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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过了立夏，气温逐渐升高、雨水逐渐
增多，如何掌握初夏设施蔬菜管理技术
要点，为蔬菜提供适宜生长的环境和养
分显得十分重要。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王吉庆，从温度、湿度、水肥等方面作出
指导，希望帮助大家做好设施蔬菜管理、
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核心提示

长垣市
农机检验进村入户

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布2020年第二批典型虚假违法广告

案件。在公布的8起案件中，有两家涉

案肥料企业，分别被罚5万元、1.5万元。

一家肥料企业在公司网站首页中

发布广告，宣传该肥料为“全球最好的

硝化抑制剂”“全球最佳氮肥管理剂”

“农业部唯一认证可合法生产的氮肥

增效剂”，同时在广告中使用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名义，违反了《广告法》第九

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2020年

1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

罚，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处罚款

5万元。

另一家肥料企业在公司网站发布

化肥广告，广告含有“央视上榜品牌”

“草莓坐果率提升了一倍多”等内容，当

事人无法证明“草莓坐果率提升了一倍

多”的实际功效以及该产品属于“央视

上榜品牌”，也无法提供实际使用效果

的相关材料，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2020年3月，当地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

止发布，并处罚款1.5万元。（张峰）

适宜的空气相对湿度，对蔬菜正常

生长十分重要。冬季和早春温度低，过

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不但容易导致病害

发生，也会导致蔬菜生长不良。而导致

蔬菜生长不良的原因是蔬菜的蒸腾受

到了抑制，影响了对矿质营养的吸收。

因此，在低温条件下防止空气相对湿度

过高，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最新研究表明，在高温条件下，空

气相对湿度低同样不利于蔬菜生长。

原因是，空气相对湿度低会引起蔬菜的

过度蒸腾，甚至出现“午休”现象，影响

二氧化碳的吸收，进而影响光合作用。

同时，空气相对湿度低也是导致刺吸式

害虫暴发的重要环境条件。因此，当环

境温度超过30℃时，一定要提高空气

相对湿度。可采取在栽培垄间大行浇

水，保持设施内人行道湿润，有条件的

可在环境温度超过33℃时进行喷雾降

温增湿。

随着设施蔬菜采收、追肥浇水增

多、白天设施温度高，昼夜温差大容易

产生“结露”现象。“结露”是诱发病害发

生的重要条件，避免长时间“结露”是春

季及当前温室管理的重要目标。春季，

要采取下午晚合风口，合风口后紧接着

覆盖保温材料，最大限度缩小合风口和

次日揭保温材料时的温差。当前，可采

取最大限度加大放风口宽度进行昼夜

通风、保持大行和管理通道地面湿润、

尽可能保留更多叶片、少量多次灌溉以

及中午前后短时间覆盖保温材料降温

等措施，缩小昼夜温差、降低白天温度、

增加蒸腾降温、减少作物吐水，控制“结

露”，力争把“结露”时间控制在4小时

之内，以控制和推迟病害的发生。

小满时节，麦粒渐满。在西平县郊

