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温室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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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室作为设施农业产业中的主体，在解决我国蔬菜供应、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发展前景．
目前我国温室行业在理论研究、调控技术、装备水平及产业规模等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温室产业与技术体系．但在设备配套能力、环境调控与节能技术、
机械化与自动化程度、作物栽培与管理等方面的科技含量与技术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应加
大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力度，加强基础理论与标准体系研究，提高温室设备
与技术的系统性、可靠性、配套性和先进性，推动温室产业向高效、低能耗、环保、多功能、智能化、
标准化、区域化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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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７９

室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科技工作者在引进现代

国内温室产业发展现状

化温室设备及配套技术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与技
术创新，在温室结构与设备、温室环境调控、灌溉施

目前国内常用的温室类型主要有塑料大棚（含

肥、设施栽培、品种选育及节能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卓

中小拱棚）、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我同近代温室开

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众多科技成果相继诞生，初步形

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冬季不加温“日光温室”，大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温窜技术体系．

规模的温室生产则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未和８０年代

２．１温室结构与覆盖材料研究

初开始，通过第一次大量的温室引进揭开了我国现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国内相继开发和推广

代化温室生产、研究和应用的序幕，相继出现ｒ塑料

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温室类型．从结构上来说主

大棚和日光温室¨’２ ｏ．９０年代，我国引进同外大型
连栋温事及配套栽培技术，温窜也以生产超时令、反
季节的设施园艺作物为主，在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国
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温室逐步向规模化、集约
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技术水平有ｒ大幅度提高．经
过近３０年的努力，我国温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温室牛产【冉ｆ积跃居世界第一，以日光温窜、塑料
大棚和遮阳网覆盖栽培为代表的设施园艺取得很大
进展，在温窜产品生产、实际应用和配套技术研究方

要有中小拱棚、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单栋温窜、连栋
温窜等几种类型，温搴的骨架结构材料主要有竹、
木、钢、钢筋混凝土、铝合金、玻璃钢、塑钢复合及多
元无机复合等材料，温室覆盖材料主要有塑料薄膜、
玻璃、ＰＣ板、玻璃钢等．为提高温室的透光性、保温
性及耐久性，国内学者们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对翅
料大棚、连栋温窄的结构设计与改进、日光温室性能
预测、日光温室结构优化等方面作了相关研究，在温

面都得到＿厂长足的发展，自行没计、制造ｒ一批具有

室围护、覆盖材料和骨架结构材料的研究方面取得

中同特色、现代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温室设施，

了一些成就一“１．

设施类型已逐步向大型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形成了

２．２温室环境调控理论与技术

不同档次、不同系列化的温室产品，初步形成ｒ一定

为将温室内植物的生长环境调控至最佳状态，

的产业规模．我同近代温室的发展经历了改良型日

需要确定温室内的温度、光照、湿度、气体等各种环

光温室、大型玻璃温窜和现代化温室３个阶段，ｆ日．由

境因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学者们利用热力学及质、

于各地区隹产状况、经济条件和利用目的的差异，至

热交换的基本原理，基于能量和物质平衡方程，构建

今各阶段不同类型的温室依然并存一。５ Ｊ．

温室环境数学模型，定鼍地确定温室环境因素与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二次令国农业普杏结果显
示，截至２００６年末，全国温室面积为７７７
其中日光温室和连栋温率面积８１
积４６５

０００

ｈｍ２、中小棚面积２３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ｈｍ２，

ｈｍ２、大棚面
ｈｍ２．与此同

时，科研人员和学者经过不懈努力，在温室环境的
光、热、湿、气、肥等要素调控及应用技术等方面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研究ｊ二作，并Ｈ温窜内部供热加温设
备、节水灌溉设备、环境调控设备、降温设备、温搴专
用电机、施肥设备、育苗机械等附属及配套设备相继
开发成功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温室产业与技术体系，取得ｒ町喜的经济、

室内部和外部参数问的关系，进行温室环境的研究
与预测，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一一１｜．同时在温搴温
度、湿度、光照、通风等单因子环境因素的响应模型、
调控技术与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
成了温室环境调控的理论基础¨。”１．
在温室环境理论研究基础ｔｚ，温搴环境测控技
术及设备的研究与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控制的
算法方面，已从早期的ＰＩＤ算法，发展到应用模糊
控制算法、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控制算法、专家系统
控制算法等新算法的控制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控制

