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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棚膜对越冬日光温室环境条件及
草莓产量品质的影响
李东星 1，2 赵 静 1，2 李树山 1，2 陈立振 1，2 李宝安 1，2 李 立 1
（1 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94；2 北京市植物工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4）
摘 要：以红颜草莓为试材，比较 PO 膜和 PE 膜两种不同覆盖材料对越冬日光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等温室环境条件及
草莓产量、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 PE 膜，采用 PO 膜作为覆盖材料的越冬日光温室内平均温度提高 1 ℃左右，保温
性更好，湿度更适宜，光照效果更好；草莓产量提高 23.27%，坏果率降低，果实可溶性固形物、VC 含量、糖酸比均有明显
提高，口感更好。
关键词：日光温室；覆盖材料；PO 膜；PE 膜；草莓

温室的覆盖材料不仅可以影响作物生长所需的

流滴消雾性，但也存在耐候性差、保温性不好、不

环境条件，
同时也影响着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姚蓉，

易粘接等缺点（路志坚和袁璇，2014）
。PO 膜是近

2010）
。目前，日光温室通常采用聚乙烯（PE）
、聚

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薄膜，具有牢固耐用、保

氯乙烯（PVC）
、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EVA）
、

温性好、强度高、抗老化性能好、透光率高且衰减

聚烯烃（PO）
、多层共挤棚膜等作为覆盖材料，其

率低、旧膜易处理，能作为再生资源，在燃烧处理

中 PE 膜质地轻、柔软、易造型、透光性好、无毒，

时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等特点，是最具推广前景的

是我国当前主要的农膜品种，具有良好的耐老化和

一类薄膜（马英华和杨翠云，1996；陈青云 等，
1997；程强 等，2011）
。为了研究不同材质的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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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光温室内环境条件及作物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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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以草莓为试验对象，以 PO 膜和三层共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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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耐老化 PE 膜分别作为日光温室覆盖材料，进行

effect of root-knot nematode（Meloidogyne incognita）infection on leaf blad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tomato（Solanum lycopersicum L.）varieties，by pot cultivation in greenhouse and
artificial inoculation at seedling stage.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nematode infection led the leaf blade chlorophyll
content reduced，the maxim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Fv/Fm）and actu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ΦPS Ⅱ ）
were all reduced. Whereas the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coefficient（NPQ）was firstly increased，then
declined. Ther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among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s. Among them，  the decline
range in chlorophyll content，Fv/Fm and ΦPS Ⅱ of‘Shijia101’  was bigger than that of‘Jingxuanhongtao’.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PQ of these 2 varieties，10 days after infection. The increasing range of
‘Jingxuanhongtao’was remarkably bigger than that of‘Shijia101’. Obviously，the effect of nematode infection
on leaf blade of‘Jingxuanhongtao’was smaller than‘Shijia101’.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Fv/Fm，ΦPS Ⅱ and NPQ can be the physical reference indexes for identifying tomato varieties with resistance to
root-knot nematode，and the parameter NPQ is the most suitable one.
Key words：Tomato；Root-knot nematode；Chlorophyll；Fluorescenc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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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冬温室内环境条件及作物产量品质的比较，以

m（2 个点）
，离后墙 2 m（2 个点）的位置，以及

期为选择更好的日光温室覆盖材料提供理论依据及

中间位置布置 1 个点。

参考。

果 实 品 质 测 定： 草 莓 采 收 开 始 后， 分 别 于

1 材料与方法

2014 年 12 月 28 日、2015 年 2 月 12 日、2015 年 3

1.1 试验材料

取 1 kg 的鲜果，进行连续 3 茬果实品质的测定，每

月 12 日进行取样，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每次摘

供试草莓品种为红颜，购自北京市昌平区兴寿

次均送至中国农业大学完成测定，主要测定可溶性

村。供试 PO 膜为三菱树脂农膜科技（无锡）有限

固形物含量、VC 含量、糖酸比，测定结果求平均

公司生产，型号 E120；PE 膜为吉林省白山市喜丰

值。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采用 GB/T 10786—2006 进

塑业集团生产的 PE 三层复合多功能防雾棚膜，型

行测定；VC 含量采用 GB/T 6195—1986 进行测定；

号 E120；外保温被为北京京鹏润和农业科技有限

糖酸比为草莓中的总还原糖与总酸含量比值所得，

公司生产的 PEF 保温被，型号 JP-IV，由牛津纺抗

总还原糖含量采用 GB/T 5009.7—2008 进行测定，

老化面料、隔热层、牛津纺抗老化面料三层原料复

总酸含量采用 GB/T 12456—2008 进行测定。

合而成，保温板为北京市崔村汇鑫保温材料厂生产
的 10 cm 保温板。

产量测定：PO 膜覆盖日光温室草莓从 2014 年
12 月 8 日进行第 1 次采摘，PE 膜覆盖日光温室草

1.2 试验设计

莓从 2014 年 12 月 25 日进行第 1 次采摘，每次均连

试验在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州科
研基地进行。
选用两栋结构完全相同的日光温室，其中一栋
覆盖 PO 膜，另外一栋覆盖 PE 膜。日光温室结构：