外，颜色金黄、籽粒饱满的麦穗在阵阵暖

风中摇曳。谁也想不到，六年前，这块耕

地麦苗稀疏、长势孱弱，间或长有散发着

臭气的野草，三叶期后麦苗逐渐黄化枯

萎，亩产只有80千克。

“当时，在西平县二郎乡小王庄村，像

这样的麦田还有多块。”河南省土壤肥料

站副站长、研究员孙笑梅告诉记者，“调查

发现受害耕地呈一家一户责任田状出现，

检测显示耕层土壤除pH值严重下降外

（4左右）其他均属正常水平，判定系不良

农业投入品导致的土壤酸化。”土壤酸化

使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受到影响。

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土壤健康。随

即，河南省土壤肥料站投入资金开展了为

期四年（2014~2017年）的试验示范，在

小王庄村受害耕地实施酸化土壤修复改

良。通过四年田间试验示范与技术推

广，经修复改良的受害耕地粮食产量全

部恢复正常水平。“河南农业大学、郑州

大学、河南省农科院等有关专家连续三

年测定显示，与受害耕地小麦产量相比，

经修复改良的受害耕地当季小麦产量最

高增幅为316%，修复改良效果可以持续

三年。”河南省土壤肥料站高级农艺师闫

军营介绍。

小王庄村的酸性土壤治理好了，受害

耕地粮食产量恢复了，但关于安全施肥的

科研却没有停止。2016年，河南省土壤

肥料站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的支

持下进行科技攻关，开展不同肥料品种对

土壤酸碱度的影响研究。2018年，组织

召开全省化肥安全使用现场会，进行化肥

安全施用技术、酸性土壤改良技术培训，

并于同年开展以施用钙镁磷肥为主的以

肥调土示范。2019年，开展化肥安全使

用技术综合示范，推广酸化土壤改良技

术，促进化肥安全使用。

“通过开展试验示范，我们分析了土

壤酸化的原因，验证了双氯肥料的致酸

性、石灰和钙镁磷肥的修复改良效果；明

确了我省土壤酸碱度状况与变化趋势、酸

性土壤类型分布与行政区域分布、土壤酸

化对我省农业生产的危害。”孙笑梅介绍，

“同时，初步创建了化肥安全使用技术体

系，将原有的测土配方施肥模式，优化为

‘养分结构、肥料用量、肥料品种、施肥时

间、施肥位置’5方同步的技术模式。”

“亩产398.5千克，比农民习惯施肥地

块增产245.7千克，增产160.8%。”5月20

日，以河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院长赵鹏为

组长、河南省农业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员郑

志松为副组长的验收专家组，在位于二郎

乡的化肥安全使用技术综合示范田现场

测产（如图）、核算后，报出了令人振奋的

产量数据。专家组一致认为，示范田采用

的深耕、秸秆还田、施肥品种调整、增施碱

性肥料（钙镁磷肥等）、增施有机肥等综合

措施，在修复改良酸性土壤，科学供应养

分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

“能治理好，更要能保持住；能保持

住，还要能推广开。”2018年4月19日，全

省化肥安全施用技术培训会上，河南省土

壤肥料站站长刘灿华曾提出要求，“把化

肥安全施用的‘西平模式’在全省推广开

来，真正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的重大战略，保证我省农业生产可持续发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19年，《酸化土壤化肥安全使用技

术规范》（DB41/T1792-2019）地方标准

出台，《化肥高效安全使用与耕地保育》出

版。同年，舞阳县列出18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酸化耕地治理修复；遂平县开展酸化