社会和生态效益．温室工程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

系统的精度和效率¨４—５１．在控制硬件方面，也已从

高，地方各级政府将温室工程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

早期使用的基于单片机的控制系统发展到工业控制

切人点，纷纷建立了现代化高效温室示范园区，极大

机（ＩＰＣ）及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ＬＣ）的网络化分布

地促进了我圈温室产业的发展．

式控制系统，而且在工业现场控制总线技术、远程通
信系统及接口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分布式网络控制

２国内温室技术研究现状

技术、嵌入式控制技术、模糊控制技术、蓝牙技术、量
测传感技术、数据采集等方面的技术与设备在温室

为提高我国温室科技含量与技术水平，适应温

万方数据

１８０

中的应用作了大量的研究１１６。１８ｊ．

２．３温室灌溉施肥理论与技术

术．太ｌｊＨ能利用技术是通过能餐的吸收、储存和转换

随着我国节水灌溉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与应用，

来实现的，一般由太阳能真空集热器、保温蓄热系统

温室灌溉施肥理论、技术与设备的研究和应用得到

（水箱蓄热、土壤蓄热）和供热系统组成，白天太阳

快速发展，借答大田作物需水量的计算方法，有学者

能集热器接收太阳辐射能，使冷水加热进入蓄热系

提出了应用农田水量平衡原理、实测、气象资料估

统，夜间再将储存的热鼍循环释放于温窀内．地下热

算、经验公式等方法进行温室作物需水量及作物系

交换系统是利用土壤作为蓄热源，冬季白天用风机

数的计算方法，在温室作物需水规律、需肥规律、灌

将温室顶部的热空气输送到地下埋管中，经由管壁

溉制度、灌水技术与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试验

将热量传给土壤并贮存起来，夜间这部分热鼍再被

研究工作¨”２１１，同时也对温室内肥效反应模式、水

释放到温室内；夏季把低温冷源抽到地上，用于温室

肥耦合模式与施肥技术等进行了试验研究口］．温室

降温．

作物需水、需肥规律、灌溉制度、水肥耦合模型、平衡

（４）作物根区加温技术．作物根区加温是将作

施肥及测土施肥等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为温室内水

物根区范围的温度控制在要求的理想状况下，地面

肥的高效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技术保

上温度从地表到作物冠层逐渐降低，不考虑作物冠

障【ｌ９｜．在灌溉施肥理论研究的基础卜，微灌技术、喷

层以上空间的温度，缩小了加温空间，减少热鼍的散

灌技术、地膜覆盖技术等节水灌溉技术与方法在温

失，节能效果显著．

室中的应用也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与应用，而且智能

（５）提高单位能量的作物产出率达到节能目

化决策与控制技术也正成为温室节水灌溉的一种发

的．调控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水分、营养等综合

展趋势．

环境因素到作物生育所需的最佳状态，充分利用温

２．４温室节能技术

室内的地面和空间，合理提高种植密度，提高土地利

温室产业是一项耗能产业，温搴的耗能主要包
括采暖、通风、降温、灌溉、施肥、补光、照明、自动化

用率、劳动生产率和优质农产品产出率，降低单位产
量的耗能．

控制等，在维持温室正常运行的费用中，供热采暖占

（６）温室变温管理技术．温事变温管理是分季

了温搴冬季能耗费用的主要部分，通风、降温是夏季

节、分时段改变温室气温的管理方法．根据作物牛理

温室生产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在所消耗的能源结

活动的季节与昼夜变化及其对温度条件的反应，对

构中，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占了绝大比例，不

室内的环境温度进行分时段调节控制，使环境温度

仅增加＇ｒ运行费用，而且对环境造成污染．据日本测

适合植物不同生长阶段及时段的要求，以促进光合

算，每生产１０ ｋｇ黄瓜要消耗５ Ｌ石油，比粮食生产

作用，抑制呼吸消耗，加速营养物质的运输和积累，

消耗的能量高５０一６０倍；而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显

达到增产降耗的目的．

示，全世界一年农业牛产中的耗能量有３５％用于温
室的加温，能源消耗的费用占温室作物生产总费用

３研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的１５％一４０％［ｚ３ｊ．为减少温室能最消耗、降低运行
费用，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温室节能降耗技术的研
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２卜２５１：

我国温窜已进入巩固、完善、提高、再发展的较
成熟阶段．温窜总体布局趋于合理，多数地区在发展

（１）温室结构改进与优化．通过缩小尾面制成

中体现了以节能为中心，低投入、高产出的特色，温

材料的遮阴面积，提高温室密封性能，扩大温室采光

室设备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温室类型向大型

和减少热量损失．采用屋顶双层充气薄膜覆盖，减少

化发展．但由于我国温室发展较晚，大多是在参考借

采光面向外界的对流和辐射散热量．内部设置活动

鉴罔外技术的基础ｊ二自行开发的，在设备配套能力、

保温幕等措施加强保温、有效地减少地面辐射散热，

环境调控技术、机械化与自动化程度、作物栽培与管

降低温室顶部空气温度，减少围护结构散热．采用

理等方面的科技含量与技术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蓄热北山墙技术，墙体兼有隔热、蓄热及放热功能，

