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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保温双列式钢架大棚建造技术及高效
种植茬口
梁顺有 兰吉彬 丁明元 谢国栋
（甘肃省临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临泽 734200）

外保温双列式钢架大棚投资少、易建造、
好管理、不受地理位置限制，每 667 m2 投资
约 4 万元，相对于日光温室而言，节省投资
55% 左右，土地利用率提高 50%，经济收入
与日光温室基本相当。

为提高大棚整体稳定性，在大棚两侧就地取材建高
3.6 m、厚 1.0 m、长 19.5 m 的山墙，山墙正中预留
宽 1.2 m、高 1.8 m 的进出通道门。 建造时，在大
棚中线两侧 75 cm 处对称栽立后立柱，立柱用混凝
土制作，规格为 10 cm×15 cm×400 cm，立柱间距
1.75 m，立柱埋深 0.3 m。立柱底部用预制的底座衬
垫并用混凝土加固，上端用国标 Φ60 mm 钢管焊接

外保温双列式钢架大棚与节能日光温室相比，

相连紧固成横梁。龙架下端安装在预先制作好的底

具有投资少、易建造、好管理、不受地理位置限制

座预埋件上，上端与钢管横梁平整焊接，其上每隔

等诸多优点，是一种低成本、高产出、高效益的非

50 cm 布设一道撑杆拉线。龙架间距 3.5 m，中间每

耕地设施农业类型，为缓解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与土

隔 70 cm 绑扎撑膜杆构成整体骨架。大棚组装好后，

地供应之间的矛盾发挥了作用。甘肃省临泽县地

在横梁上面覆盖预制的 155 cm×50 cm×5 cm 混凝

处河西走廊中部，北纬 38°57'～39°42' 之间，海拔

土板，便于屋顶劳作，增强大棚的抗风能力，保持

1 380～2 278 m，属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外保温

稳定。屋顶做防水保温处理。

双列式钢架大棚每 667 m2 投资约 4 万元，相对于

大棚用于生产时，上下设置防虫网和通风带，

日光温室每 667 m2 节省投资 5 万元。利用外保温

棚膜采用两幅上膜法，即：先在屋顶两侧各覆盖幅

双列式钢架大棚进行蔬菜周年生产，平均可实现经

宽 2 m 的通风膜，再覆盖幅宽 10 m 的高效三防膜。

济收入 3.8 万元，基本上与节能日光温室相当，达

棉帘采用加厚抗拉防水帘，长 11.5 m，采用前屈伸

到当年建造、当年见效、当年收回成本的建设目标。

臂式大棚卷帘机卷帘。棚长大于 100 m 时，应考虑

1 建造技术
1.1

设计参数

增加卷帘机。压膜线采用“S”形拉线法，保证紧
外保温双列式钢架大棚跨度 19.5

固棚膜。

m，长度随地形南北延长或东西延长均可，一般以

2 性能特征

50～100 m 为宜。脊高 3.8 m、
龙架（单面）长 10.5 m、

2.1

间距 3.5 m，材质选用国标 Φ60 mm 钢管，混凝土

大跨度、圆拱形设计，种植面无立柱、拉筋等支撑

。
标号 200 ﹟（图 1）

管理便捷，利于机械化

大棚采用高屋脊、

构件，大棚底角和屋顶预留通风带，便于温湿度调

1.2 建造要点 大棚建造前，应先确定零水平线。
梁 顺 有， 农 艺 师， 主 要 从 事 设 施 蔬 菜 栽 培 技 术 推 广 工 作，E-mail：
lznyjlsy@163.com

控，棚内视野开阔，大棚中间有操作便道，方便小
型机械作业。大空间的设计，适合于设施蔬菜、果
树、葡萄等果蔬的促成栽培，利于种植结构的调整。

收稿日期：2013-12-12；接受日期：2014-02-10

2.2

建造成本低，土地利用率高

基金项目：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201203005）

机质无土栽培技术进行生产，也可用客土栽培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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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生产。相对于日光温室而言，
取消了后墙体、