耕地治理修复试验和宣传培训；上蔡县利

用粮丰工程资金和物资，开展酸化耕地治

理修复示范、宣传与培训……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胡若

哲、副处长张广建出席了5月20日的测产

活动，对酸化耕地的影响、修复改良的技

术进行了解，并对相关试验、示范和推广

工作表示肯定。胡若哲表示，全省要严

把农业投入品生产关、流通关、施用关，

帮助农民科学选择、科学施用，同时发挥

科技对优质高产高效生产的支撑作用，

修复改良酸性土壤，提升受害耕地粮食产

量和品质。

宁陵县地处黄河故道，是葡萄传统产

区，得天独厚的光热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

葡萄生长。原本在当地从事超市经营的

单红林，近年来在河南省农科院和宁陵

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下，在自家七

亩二分地里种植葡萄，年收益达30万余

元，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达人”。

“这些葡萄，洛阳大张超市已经预

订了！首批1万斤，明天开始采摘。”5月

22日，在葡萄温棚里，单红林指着穗型

整齐、着色均匀的夏黑葡萄向记者介

绍，“由于采用了省农科院园艺所带来

的葡萄轻简高效栽培集成技术，在减

肥、减药、控产、提质的同时，温棚葡萄

提前一个月成熟。”他表示，虽然适当控

制了产量，但是由于上市早、品质好、售

价高，收益反而增加了不少。

单红林的温棚，简易却不简单。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葡萄专家吕中伟

介绍，葡萄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减少

了肥料使用量、提升了肥料利用率；地

上铺有除草布（上银下黑），既可抑制

杂草生长，又可折射阳光促进果实着

色；顶部覆盖四层棚膜促早避雨，减少

病害使果实绿色安全，提升温度促使

葡萄早熟。

本报讯（记者肖列）“马克托尼功能

肥就是好，今年我家20亩小麦长势出

众，产量比相邻田块高出近两成。”5月

18日，在农业科技110社旗县乡村服务

站（部）负责人授权会上，社旗县饶良镇

刘岗村种地大户李俊华高兴地说。

授权会上，像李俊华这样得到授权

的种地大户、家庭农场主、农资零售商

还有200多人，宣告了社旗县服务“三

农”的县乡村三级联动农服网络建成。

农业科技110社旗县负责人、南阳惠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芳表示，

将创新为农服务模式，选用马克托尼功

能肥等优良产品作为农业科技110的项

目支撑，采用农技到户、田间回访、现场

观摩、示范带动等方式，打通农村科普

的最后一公里。

青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创

新科技打造卓越产品”的理念与南阳惠

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理念高度契

合，公司集新型功能肥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汇聚多个顶级科研团队智慧，

成功研发出“一季底施，全季防虫”的马

克托尼功能肥。

马克托尼功能肥采用行业领先的

“TZ+1诱导剂”核心科技，运用抗虫、抗病

的生物活性菌防治作物病虫害，添加进口

的抗旱剂和抗倒剂，使之具有杀虫防病、

抗旱抗倒等功效，广泛适用于小麦、玉米、

花生、水稻、果蔬等大田作物和经济作

物。上市以来，以其环境友好、提升作物

产量和品质等特点，备受农民青睐。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闫军营文/图

初夏设施蔬菜管理 注意“三防一提高”

核心提示

时下，露地栽培的夏黑葡萄刚开完花进入果实膨大期，宁陵县温棚种
植的夏黑葡萄却已开始上市。宁陵县阳驿乡鲁楼村种植户单红林的夏黑
葡萄，由于上市早、穗型好、糖度高、绿色安全，被客商以16~20元/千克的
价格收购，亩产2500千克，每年亩均投入六七千元，效益高达五万余元。

在当地，像单红林一样的葡萄种植户还有很多，帮助他们取得高收益
的是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带来的、适宜黄河故道地区的“多膜促早+水肥一
体+配方施肥+套袋+除草布（上银下黑）”葡萄轻简高效栽培集成技术。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吴文莹

当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方葡

萄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模式建

立与示范”2020年度葡萄“减肥减药”

现场验收会在这里举行。验收专家组

一致认为：项目集成的‘多膜促早+水肥

一体+配方施肥+套袋+除草布（上银下

黑）’葡萄轻简高效栽培技术，减少化肥

使用量近56%、减少农药使用量40%以

上，提升了葡萄品质，提早了成熟时间，

提高了果农收益，适宜在黄河故道地区

示范推广。

“经过三年时间的技术集成和示范

推广，目前全县约1.3万亩温棚葡萄使用

了这项技术，其中阳驿乡面积最大。”宁

陵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吕波介绍。宁

陵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郭超峰说：

“种植户普遍采用三层棚膜，单红林在此

基础上尝试了四层棚模，目前从葡萄品

质和成熟时间来看效果很好。”

“葡萄种植达人”单红林的成功，引

得阳驿乡周边和民权县、兰考县、夏邑县、

太康县等地的种植户纷纷前来取经。“这

种模式投入少、效益高，每年亩均投入六

七千元，效益高达五万余元，特别适合我

们黄河故道地区的葡萄栽培。”单红林介

绍说。尝到了甜头的他，今年申请成立了

红林果蔬种植家庭农场，想流转一些土地

扩大种植规模，但“附近都在发展温棚葡

萄，已经包不到地了，只能到远处找找。”

提及河南葡萄产业未来的发展，吕

中伟说，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

对优质果的需求大大增加。这迫使葡

萄种植者转变观念、改变生产模式，以

市场为导向、以节本为中心、以质量为

目标、以科技为依托，规模化、标准化发

展，推进果品生产由传统“数量型效益”

向“质量型效益”转变。增强葡萄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注重品牌发展，力争三

产融合，才能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促进

葡萄产业升级，推动河南葡萄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农业增效、果

农增收。
5月23日，尉氏县邢庄乡芦馆村农机维修人员在检修小麦联合收割机。麦收临近，尉氏县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机维修网

点，组织农机技术服务队，采取定点维修与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法，帮助农机户对小麦收获机械进行保养、维修、调试，为“三夏”麦

