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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idle state-owned assets or lay waste, etc. for existing vegetable protection facilities annual or seasonal abandonment in Hainan are carried on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experience, such as “using cultivar special for protected cultivation”, “cooling, wind resistance and shelter from rain in summer & autumn or increasing light and moderate heat preservation in winter by improvement of covering material,
structure or layout of infrastructure” are taken to improve existing vegetable protection facilities
in Hainan. By appropriate improvement existing vegetable protection facilities, natural superiority of Hainan would be made full use. At the same time, some risk about vegetable production
would be avoided in Hainan. Thus, vegetable industry supply side reforms 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egetable industry in Hainan would be taken out or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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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海南现有蔬菜保护设施全年或季节性抛荒造成土地大量闲置、荒废问题，对照国内外蔬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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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周年利用可取经验提出“采用保护地蔬菜品种”、“因地制宜从覆盖材料、设施结构及布局等方面
改进设施达到夏秋季降温抗风避雨、冬春加光适度保温”等措施，旨在充分发挥海南自然优势、规避风
险，做好蔬菜产业供给侧改革，保证海南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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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区位、自然及历史和战略原因，农业一直都是海南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优势产
业。近 20 多年来，农业始终处于海南产业结构中第一位，其产值增长对全省 GDP 的增长贡献率达到
36.16% [1]。有研究指出，在海南产业结构中最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农业，其次才是第三产业[2]。
近来，海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十三五规划”时明确指出，海南要一如既往地做大做强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要紧紧围绕提升品质、放大特色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用好电商等平台促进产销顺畅[3]。本世
纪初，海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在于突出优势产业，加速地区经济增长[4]。因此，海南作为我国“南
菜北运”的主产区，一直以来紧紧抓住全国范围实施“菜篮子”工程的机遇快速发展有区域优势的蔬菜
产业[5]。国务院国发[2009]44 号《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把国家热
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六大战略定位之一，充分发挥海南热带农业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热带现代农业，使海南成为全国冬季菜蓝子基地。由此可见，海南蔬菜产业在全国区域规划、
全省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南具有现代蔬菜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丰富的光热
资源和生物资源，但是如何抵御地域性自然灾害(夏秋季高温烈日且台风暴雨频繁、病虫害多发、冬春季
寒潮经常来袭等)，进一步将优势转变为高效益则必须借助必要的保护设施发展蔬菜产业(比较而言，南方
(包括海南)蔬菜保护栽培多用大棚而少用温室) [6]。
研究表明，海南蔬菜种植因品种、经营模式、生产季节等差异而效益参差不齐，因技术应用水平低(如
