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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耕地（盐碱地）番茄日光温室
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耕地（盐碱地）上建造的日光温室内栽培番茄的产地环境条件和栽培形式及设施、
育苗、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河套灌区盐碱地番茄日光温室种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6715.3 瓜菜作物种子 第3部分：茄果类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盐碱地 saline alkali land
土壤里面所含的盐分影响到作物正常生长的土地。
注：轻度盐碱地PH值为7.1～8.5，中度盐碱地PH值为8.5～9.5，重度盐碱地PH值为9.5以上。

4 产地环境条件
产地环境条件符合NY/T 5010的规定，选择生态条件良好，地势平坦，地质条件稳定，地下水位低，
远离污染源和疫病区，水源供给充足，排灌方便，电力稳定，交通便利的地块。
5 栽培形式及设施
5.1 栽培形式
盐碱地番茄栽培主要以有机基质栽培为主。
5.2 栽培设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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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栽培槽
平整温室土壤，南北方向按中线距离130 cm～140 cm开挖深30 cm、宽50 cm的栽培槽，栽培槽底部
北面稍高于南面。整个栽培槽内铺设0.1 mm聚乙烯棚膜，底部留有均匀的排水孔。
5.2.2 有机基质腐熟
将羊粪或其它畜禽粪与微生物发酵菌剂、发酵用的各种辅料（红糖、豆饼）混合均匀，粪肥和发酵
菌的比例为1000:1，调节碳氮比为25:1左右,并添加锯末、麸皮、麦花、菇渣、作物秸秆等混合均匀，
水分保持在60 %左右,在水泥地面或铺有塑料膜平整地面上，将混合好的肥料堆成长条状，高1.5 m～2 m,
宽1.5 m～3 m，长度视场地大小和粪肥多少而定，堆中均匀埋入用于通气的秸秆捆，促进发酵。当堆温
升到60 ℃开始翻堆，每天1次，超过65 ℃，增加翻堆次数，待到堆温降低,物料松散,无原臭味，稍有
氨味，堆内产生白色菌丝即可装槽使用。
5.2.3 栽培基质填充
将腐熟好的有机基质翻匀填充到栽培槽内，填充深度与地面高度一致，装好后反复浇灌清水，使有
机基质充分吸水，定植前测试有机基质浸出液，浸出液EC值为2.5以下，PH值7以下。
5.2.4 供水供肥系统
在温室内一端建设1个3 m×2 m的配液池，并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主要包括滴灌带、加压离
心泵、配肥罐和阀门等设备。
6 育苗
6.1 品种选择
越冬栽培、早春茬栽培选择耐低温、弱光、高抗病品种，秋冬茬选择耐热、高产、高抗病毒病的品
种。
6.2 种子处理
6.2.1 常规浸种
将种子放入55 ℃的恒温水中，不断搅拌，浸泡20 min后，当水温降到30 ℃左右再浸泡6 h～8 h。
6.2.2 药剂浸种
用0.5 %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2 h，或2 %氢氧化钠溶液浸种20 min～30 min，或50 %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500 倍液浸种20 min～30 min，或10 %磷酸三钠溶液浸种20 min～30 min，捞出用清水搓洗种子2～
3遍，用30 ℃温水浸种6 h～8 h。
6.2.3 催芽
用干净湿棉布包裹种子，为受热均匀使种子呈松散状，温度保持30 ℃左右，70 %露白播种。
6.3 基质、穴盘处理
采用72孔穴盘，选用养分全面、灭菌、质量安全的基质。基质装盘前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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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播种
将露白的种子播入穴盘内，夏季育苗直接消毒后播种。每穴播1粒种子，播种深度1 cm～1.5 cm，
播种后覆盖拌好的基质或蛭石，用木板刮平，交叉码放。
6.5 苗期管理
6.5.1 温度管理
出土前，白天温度控制在25 ℃～30 ℃，夜间18 ℃～20 ℃；出苗后，白天22 ℃～25 ℃，夜间
14 ℃～16 ℃；定植前5 d～7 d，白天18 ℃～20 ℃，夜间10 ℃～12 ℃。
6.5.2 光照管理
冬春育苗采用反光幕或补光设施增加光照，夏秋育苗适当遮光。
6.5.3 肥水管理
早春苗期适当控水控肥，3～4 片真叶后视育苗季节和墒情适当浇水补肥。秋冬茬不需控水，保持
基质湿润。
6.5.4 炼苗
早春茬育苗定植前5 d～7 d，逐渐加大通风量，把育苗温室环境调控到和定植环境基本一致。秋冬
茬育苗逐渐撤去遮阳网，适当控制水分。
7 栽培管理
7.1 定植
7.1.1 早春栽培
定植时期为1月底至2月初，定植前4 d～5 d将槽内基质浇透水，每槽种植两行，株距35 cm～40 cm，
每667 ㎡栽培密度2500～2800 株。
7.1.2 秋冬栽培
定植时期为6月底至7月初，株距40 cm～45 cm，每667 ㎡栽培密度2200～2500株。
7.1.3 越冬栽培
定植时期为9月底至10月初，株距40 cm～45 cm，每667 ㎡栽培密度2200～2500株。
7.2 管理
7.2.1 温湿度管理
缓苗期间白天温度保持在25 ℃～28 ℃，夜间保持在15 ℃左右，空气相对湿度80 %～90 %；开花
坐果期白天温度保持在20 ℃～25 ℃，夜间不低于12 ℃，湿度60 %～70 %；结果期白天温度22 ℃～28 ℃，
夜间10 ℃～15 ℃，湿度50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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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光照管理
采用透光性好的棚膜，白天尽早揭开保温覆盖物。夏秋季节适当遮阳降温。
7.2.3 肥水管理
番茄坐果后进行追肥，生长前期以水溶性果菜专用肥为主，盛果期配合追施豆粕发酵的有机营养液，
追肥液EC值2.3～2.8。全生育期追肥6～7 次，并结合浇水追施1～2 次微量元素肥料。肥料使用按照
NY/T 496规定。
7.2.4 植株调整
及时整枝打杈，采用单蔓整枝，留5～6 盘果，每盘留果4～5 个。后期摘除植株下部老叶、黄叶。
8 病虫害防治
8.1 农业防治
选用高抗多抗的品种，培育适龄壮苗，提高抗逆性。控制好温度和空气湿度，适宜的肥水，充足的
光照和二氧化碳，通过放凤和辅助加温、补光，调节不同生育时期的适宜温度，改善光照条件，避免低
温和高温障害；基质栽培、严防积水；清洁田园，做到有利于植株生长发育，避免侵染性病害发生。
8.2 物理防治
用40～60 目防虫网封闭放风口，阻隔蚜虫、白粉虱、潜叶蝇、夜蛾等多种害虫侵入减轻病虫害的
发生。悬挂黄板防治蚜虫、白粉虱，悬挂蓝板防治蓟马。色板规格25 cm×40 cm，每667 ㎡悬挂30～40
块。铺银灰色地膜或张挂银灰膜条避蚜。性诱剂防虫，根据标靶害虫种类选用不同诱芯，每667 ㎡悬挂
2 个诱捕器，30 d～40 d更换1 次诱芯。棚室在夏季利用太阳能进行土壤高温消毒处理。利用频振杀虫
灯、黑光灯、高压汞灯、双波灯诱杀害虫。
8.3 生物防治
采用丽蚜小蜂防治白粉虱，每亩每次放蜂 1500～2000 头，隔 7 d～10 d 释放 1 次，连续释放 5～
6 次。捕食螨防治红蜘蛛，按每平方米 10～12 头均匀释放到植株上。采用新植霉素、DT 杀菌剂和植物
源农药防治病虫害。
8.4 主要病虫害的药剂防治
药剂防治执行GB/T 8321的规定。（见附录A）
9 适时采收
根据不同品种、不同贮藏时间确定适宜的采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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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主要病虫害防治
表A.1 主要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种类

