!!!!!!!!!!!!!!!!!!!!!!!!!!!!!!!!!!!!!!

·信息·

“蔬菜根结线虫病”
技术光盘简介
蔬菜根结线虫病为设施蔬菜毁灭性病害，极难防治，很多农民称它为蔬菜的“癌症”
，严重影响蔬菜的正常生产和产品的质
北京市大兴现代农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和北
量安全。北京市农委、北京市科委设立专题项目支持技术攻关，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京瑞蕊农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将相关技术成果拍摄成科普光盘，
由学苑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
隆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蔬菜的“癌症”
——
—根结线虫病发生、
危害与传播》通过大量现场镜头、实物照片和动画演示等，
系统展现线虫的为害特点、
微观特征、发生规律、传播途径等。富有趣味的现场介绍，
生动形象的专家讲解，
可以帮助大家很好地认识蔬菜根结线虫病发生
危害规律和控制原理，
以及“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防治策略。邮购价：35 元。
《蔬菜的“癌症”
——
—根结线虫病防治实用技术》系统地介绍了培育无病幼苗、棚室土壤消毒、抗线虫蔬菜品种的应用、嫁接
结合技术人员和植保专家的现场讲解，
帮助
防病、药剂防治、种植诱集或者驱避植物等综合防治技术。通过大量田间操作镜头，
大家直观地认识和掌握预防与控制蔬菜根结线虫病的多项技术措施。邮购价：
35 元。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中国蔬菜》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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