统计总产量及坏果量。
续采摘 10 行植株共计 56 m2，

2 结果与分析
2.1 PO、PE 膜覆盖的越冬日光温室内温度比较

后墙为 50 cm 厚砖墙，中间附 10 cm 保温板，覆盖

如表 1 所示，PO 膜覆盖的日光温室内的平均

外保温被（晴天每天 7：00～17：00 掀开；阴天每

温度为 17.24 ℃，比 PE 膜覆盖（16.16 ℃）高 1.08

天 8：00～16：00 掀开）
，温室面积均为：60 m×8

℃ ；PO 膜覆盖的日光温室内平均最低温度为 12.64

2

m=480 m 。两个日光温室内的草莓栽培方式也完

℃，比 PE 膜覆盖（11.56 ℃）高 1.08 ℃ ；PO 膜覆

全相同，均采用高畦土壤栽培，栽培密度为 8 000

盖的日光温室内平均最高温度为 20.60 ℃，比 PE

2

-1

株·
（667 m ） ，采用滴灌方式灌水，施肥均采用

膜覆盖（19.56 ℃）高 1.04 ℃。由此可见，日光温

比例施肥器。草莓定植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 日。

室采用 PO 膜覆盖对提高越冬温室内的温度较为

1.3 项目测定及方法

有利。

分别对日光温室内的温度、湿度、透光情况，
及草莓产量、品质进行测量，并进行比较。
温、湿度测定：在两栋日光温室相同位置试验
区内中央距植株顶端 20 cm 处悬挂温、
湿度测试仪，
记录每天的温、湿度变化，统计两栋温室内平均温、
湿度，平均最高温、湿度，平均最低温、湿度。比
较不同类型棚膜的升温速度及保湿效果。
棚膜透光性能测量：采用 RR-9751 太阳辐射
表、RR-9752 光 量 子 仪、HT-1318 照 度 计， 对 温

表 1 PO、PE 膜覆盖的越冬日光温室内温度比较
时间
（年 - 月）

平均温度/℃

最低温度/℃

最高温度/℃

PO

PE

PO

PE

PO

2014-11

16.8

15.6

14.0

12.9

19.0

18.2

2014-12

17.1

16.4

15.6

14.3

18.9

18.5

PE

2015-01

14.6

13.6

9.3

8.5

18.7

17.4

2015-02

16.5

15.8

11.7

10.8

20.5

19.3

2015-03

21.2

19.4

12.6

11.3

25.9

24.4

平均

17.24

16.16

12.64

11.56

20.60

19.56

2.2 PO、PE 膜覆盖的越冬日光温室内湿度比较

室内外的光照情况进行测定，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由表 2 可知，PO 膜覆盖的日光温室内的湿度，

2015 年 3 月 31 日，每天 9：00～15：00，每 1 h 测

包括平均湿度、最低湿度、最高湿度（除 2014 年

定 1 次。室外光照点选择 1 个，置于温室外侧中间

11 月最低、
最高湿度外）
都略高于 PE 膜覆盖。其中，

位置；室内采用 5 点取样法，分别布置在离棚膜 2

PO 膜覆盖的日光温室内的平均湿度为 80.58%，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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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膜覆盖（77.08%）高 3.5 个百分点；PO 膜覆盖