防治方法
用 25 %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或 64 %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75 %百菌清可湿

猝倒病

性粉剂 600 倍液，或 72.2 %普力克水剂 400 倍液，或 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每
平方米苗床用配好的药液 2 L～3 L，每 7 d～10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立枯病

发病初期，用 20 %甲基立枯磷乳油 1200 倍液，或 36 %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500 倍液，视病情隔
7 d～10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 次。
用 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 倍液，或 25 %嘧菌酯悬浮剂 1500 倍液，或 25 %戊唑醇水

早疫病

乳剂 3000 倍液，或 64 %噁唑·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
液等，每 7 d～10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3～4 次。
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56 %嘧菌酯百菌清水剂 600 倍液，或 41 %聚砹嘧
霉胺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或 50 %农利灵可湿粉剂 1000 倍液、或 65 %甲霉灵可湿性粉剂 800～

灰霉病

900 倍液，或 50 %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于晴天上午喷雾，每隔 7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
2

3 次。用 45 %百菌清烟熏剂，或 20 %百霉速克烟熏剂，每 667 m 用 250 g～300 g，棚内放置
8～10 个点，于傍晚用暗火点燃后立即密闭烟熏 1 夜，次日开门通风。
。
叶霉病

发病初期，用 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 倍液，或 25 %嘧菌酯悬浮剂 1500～2000 倍液
喷雾，或用 40 %氟硅唑乳油 8000 倍液，每隔 7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发病初期，用 20 %盐酸吗啉胍乙酸铜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2 %氨基寡糖素水剂 300 倍液、

病毒病

或 1.5 %的植病灵乳剂 1000 倍液、或 3 氮唑核苷水剂 500 倍液、或 2 %宁南霉素水剂 150～250
倍液、或 5 %菌毒清水剂 300～500 倍液喷雾，每隔 5 d～7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用 25 %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1500～2000 倍液、或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3000 倍液，或

蚜虫、白粉虱

10 %噻嗪酮可湿性粉剂 1500～2000 倍液，或 50 %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2500 倍液，每 667 ㎡用
药液量 45 kg～60 kg，隔 7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用 5 %卡死克乳油 2000 倍液，或 0.2 %阿维菌素乳油 2000 倍液，或 2.5 %吡虫啉乳油 2000 倍

斑潜蝇

液，或 25 %斑潜净乳油 1500 倍液，或 5 %来福灵乳油 3000 倍液，交替使用，隔 7 d 喷 1 次，
连续防治 3～4 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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