收做准备。 李新义摄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王吉庆

进入5月中旬以后，温室、大棚等设施蔬

菜的温度管理，应以防止出现“双高”为主，即

防高夜温、防高昼温。日光温室栽培喜温果

菜，如瓜类、茄果类、豆类蔬菜等，在外界最低

气温高于13℃的条件下，应昼夜防风，白天应

使温度尽快达到适宜蔬菜生长的温度并尽可

能维持。番茄保持25℃±2℃，黄瓜30℃±

2℃，茄子、辣椒 27℃±2℃，西瓜、甜瓜

32℃±2℃，草莓23℃±2℃。

上午11时至下午2时，设施内容易出现

高于35℃的环境温度，这对番茄生长是不利

的。对于番茄温室，可在环境温度超过35℃

持续1小时后，覆盖保温材料至温室前屋面下

部放风口处维持 1～2 小时，温度可降低

4℃～5℃，有利于减轻高温对番茄的伤害。

灌水、施肥要树立定量的观念，注意

水肥定量搭配，掌握确定灌水始点的技

术，选择全营养滴灌肥。每亩一次灌水量

不要超过20立方米，10～15立方米最

佳。配合浇水，每亩每次的追肥量依据植

株高矮控制在7～10千克。浇水量过大，

就会有水分把肥料带入60厘米以下土层

的可能。如果掌握不好灌水始点，灌水频

率高，就会导致肥水浪费、地下水富营养

化及土壤次生盐渍化等问题。

掌握灌水始点的关键，是看蔬菜的

生长点。生长点附近最小的叶片有2/3

变绿，应进行灌水，全部嫩黄色有点“早”，

全部变绿则有点“迟”。选用全营养滴灌

肥很有必要，我们指导的基地采用的是含

有黄腐酸钾的全微量元素滴灌肥，

N-P2O5-K2O百分含量18-8-26，比

例适当，不容易导致钙镁缺乏，效果不错。

二氧化碳施肥具有明显的增产效

果，在温、光、水、肥和土壤通气良好的

前提下，应重视二氧化碳施肥。需要注

意的是，采用化学法二氧化碳施肥，每

亩每天二氧化碳气肥的用量应该在3

千克以上才会有明显效果。有机肥使

用量少以及采用无土栽培的温室，更应

开展二氧化碳施肥。

利用秸秆自然发酵产生二氧化碳，

是一项经济安全的方法。可采用玉米等

作物秸秆，适当粉碎，按照生产草菇的配

方，调整碳氮比（不能加尿素）、含水量和

酸碱度，然后装入直径60厘米以上、高

50厘米的塑料袋内，放置在温室边角或

垄间大行内，有空间的要尽可能多放。

1 科学管理环境温度，
防止高夜温、高昼温

2 科学管理环境湿度，防止高温低湿、长时间“结露”

3 科学灌水、施肥，防止肥水渗漏

4 进行二氧化碳施肥，提高光合效率

“送检入户让我省了不少事，还不影响

农资销售和农田管理。”近日，长垣市芦岗乡

大付寨村村民刘英修激动地说。刘英修承

包了150亩耕地，有4台农机，因地处偏远、

孩子外出打工，加之经营农资，他一个人无

法驾驶多台农机到指定地点参加年检。得

知情况后，长垣市农机监理站监理检验员主

动上门为他进行农机安全检验。

连日来，长垣市农机管理总站组织农机

送检下乡入户，采取电话和微信预约、逐乡

推进、现场办公的方法，送检下乡“零距离”服

务乡村农机户、农机合作社、农机服务企业。

该站严把源头安全关口，加强牌证管

理，消除安全隐患。对“三夏”前新增的拖拉

机和联合收获机免费注册登记和驾驶员安全

培训考试，确保新增机车安全监管“三率”均

达100％。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检查、隐

患排查、“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对参加“三夏”

生产的农机进行技术检查和隐患排查，为

“三夏”农机安全营造良好的条件。(李俊彦) 两家化肥企业

因发布虚假广告被处罚

青岛欧非亚

创新科技打造卓越产品

亩均投入六七千元 一年效益五万余元

温棚葡萄轻简高效栽培
简易不简单

葡萄产量减了农户效益增了

群众纷纷效仿栽培模式风行

我省土壤肥料站酸化耕地修复改良工作成效显著，专家连续三年测定，小麦亩产最高增幅316%

酸化耕地恢复正常 粮食产量连年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