由于草莓生长期适宜生长湿度为 70%～80%

的日光温室内最低湿度为 69.54%，比 PE 膜覆盖

（石慧芹 等，2012）
，湿度太大会引发病虫害，由

（67.00%）高 2.54 个百分点；PO 膜覆盖的日光温

此可见，PO 膜覆盖对日光温室内湿度的综合影响

室内的最高湿度为 94.58%，
比 PE 膜覆盖（95.76%）

效果略优于 PE 膜。

低 1.18 个百分点。

2.3 PO、PE 膜覆盖的越冬日光温室内光照情况比较
由图 1 可知，9：00～15：00 时段，日光温室

表 2 PO、PE 膜覆盖的越冬日光温室内湿度比较
时间
（年 - 月）

平均湿度/%
PE

PO

最低湿度/%

最高湿度/%

PO

PO

PE

外的平均光量子数、平均光辐照数及平均光照强度

PE

的变化趋势均为先升后降，其中平均光量子数、平

2014-11

62.9

62.7

52.5

55.7

81.2

91.0

均光照强度均在 11：00 左右达到峰值，平均光照

2014-12

88.9

85.1

79.6

78.9

91.9

91.1

2015-01

86.3

83.0

76.9

69.9

100.0

99.9

辐射在 13：00 达到峰值；PO 膜覆盖的日光温室内

2015-02

86.5

81.6

75.9

68.2

99.9

98.8

的光量子数、
光辐照数及光照强度普遍高于 PE 膜。

2015-03

78.3

73.0

62.8

62.3

99.9

98.0

这表明，在室外光照相同的情况下，PO 膜的透光

平均

80.58

77.08

69.54

67.00

94.58

95.76

率要好于 PE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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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光温室内外光照情况对比

2.4 PO、PE 膜覆盖的草莓产量比较

溶性固形物、VC 含量及糖酸比分别为 12.1%、710

由 表 3 可 知，PO 膜 覆 盖 的 日 光 温 室 内 草 莓

mg·kg-1 和 4.4，分别比 PE 膜覆盖高 4.7 个百分点、

， 比 PE 膜 覆 盖
产 量 为〔4 859.6 kg·
（667 m2）-1〕

29 mg·kg-1、0.3，证明 PO 膜覆盖越冬日光温室栽

〕增产 23.27%；PO 膜覆
〔3 942.4 kg·
（667 m2）-1）

培的草莓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

表 3 PO 膜和 PE 膜覆盖的越冬日光温室草莓采摘量
kg·
（667 m2）-1

及坏果量比较
时间（年 - 月）

采摘量

温度是温室环境调控的主要因子，影响作物生

坏果量

PO

PE

PO

3 结论与讨论

PE

长发育进程；湿度是影响温室内病害发生的关键因

2014-12

482.4

399.0

0

0

2015-01

881.4

351.4

139.4

65.5

2015-02

1 453.1

1 191.1

343.0

419.3

云 等，2008）
。国内学者程强等（2011）通过对比

2015-03

2 042.7

2 001.0

408.5

588.4

相同结构日光温室覆盖 PO 膜与 PE 膜后冬季室内

总计

4 859.6

3 942.4

890.9

1 073.2

温光环境，得出 PO 膜保温性能更好的结论；李衍

2

-1

盖的坏果量为〔890.9 kg·
（667 m ） 〕
，比 PE 膜覆
2

-1

素；而光环境是影响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关键（刘淑

素等（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与覆盖消雾无滴长

盖〔1 073.2 kg·
（667 m ） 〕低 16.99%。表明，PO

寿 EVA 膜比较，覆盖 PO 膜显著提高了日光温室

膜覆盖越冬日光温室草莓产量要高于 PE 膜覆盖。

的温度和光照强度；闫明明等（2009）分析比较了

2.5 PO、PE 膜覆盖的草莓品质比较

PO 膜和 EVA 膜的透光率和温室内温度变化，以及

采用 PO 膜覆盖的日光温室栽培的草莓的可

番茄的生长发育状况及产量，结果表明，PO 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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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透光性和保温效果，能显著促进番茄生长

多个品种，进行多次重复试验，以验证试验的准

和提高产量。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进行 PO

确性。

膜对环境影响的对比试验时较多注重温度、光照及
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本文将湿度及作物品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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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 & PE Film o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trawberry Yield and
Quality in Over-winter Solar Greenhouse
LI Dong-xing1，2，ZHAO Jing1，2，LI Shu- shan1，2，CHEN Li-zhen1，2，LI Bao- an1，2，LI Li1
（ 1Beijing Jingpeng International Hi-Tech Corporation，Beijing 100094，China； 2Beijing City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Plant Factory，Beijing 100094，China）

Abstract：Taking strawberry‘Hongyan’as test material，this study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PO and PE film
covering materials on greenhouse environment conditions，including temperature，humidity，illumination and
strawberry yield and quality in over-winter sunlight greenhou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PO film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greenhouse was about 1 ℃ higher than that using PE film. The heat preservation was better，humidity
was suitable，and lightening effect was also good in greenhouse using PO film. Besides，the strawberry yield
increased by 23.27%，rotten fruit percentage was reduced ，contents of soluble solids and VC，sugar/acid ratio
were all increased obviously，and the strawberry tasted even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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