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温宅的技术特点，也无法实现

提高温室的保温、升温的节能性能．

温搴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致使我国温室种植面

（２）提高供暖、通风、降温等设备效率，增加调
节装置，减少热量浪费．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５］：

（３）可再生能源利用及太阳能与地下蓄热技

万方数据

积虽然位居世界第一，但产品产量与质餐并不理想．

１８１

（１）装备成套水平低，技术含量有待提高，设施

及管理配套能力不足，生产效率低．在温室设施、栽

的发展趋势是提高科技含量与技术水平，进一步加

培管理方面，距离量化和标准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

强科技创新和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开发利用，

的差距，高端领域主要以国外产品为主．

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系统化，通过技术创新，

（２）温室环境调控水平相对落后，抗御自然灾

自主地研制结构优化、配套齐全、低成本、节能高效、

害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实际要求．目前，国内温室类

拥有智能化控制手段和中国区域特色的现代化温

型主要为小型、简易结构的温室，南方以甥料棚为

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温窜技术和设施体系．总体

主，北方以日光温室为主，结构与设施简陋，大多只

将会有以下的发展态势¨。５１：

有简单的防雨保温功能，温室环境的控制多采用经

（１）体现地域特色，增强配套能力．研究开发适

验管理和单因子定性调控的方法，对光、温、气、湿等

宜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类型、具有区域特征的新型系

环境因子的调控能力差，抵御恶劣天气下的寒冷、风

列温搴大棚及成套设备，最大化地适合于区域的气

雪等自然灾害能力差，从而影响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候、资源、经济水平等条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技

（３）缺乏与我国相适应的温室优化控制软件．

术水平，加快温室的新型建造材料和覆盖材料的研

温窒内的光照、气温、地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是在彼

制开发，提高硬件质量，增强配套能力，优化结构，提

此关联着的环境中对作物的生长产生影响的，而且

升温室的整体性能．

环境要素的时间变化和空问变化都很复杂，当改变

（２）应用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技术，逐步实现对

某一环境因子时常会把其他环境因子改变到一个不

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水分、营养等综合环境因子

适宜的水平上．因此，应结合温室内的物理模型、作

的动态监测与调控．与信息技术结合，建屯以产品、

物的生长模型和温室生产的经济模型，开发与我国

技术和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化运

温室生产现状相适应的环境控制优化软件．

行、远程服务等．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适合

（４）温室加温、通风等过程的能耗大，造成运行
成本偏高．

我国温室产品生产技术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逐步实
现温室的现代化管理．

（５）温室生态环境恶化．过鼍使用化肥、农药，

（３）建立、健全温室及配套设施的结构、设计、

产生土壤的富营养化，造成土壤环境污染及土壤板

安装、建设及使用标准，规范温窜栽培工艺与生产技

结，而且连作现象严重，导致病菌大量繁殖，生态条

术，完善产品质量与监测技术标准．

件恶化．

．

（４）节能降耗是未来温室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６）温室栽培技术、机械化程度及运行管理水

向．通过应用节水节肥技术、增温降温节能技术、补

平低．温室作业机具较少，配套水平不高，生产过程

光技术、隔热保温技术等，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

中的土壤耕作、播种、微量灌溉、施肥、环境监控等大

率．开发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

多数还要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而且作业质量

能源，用以节约和替代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是

差，生产效率低，导致温摩高劳动生产率和高土地利

温室节．能的有效途径．

用率的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注重引进温室设备而

（５）温室生产向规模化、多样化方向发展．温室

不引进内部管理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温室

是高投入、高效益型的产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

生产．栽培技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凭经验管理，

展，温室也将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化、集约高效方

管理水平低，机制不健全，对温室环境及作物栽培生

向转变，逐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之路．随着各

产管理仍然停留在粗放的经验式管理水平上，产品

国温室的发展，除原来作为主栽培品种的蔬菜、水果

基本为初级产品，而且缺乏专用品种，产量低，质量

和花卉外，一些能产生高附加值的植物如香料、特种

不高，经济效益差．

植物、工业用原料植物、药用植物、食用菌、其他特种

４发展趋势

栽培品种趋于多样化．

观赏植物等都已成为温室栽培的品种，温室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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