未合理采用保护设施)多种大宗蔬菜存在效益差问题[7]。就海南蔬菜保护设施而言，本地区自从 1995 年
左右开始引进大棚，种植甜瓜后陆续发展大棚设施，种植品种扩展为叶菜、辣椒、豇豆、苦瓜、黄秋葵、
芦笋等。至 2011 年，海南大棚面积为 13 万亩，大棚蔬菜年生产面积达 18 万亩。海南设施大棚类型分为
设施拱棚和防虫网平棚两大类。大棚蔬菜每亩产值平均为 1 万元(2011 年)，每亩平均利润约 5000 元(其
中豇豆、甜瓜利润高达 6500 元/亩(后者投入产出比更高)))，效益大大高于露地生产且基本保证能抵抗偶
遇的逆境伤害[6] [8]。但是，近来有报道指出截止 2015 年 2 月底，海南全省常年蔬菜基地面积共计 15.47
万亩(有减少趋势)，实际种植面积 11.79 万亩，种植率为 76.22%；新增大棚建设面积 2.32 万亩，新增大
棚种植面积实为 1.30 万亩，大棚利用率为 55.89% [9]。本项目研究人员经调查统计分析发现海南南部蔬
菜保护地主要用于冬季甜瓜生产(利用率达 90%)，夏季利用较少；北部仅海口旧州光明 100 多亩大棚能
周年利用(但是 11 月到第二年 1 月利用率也不高)，其余地方的保护设施(大棚)仅夏季少部分利用(利用率
不到 20%)，冬季利用率不足 70%，且效益不佳。可见，海南蔬菜保护地并未被周年充分利用、真正发挥
增产增收作用。就其原因，有人指出主要原因在于 1) 设计与建造不符合海南实际需要，未体现海南热区
特点(如海南夏秋超过 35℃高温持续时间长(南部时间更长)，但冬季低温寡照；2) 选址不当，部分大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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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目标不明确；3) 建设标准不规范，配套设施不齐全；4) 保护地配套栽培技术有待提高；5) 保护地蔬
菜品种有待丰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6]。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对海南蔬菜保护地周年利用有必要进
行更为系统、针对性更强的研究。笔者已于 2014 年冬季(12 月)测得澄迈永发大棚内光照为 1657 Lux，低
于豇豆(1772 Lux)光补偿点)，光照不足导致徒长、弱苗而影响产量和品质。由此表明，海南北部现有大
棚设施必须针对冬季光照不足增设必要的补光设施或选用光补偿点低的蔬菜种类或品种(如苦瓜、丝瓜(光
补偿点分别为 1155 和 1500 Lux))或采用不同于露地栽培的保护地栽培措施方可更充分地发挥蔬菜保护设
施作用。因此，有必要针对现存问题采用适宜的保护地品种(如丝瓜、苦瓜生产冬季采用光补偿点低品种)
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合理的空间高度、辅助水帘或风扇或通风口降温设施、适宜的 LED 光源选择性补
光或透光率高的覆盖材料、改善光质的转光膜等)对现有的十多万亩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蔬菜保护设施加
以合理改造，使其更好地发挥夏秋降温、冬春增光防寒作用，与常年蔬菜基地一起保障海南蔬菜周年生
产。对海南现有保护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将更好地发挥保护地在海南蔬菜产业中的作用，使保护
设施真正解决夏秋高温期间淡季蔬菜生产保证海南淡季蔬菜供应、平抑季节性蔬菜短缺和市场价格过高。
此项研究还将着手解决冬春寡照光照不足生长不良以及低温寡照而引发的生理及传染性病害——保证产
量和品质，提高地区产业效益，从严格意义上做到保护地周年合理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合理利用保护
设施将能保障海南蔬菜冬种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使得海南冬季蔬菜成为能经受自然灾害考验的拳头
产业。因此，本研究具有现实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蔬菜保护地栽培起源于 1500 前[10]，该技术是在不适宜蔬菜生长的季节，利用保温防寒或降温防涝
设施，创造适宜蔬菜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进行蔬菜生产。它具有减轻病虫、高低温、暴雨和环境污染等
灾害对蔬菜的危害，起到提前或延后栽培、增加菜类花色品种、缓解淡季矛盾，实现周年生产、均衡供
应的作用。由于蔬菜品种不同，对环境条件要求不同，栽培季节和方式不同，所要求的保护设施和栽培
技术也不相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塑料拱棚为主体，与风障畦、地膜覆盖、温
室等设施相互配套的蔬菜保护设施生产体系[10]。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设施蔬菜的发展与由重视
北方冬季生产向南方和夏季延伸。设施栽培整体布局表现出一定特色，形成了北方以塑料大棚和高效节
能日光温室栽培为主，南方以塑料中小棚、遮阳网、防虫网栽培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蔬菜设施栽培体
系。同时，继续重视园艺设施硬件设施研究，加强了设施环境调控、专用品种选育、设施内作业机械的
研究。总体发展方向开始向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变[10]。近年来针对蔬菜保护地周年合理利用，国
内外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诸如保护地结构和设施[11] [12] [13] [14]、材料[13] [15]、小环境调控[16] [17]