拱棚早定植 45 d（天）左右，种植效益较为突出，

屋顶保温层、土地复垦等施工环节，减少了后墙体、

为大面积连片多茬种植蔬菜作物提供了便利条件。

2

温室遮光带等部分的占地面积，每 667 m 节省投

2.4

资 55% 左右，土地利用率提高约 50%。

管、混凝土为主，提升了大棚抗风、抗雪、抗压性

2.3

河西走廊冬

能。同时，室内蓄热空间大，缓冲性强，可提高大

季寒冷，极端最低温度可达 -28 ℃，正常年份冬季

棚防寒保温的能力，有效降低冬季连阴雨雪天气的

最低温度在 -23 ℃左右。经观测，外保温双列式钢

危害，进一步提高了大棚的实用性和安全性。

架大棚棚内夜温≤ 5 ℃的时间出现在 12 月下旬，

2.5

夜温≥ 5 ℃的时间再次出现在翌年 1 月底，前后约

化的棚型设计和开阔的耕作空间，有利于集成组装

有 40 d（天）的时间室温低于 5 ℃，此阶段不能用

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化、自

于果菜生产，但这期间可以利用日光温室工厂化育

动卷放帘系统、自动通风、物联网等实用新技术、

苗弥补生产上的不足。在 2 月初气温回升后定植下

新产品，可提高大棚的自动化管理和标准化生产

茬作物，仍可与日光温室早春茬相对接，比普通大

水平。

产出效益好，适于规模化种植

安全稳定，抗逆能力强

大棚骨架材料以钢

易推广，便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集成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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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耕地外保温双列式钢架大棚示意图

3 高效种植茬口模式
3.1

抗病的陇椒 3 号、陇椒 5 号为主栽品种，于 12 月

西瓜—番茄—西葫芦三种三收模式

选择抗

中下旬开始育苗，翌年 2 月中旬开始定植，4 月初

裂京欣、碾丰 10 号等早熟西瓜品种，在 1 月上中

始收，6 月中下旬开始培育红辣椒，至 8 月中下旬

旬开始育苗，2 月初大棚开始升温前做好定植前的

将红辣椒一次性采收结束。黄瓜选择抗病、高产的

准备工作，2 月中旬适时定植西瓜，3 月下旬做好

水果型黄瓜或津优 33 号、冬冠 605 等品种，7 月

留瓜选瓜工作，五一前后成熟集中上市。番茄选择

底、8 月初采用嫁接育苗，8 月底辣椒拉秧后及时

有限生长类型的艳红等早熟品种，3 月中旬育苗，

整地施肥起垄定植，9 月底始收上市，注意防治病

5 月初西瓜拉秧后及时耕翻起垄定植，加强肥水管

虫害和夜间保温，直至收获到 12 月中下旬气温下

理，适时辅助授粉，于 7 月底至 8 月下旬完成收获。

降为止。该茬口的特点是抢占日光温室蔬菜和大田

西葫芦选择冬玉、法拉利等品种，8 月初育苗，8

蔬菜之间的供应差，进行规模种植，批量生产，从

月底定植，9 月下旬始收，10 月初夜间盖帘保温，

而获得高产高效。符合这种特点的种植模式还有春

可收获到 12 月中下旬气温下降为止。该茬口利用

豇（架）豆—秋西葫芦、连茬番茄等。

五一节假日市场和深秋季节大众蔬菜供应不足的市

3.3

场间隙，适时定植抢占市场，从而获得高产高效。

选用优质红提，4 月底、5 月初定植后，及时浇足

另外，还可采用春大白菜—夏番茄—秋西葫芦、春

定植水，注意培养树形和结果枝组，待秋季叶落

西葫芦—夏娃娃菜—秋甜（西）瓜等模式，利用人

夜间温度降至 3～5 ℃时，覆膜盖帘进入反季节管

们的消费习惯和季节差，同样可以实现高收益。

理。翌年管理方式有两种。一是春促成栽培：1 月

3.2 辣椒（茄子）—黄瓜二种二收模式 以早熟、

底、2 月初开始揭花帘缓慢升温，然后进入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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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地区马铃薯大棚早熟栽培技术
王拴福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山西太原 030006）

