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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方法及

苹果树的栽培方法，包括步骤：春季果树萌芽期：

沿果树行（6）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膜架

（1）；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将膜架（1）后侧的后支

撑腿（4）沿铰接部位打开，使功能膜（2）沿外侧抬

起，使功能膜装置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字型结

构设置；冬季果树休眠期：将膜架（1）前侧的前支

撑腿（3）沿铰接部位打开，将膜架（1）前侧抬升，

将膜架（1）后侧贴地，使整个功能膜装置沿果树

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本发明可以提高干

旱‑半干旱地区集约栽培苹果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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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置,包括了膜架(1)、功能膜(2)、前支撑腿

(3)和后支撑腿(4)；所述膜架(1)呈矩形板体结构；所述功能膜(2)包括了上层膜(21)和下

层膜(22)，上层膜(21)为银光色膜，下层膜(22)为黑色膜，上层膜(21)和下层膜(22)分别固

定安装在膜架(1)顶面和底面；所述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分别铰接安装在膜架(1)的

前侧和后侧，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与膜架(1)之间的角度可以通过铰接部位调节固

定设置；

所述应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春季果树萌芽期：沿果树行（6）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膜架（1），膜架（1）的前侧靠

近果树行轴线一侧，膜架（1）沿果树主杆一侧往外延伸覆盖在果树两侧根系延伸区域的土

壤表面，膜架（1）贴近地面铺设，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分别沿与膜架（1）的铰接部位

水平折起；

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将膜架（1）后侧的后支撑腿（4）沿铰接部位打开，使功能膜（2）沿外

侧抬起，然后将支撑腿（4）通过调节固定机构（5）固定，使功能膜装置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

字型结构设置；

冬季果树休眠期：将膜架（1）前侧的前支撑腿（3）沿铰接部位打开，将膜架（1）前侧抬

升，同时将膜架（1）后侧的后支撑腿（4）沿铰接部位折叠收起，将膜架（1）后侧贴地，使整个

功能膜装置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使功能膜（2）沿外侧抬起的步骤

中，使功能膜（2）沿外侧抬起与地面呈15度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膜架（1）前侧抬升的步骤中，将

膜架（1）前侧抬升到离地面10‑15cm的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从膜架（1）前侧到后侧的长度按照果

树根系的延伸范围设置，不少于1米。

5.一种苹果树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春季果树萌芽期：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功能膜；

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字型铺设；

冬季果树休眠期：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

所述功能膜包括上层膜和下层膜，上层膜为银光色膜，下层膜为黑色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

字型铺设的步骤中，果树行轴线每侧的功能膜与地面均呈15度角。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倒

V字型设置的步骤中，果树行轴线每侧的功能膜被抬升的一端距离地面10‑15cm。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从果树行轴线到果树根系的延伸范

围，功能膜的长度不少于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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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方法及苹果树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果树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

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集约栽培苹果的行内土壤管理是指对苹果根系以及延伸区的土壤温度、水分、营

养的管理，还包括对该区域恶性杂草的管理。由于干旱‑半干旱区大多位于我国北方地区，

冬春季气温较低且降水较少，导致本地集约栽培苹果园普遍面临冬春季冻害(冬季主干冻

害，春季花期霜冻)、土壤缺水、果实品质不高等问题。为了提高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果树经

济效益，现有技术提出了很多方法改善上述问题，比如在果树休眠期对树体主干覆土，避免

主干嫁接口处受冻；在春夏季果树生育期铺设地膜保水防草；在秋季果树成熟期铺设反光

膜提高果实品质，增加果面色泽，然而，以上措施均只能解决单一方面问题，且程序繁琐，成

本较高，据统计，针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材料与劳务成本每年已高达1500元/亩。此外，花

期霜冻、土壤缺水等问题也尚未找到合理解决方法。研发一种可调节行内土壤温湿度、提高

果实品质的功能性装置，有利于高效、一体化的解决上述系列问题，从而为果树集约模式在

特定区域的推广提供可靠技术支撑。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在于解决干旱‑半干旱区集约栽培果园长期存在的行内土壤管理成本

高、效果差、作业复杂以及果实品质不高等问题，提供一种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方法及苹果树

的栽培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方法，所述的用于集约

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置,包括了膜架、功能膜、前支撑腿和后支撑腿；所述膜

架呈矩形板体结构；所述功能膜包括了上层膜和下层膜，上层膜为银光色膜，下层膜为黑色

膜，上层膜和下层膜分别固定安装在膜架顶面和底面；所述前支撑腿和后支撑腿分别铰接

安装在膜架的前侧和后侧，前支撑腿和后支撑腿与膜架之间的角度可以通过铰接部位调节

固定设置；

[0006] 所述应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春季果树萌芽期：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膜架，膜架的前侧靠近果

树行轴线一侧，膜架沿果树主杆一侧往外延伸覆盖在果树两侧根系延伸区域的土壤表面，

膜架贴近地面铺设，前支撑腿和后支撑腿分别沿与膜架的铰接部位水平折起；

[0008] 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将膜架后侧的后支撑腿沿铰接部位打开，使功能膜沿外侧抬