[18] [19] [20]以及保护地蔬菜品种选择[14]、套种[21]、轮作[22]、土壤肥料改良[23] [24] [25] [26]及其它
生产技术改进[27]和相应的病虫害防治[28] [29] [30] [31]等研究。有研究指出，周年合理利用温室(我国北
方蔬菜保护设施的主要形式)或大棚(保温能力有限只利用大棚提早延后栽培，严寒时无法安排生产)，充
分发挥蔬菜保护设施效益且的关键是合理安排茬口[32] [33] [34]。有研究指出[35]，我国虽然是设施园艺
生产的世界第一大国(我国 95%以上的保护设施用于蔬菜生产)，但肥料、能源和水资源浪费严重，加之
生产设施和配套设备总体水平及与之配套的材料制造、计算机技术及其他基础薄弱且各行业发挥水平不
平衡，设施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质量、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与国外差距较大，蔬菜保护设施资源利用效
率不高，严重影响我国设施农业的持续高效发展，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我国北方冬季日照时数在 6 小
时以上(远远长于设施农业发达的荷兰)，但是我国保护设施环境调控能力差(荷兰冬季温室室温保证不低
于 18℃，但我国温室室内温度冬季有 100 天不能满足果菜生长最理想温度要求而只能维持生长；夏季，
我国温室因高温而大部分处于休闲)，导致单产低、年利用率不高[35]。我国设施蔬菜生产与国外比较，
很大程度上倚重传统农业而未真正吸收、借鉴先行发展的其他行业(如工业和信息业)的先进成果(如智能
化发展应用程度)，但是国外发达国家保护地智能化程度飞速发展[36]：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发了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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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计算机灌溉控制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管理温室；随后十年，采用计算机控制和管理系统自动调
控温室内光、温、水、气、肥等诸多环境因子，还可利用差温管理技术控制植物开花和成熟期，以满足
生产或市场需求；目前，全球定位系统、电脑和遥感等高新技术已用于设施生产，80%以上的温室和 67%
的农户都采用了计算机控制，部分农户采用网络技术；荷兰、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在保护地环境调
控、减少劳动力实用等方面都大量采用智能技术。目前，发达国家设施蔬菜已具备了技术成套、设施设
备完善、生产比较规范、产量稳定、质量保证性强等特点，形成了设施制造、环境调节、生产资材为一
体的产业体系，能根据蔬菜生长的最适生态条件在现代化设施内进行四季恒定的环境自动控制，使得不
受气候条件影响，实现了周年生产、均衡上市[37]。设施农业智能化是设施农业发展水平的标志和发展的
方向。智能化程度越高，设施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越高。
我国蔬菜保护设施发展水平及周年利用在北部和南部发展不平衡。比较而言，由于北部冬季低温限
制因素更突出以及历史发展悠久，研究和发展水平相对高于南部。但是，北部保护地重点在于保温不能
满足南方蔬菜生产对保护地的要求(南方蔬菜保护地在冬春重在保温补光，夏秋(时间较长)重在防雨降
温)。华南地区由于大棚、温室等中高档蔬菜设施设备成本和使用成本较高而发展缓慢，目前以小型、简
易结构等低层次类型为主，低档设施对限制蔬菜生产的不利环境调控或保护能力较差[38]。海南虽属华南
地区，但特殊的自然条件(海南地处北纬 3˚20'~20˚18'、东经 107˚50'~119˚10'，以北纬 8˚为界线北属热带季
风海洋性气候区南属赤道海洋性气候区；海南岛是海南最大的岛屿，面积约为 3.39 万 km2，全岛气候属
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全岛地势呈中部高、四周低特点导致气候差异大—东部与中部属于湿润气候区，
西部和南部属于半干旱区，北部则为半湿润区[39])以及全省蔬菜保护地栽培起步相对较晚，再者海南蔬
菜保护地所承载的任务有别于其他地区——既要在冬春季发挥防寒加光作用(抵御低温寡照不良影响)又
要在夏秋发挥防虫防雨降温作用(高温高湿是影响海南夏秋蔬菜淡季的主要原因)。因此，海南蔬菜保护地
周年利用具有特殊的地域性和复杂性。经初步分析，海南目前的蔬菜保护设施(主要是大棚)由于对实际情
况缺乏深入细致研究而普遍存在夏季抗台风以及防虫、防雨、降温能力差(北部地区尤其明显)，冬季保温
尚可但基本解决不了光照不足问题。因此，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采用经济实惠的改进措施辅已先进合
理的现代蔬菜生产技术，使海南十多万亩大棚发挥作用抵抗或改善夏秋和冬春两个本地区主要的蔬菜生
产季节所必须面临的自然逆境、创造良好的保护地生态小环境满足蔬菜作物需要达到高产优质。
综上所述，海南虽然名义上的“天然大温室”、“全中国冬季的菜园子”，但不可避免的夏秋高温、
高湿、台风、暴雨以及冬季阶段性的低温阴雨寡照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不一样的蔬菜生产逆境影响全省蔬
菜产业的发展和整体提升。一直以来，海南蔬菜保护设施都是引进大陆或国外设计、管理理念而没有真
正本土化，造成现有蔬菜保护设施无法针对海南特殊生境而为生产提供真正意义的保护。因此，有必要
依据设施蔬菜习性、海南特殊生境以及现有设施的部分缺陷进行合理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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