山西吕梁地区多是贫困老区，山地多、
气候冷凉。利用当地现有的温室、大棚等设
施，选择适宜的早熟品种，进行马铃薯大棚早
熟栽培，可在 6 月下旬至 7 月收获上市，正
值市场马铃薯销售淡季，
售价高、
经济效益好。

2 地块选择
选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排灌方便的壤
土或砂壤土地块，忌连作地块，避免选择前茬种植
茄科和十字花科蔬菜茬口的地块。
3 整地施基肥
2 月下旬应及时扣棚膜提高地温，当棚内土壤
解冻后及时整地，深翻耙细，有条件的地区应秋季

马铃薯是山西吕梁地区主要农作物之一，但种

深耕，耙耱整平保墒。施肥量可根据地块肥力进行

植模式单一，以中晚熟种植为主，在 9 月底集中收

配方施肥，一般每 667 m2 施用腐熟有机肥 3 000～

获上市，经济效益较差，甚至还经常出现卖难的问

5 000 kg、三元复合肥（N∶P∶K 为 15∶15∶15）

题。利用当地现有的温室、大棚等设施，进行马铃

50 kg、硫酸钾 20 kg 作基肥。有机肥可结合整地撒

薯大棚早熟栽培，可在 6 月下旬至 7 月收获上市，

施，化肥可在垄行条施。

此时正值马铃薯销售淡季，售价高、经济效益好，

4 种薯处理

是促进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1 切块催芽 种薯通常在播种前 20～30 d（天）

1 品种选择

（2 月中下旬）出窖，置于室温 15～18 ℃、散射光

选择生育期 60～70 d（天）的早熟品种，如荷

条件下催芽，湿度保持在 80% 左右为宜，种薯堆

兰的费乌瑞它和国内的早大白、中薯 8 号。因早熟

放不宜太厚，以 2～3 层为宜，否则下部块茎的芽

品种退化快，要求选用的种薯级别高，费乌瑞它要

细长，不利于播种。催芽过程中薯块要常翻动，以

选用原种级别，其他国内早熟品种应选用一级良种

使幼芽均匀粗壮，并随时剔除病薯、机械损伤、畸

以上的脱毒种薯。

形或冻伤的薯块。播种期前 2～4 d（天）
、芽长约

王拴福，男，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及马铃薯脱毒种
薯繁育推广工作，电话：0351-7036148，E-mail：wsfsxty123@163.com

0.5 cm 时即可切块。切块要充分利用顶芽，对于小
薯块可直接通过薯顶纵切成两块；大薯块从尾部开

收稿日期：2013-12-05；接受日期：2014-01-09

始，按芽眼排列顺序螺旋状向顶部斜切，最后将顶

的正常管理，7 月中上旬可采收上市，比露地葡

产的产品弥补了市场间隙，可确保取得良好的经济

萄早上市一个月左右。二是秋延后栽培。早春盖

效益。

帘遮光降温一直延续到 4 月底、5 月初，葡萄始发

利用外保温双列式钢架大棚，科学利用非耕地

芽后揭帘进入正常管理，10 月中下旬开始夜间盖

资源，积极发展反季节果蔬生产。利用较低的建造

帘保温，葡萄成熟后采取挂枝保鲜的方法，将采

成本，实现高效的产出规模，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

收期延迟到元旦上市。葡萄定植后到第 2 年略有

可，在生产上得到了快速推广。目前，临泽县已建

2

产量，第 3 年进入结果高峰，每 667 m 产量可达

，并已辐射推广
成示范推广面积 110 hm2（1 650 亩）

3 000 kg 以上。利用大棚开展反季节果树栽培，生

到周边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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