起，然后将支撑腿通过调节固定机构固定，使功能膜装置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字型结构设

置；

[0009] 冬季果树休眠期：将膜架前侧的前支撑腿沿铰接部位打开，将膜架前侧抬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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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膜架后侧的后支撑腿沿铰接部位折叠收起，将膜架后侧贴地，使整个功能膜装置沿果树

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

[0010] 一种苹果树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春季果树萌芽期：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功能膜；

[0012] 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字型铺设；

[0013] 冬季果树休眠期：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

[0014] 所述功能膜包括上层膜和下层膜，上层膜为银光色膜，下层膜为黑色膜。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在春季果树萌芽期这样铺设功能膜，1)利用银光色的上层膜21反射太阳照射光

线，从而防止或缓解因早春气温极端变化所造成的功能膜2下的土壤温度的剧烈变动，避免

树体过早萌芽与开花，从而避开早春频繁出现的晚霜冻天气，起到了保花保果的作用；2)利

用功能膜2覆盖果树下的土壤表面，可以有效阻止越冬代害虫在春季温度回暖期集中出土

上树为害，如梨小食心虫，蚜虫等，从而达到虫害防控的效果。3)利用功能膜2覆盖果树下的

土壤表面，可以有效阻止土壤水分的散失，促进果树生长发育。

[0017] 在夏秋季高温多雨期这样铺设功能膜，1)利用夏秋季雨水较多特点，通过V字型结

构设置的功能膜2可以将雨水集中汇集于果树的主杆根部，有利于果树水分需求；2)利用银

光色的上层膜21反射太阳照射光线，可以起到降低膜下土壤温度的效果，避免膜下土壤温

度过高造成果树过早停长，同时将光线反射到果树上增加光线对果实的照射效果，达到为

果实增色提质的效果；3)利用黑色下层膜22吸光的特点，通过阻挡光线抑制功能膜2下杂草

的生长。

[0018] 在冬季果树休眠期这样铺设功能膜，1)对果树根部的土壤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

2)膜架1前侧抬高了10‑15cm，刚好可以将果树部分主杆与砧穗结合部位至于功能膜2内，可

以有效的避免果树的主杆与砧穗结合部位出现冻伤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0] 附图1为实施例中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置的三维结构示意

图；

[0021] 附图2为春季果树萌芽期功能膜装置铺设方式示意图；

[0022] 附图3为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功能膜装置铺设方式示意图；

[0023] 附图4为冬季果树休眠期功能膜装置铺设方式示意图；

[0024] 附图中：膜架1、功能膜2、上层膜21、下层膜22、前支撑腿3、后支撑腿4、调节固定机

构5、支撑杆51、卡扣52、果树行6。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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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

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

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

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如附图1‑4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的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

置，包括了膜架1、功能膜2、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所述膜架1呈矩形板体结构；所述功能

膜2包括了上层膜21和下层膜22，上层膜21为反光膜，下层膜22为吸光膜，上层膜21和下层

膜22分别固定安装在膜架1顶面和底面；所述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分别铰接安装在膜架1

的前侧和后侧，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与膜架1之间的角度可以通过铰接部位调节固定设

置。

[0027] 所述膜架1的前侧为靠近果树主杆的一侧，后侧为远离果树主杆的另一侧，从前侧

到后侧的长度按照果树根系的延伸范围设置，不少于1米。

[0028] 所述膜架1与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之间分别设置有调节固定机构5。

[0029] 所述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的高度设置在10‑15cm之间。

[0030] 所述上层膜21采用银光色膜。

[0031] 所述下层膜22采用黑色膜。

[0032] 所述调节固定机构5包括了支撑杆51和卡扣52，膜架1与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上

根据角度设置需求分别设置有卡扣52，支撑杆51的两端分别安装在两个卡扣52上。

[0033] 实施例1

[0034] 上述用于集约栽培果树行内土壤管理的功能膜装置的应用模式及功能原理。

[0035] 1 .春季果树萌芽期：如附图2所示，沿果树行6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膜架1，

膜架1的前侧靠近果树行轴线一侧，膜架1沿果树主杆一侧往外延伸覆盖在果树两侧根系延

伸区域的土壤表面，膜架1贴近地面铺设，前支撑腿3和后支撑腿4分别沿与膜架1的铰接部

位水平折起。这样设置功能膜装置的效果在于：1)通过功能膜2的设置，利用银光色的上层

膜21反射太阳照射光线，从而防治因早春气温极端变化所造成的功能膜2下的土壤温度的

剧烈变动，避免树体过早萌芽与开花，从而避开早春频繁出现的晚霜冻天气，起到了保花保

果的作用；2)利用功能膜2覆盖果树下的土壤表面，可以有效阻止越冬代害虫在春季温度回

暖期集中出土上树，如梨小食心虫，蚜虫等，从而达到妨害的效果。

[0036] 2.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如附图3所示，将膜架1后侧的后支撑腿4沿铰接部位打开，

使功能膜2沿外侧抬起与地面呈15度角，然后将支撑腿4通过调节固定机构5固定，使功能膜

装置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字型结构设置，这样设置的效果在于：1)利用夏秋季雨水较多特

点，通过V字型结构设置的功能膜2可以将雨水集中汇集于果树的主杆根部，有利于果树水

分需求；2)利用银光色的上层膜21反射太阳照射光线，可以起到降低膜下土壤温度的效果，

避免膜下土壤温度过高造成果树过早停长，同时将光线反射到果树上增加光线对果实的照

射效果，达到为果实增色提质的效果；3)利用黑色下层膜22吸光的特点，通过阻挡光线抑制

功能膜2下杂草的生长。

[0037] 3.冬季果树休眠期：如附图4所示，将膜架1前侧的前支撑腿3沿铰接部位打开，将

膜架1前侧抬升到离地面10‑15cm的位置，同时将膜架1后侧的后支撑腿4沿铰接部位折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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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将膜架1后侧贴地，使整个功能膜装置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效果在于：1)

对果树根部的土壤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2)膜架1前侧抬高了10‑15cm，刚好可以将果树部

分主杆与砧穗结合部位至于功能膜2内，可以有效的避免果树的主杆与砧穗结合部位出现

冻伤的问题。

[0038] 实施例2

[0039] 基于实施例1中所述的功能膜装置及其应用方法，可以得出一种苹果树的栽培方

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春季果树萌芽期：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土壤地面水平铺设功能膜。从果树行轴线到

果树根系的延伸范围，优选功能膜的长度不少于1米。

[0041] 夏秋季高温多雨期：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V字型铺设。在形成V字型结构

过程中，优选果树行轴线每侧的功能膜与地面均呈15度角。

[0042] 冬季果树休眠期：将功能膜沿果树行轴线两侧呈倒V字型设置。在形成倒V字型结

构过程中，优选果树行轴线每侧的功能膜被抬升的一端距离地面10‑15cm。

[0043] 功能膜包括上层膜和下层膜，上层膜为反光膜，下层膜为吸光膜。

[0044] 传统的铺膜工艺中，都是将膜直接平铺在土壤表面，以进行保水保温，本发明方法

中，利用苹果树在不同生长时期的不同特性及季节气候特点，在苹果树的不同生长时期进

行不同方式的铺膜，可以使功能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例如即使在利用反光膜反射太阳光

时，利用15度的角度设置可以使得反射的太阳光更加集中于苹果树上，使得苹果吸收阳光

更加充分。因此，采用本发明方法进行苹果树种植，可以大大提高苹果质量，继而提高经济

效益。

[0045] 为了验证本发明栽培方法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实验，其中一块实验田中种植的苹

果树不进行覆膜处理，另一块实验田中种植的苹果树则采用图1所示的功能膜装置进行覆

盖，且不同时期采用前述的不同覆盖方式。两块实验田的面积相等，种植的苹果树数量(即

棵数)也相等，树苗来自于同一块育苗田，树龄相同。在不同时期采集数据并统计汇总，结果

如以下9个表所示：

[0046] 表1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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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表2

[0049]

[0050] 表3

[0051]

[0052] 表4

[0053]

[0054]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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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表6

[0057]

[0058] 表7

[0059]

[0060]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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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0063] 表9

[0064]

[0065] 由上述9个表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栽培方法对果树行内土壤温湿度及果实品质

具有明显改变作用。试验调查发现，与对照(果树行内不覆盖)相比，存在以下效果上的差

异：

[0066] 在春季果树萌芽期，1)使果树行内10cm土层全天土壤温度差值小2.5℃，使20cm土

层全天土壤温度差值小1.5℃，使果树根部全天土壤温度差值小0.8℃，使果树萌芽期与花

期推迟2‑3天。2)使梨小食心虫叶芽为害率降低31 .8％。3)使10cm土层土壤湿度增加

32.8％，使20cm土层土壤湿度增加18.5％，使果树根部土壤湿度增加12.3％。

[0067] 在夏秋季高温多雨期，1)使果树行内10cm土层土壤湿度增加56.6％，使20cm土层

土壤湿度增加48.4％.使果树根部土壤湿度增加36.3％。2)使高温期土壤表面极端温度(高

温)降低6.8℃，使10cm土层土壤极端温度(高温)降低3.6℃，使20cm土壤温度极端温度(高

温)降低2.5℃，使果树根部土壤极端温度(高温)降低1.2℃，使一年生枝条长度增加2.5cm，

使果树短枝率增加3.1％。3)本技术方案使树下杂草高度降低50cm，有效消除了杂草割除成

本。

[0068] 在冬季果树休眠期，本技术方案使近地空气土壤极端温度(低温)提高5.6℃,使苹

果主干冻害发生率降低86.0％。

[006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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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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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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