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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是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

温室，包括温室主体、栽培垄面和垄沟，所述温室

主体包括依次连接的南立墙、前屋面、后屋面、后

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屋面上覆盖灌浆膜，所述

农膜外张挂布条带，所述南立墙张挂第一银黑双

面膜，所述后墙张挂反光膜，所述栽培垄面和垄

沟覆盖第二银黑双面膜，所述温室主体内设置二

氧化碳施肥袋和植物补光灯。本实用新型具有以

下有益效果：用于越冬茬栽培的增光型日光温

室，可有效增加冬季低温寡照时节越冬茬日光温

室的光照强度，提高气温和地温，促进越冬茬蔬

菜如番茄和黄瓜的正常生长发育，特别是克服近

几年来冬季连续雾霾阴雪灾害性天气的不利影

响，减轻低温寡照的危害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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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包括温室主体、栽培垄面和垄沟，所述温室主体包括依次

连接的南立墙、前屋面、后屋面、后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屋面上覆盖灌浆膜，所述灌浆膜

外张挂若干条布条带，所述南立墙张挂第一银黑双面膜，所述后墙张挂反光膜，所述栽培垄

面和垄沟覆盖第二银黑双面膜，所述温室主体内设置二氧化碳施肥袋和植物补光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浆膜可替换成

PO膜，所述前屋面顶部东西向开设一道通风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银黑双面膜

由从上而下依次设置的银色膜面和黑色膜面构成，银色膜面朝上，黑色膜面朝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于南立墙的

第一银黑双面地膜由从上而下依次设置的银色膜面和黑色膜面构成，银色膜面朝上，黑色

膜面朝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墙张挂的反光

膜为1.5m高的PET反光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二氧化碳施肥袋按之

字形排列，一亩地日光温室挂15～20袋二氧化碳施肥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主体内设置

有若干行电线，每行电线4m设置1盏植物补光灯，所述植物补光灯采用80w荧光节能型补光

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其特征在于：栽培垄面上栽培蔬

菜，所述蔬菜可以是番茄或黄瓜，植物补光灯距离蔬菜生长点的高度可调，保持100～120cm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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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日光温室技术，具体涉及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日光温室已经成为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的蔬菜设施

栽培类型，其在提高蔬菜产量、保证周年蔬菜均衡供应、提高菜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2016年我国设施蔬菜栽培面积达5841万亩，其中日光温室占1200多万亩。

[0003]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日光温室发展仍还存在着土地利用率低、冬季低温寡照特别

是长期雾霾阴雾天气引起生产灾害、以及蔬菜产量和效益不够稳定甚至下滑等现实问题。

[0004] 然而，从当前和发展来看，日光温室今后若干年仍然是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的蔬菜

栽培设施。因此，如何改造和提升老温室，发挥日光温室的潜能，是当前需要解决的现实生

产问题。

[0005] 就日光温室栽培模式来说，越冬一大茬蔬菜生产仍然是主要的茬口安排，而最主

要的威胁之一就是冬季低温寡照特别是长期雾霾阴雾天气引起的生产灾害。那么，问题的

关键还是光的问题，没有光，就没有温度。如何增光、补光就成为我们改造和提升日光温室

潜能的核心。

[0006] 通过其辅助设施的改造、优化与集成，增强日光温室的温光性能，就是解决冬季低

温寡照问题的关键。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促进日光温室越冬茬蔬菜的可持续发展，本实用新型

提供了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包括温室主体、栽培垄面和

垄沟，所述温室主体包括依次连接的前屋面、南立墙、后墙和北立墙，所述前屋面上覆盖灌

浆膜，所述农膜外张挂布条带，所述后墙张挂反光膜，所述南立墙张挂第一银黑双面膜，所

述栽培垄面和垄沟覆盖第二银黑双面膜，所述温室主体内设置二氧化碳施肥袋和植物补光

灯：

[0009] 进一步地，灌浆膜或PO膜外纵向张挂有若干布条带，所述前屋面顶部开设一道通

风口。

[0010] 进一步地，第二银黑双面膜由从上而下依次设置的银色膜面和黑色膜面构成，银

色膜面朝上，黑色膜面朝下。

[0011] 进一步地，第一银黑双面地膜由从上而下依次设置的银色膜面和黑色膜面构成，

银色膜面朝上，黑色膜面朝下。

[0012] 进一步地，反光膜为1.5m宽的PET反光膜。

[0013] 进一步地，二氧化碳施肥袋按之字形排列悬挂，一亩地日光温室挂15～20袋二氧

化碳施肥袋。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330720 U

3



[0014] 进一步地，温室主体内设置有若干行电线，每行电线4m设置1盏植物补光灯，所述

植物补光灯采用80w荧光节能型补光灯。

[0015] 进一步地，栽培垄面上栽培蔬菜，所述蔬菜可以是番茄或黄瓜，植物补光灯距离蔬

菜生长点的高度可调，保持100～120cm高度。

[0016] 本实用新型能够产生的有益效果：

[0017] (1)用于越冬茬栽培的增光型日光温室，可有效增加冬季低温寡照时节越冬茬日

光温室的光照强度，提高气温和地温，促进越冬茬蔬菜如番茄和黄瓜的正常生长发育，特别

是克服近几年来冬季连续雾霾阴雪灾害性天气的不利影响，减轻低温寡照的危害与损失。

[0018] (2)采用增光型日光温室栽培番茄和黄瓜等蔬菜，可使室内光照大大增加，温度较

快提高，病害减轻，杂草受抑制，除草投工减少，达到增光增产的目的。

[0019] (3)与传统的对照温室相比，增光型日光温室光照增加20％～30％以上，室内气温

平均增加3℃～5℃，10cm地温增加2℃，空气相对湿度降低10％～20％，净光合速率最大值

增高15％，蔬菜增产20％以上，一般可提早上市5～10天。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拆分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俯视图；

[0022] 图3是图2的A-A剖视图；

[0023] 图中：1.温室主体；101.前屋面；102.后屋面；103.南立墙；104.后墙；2.栽培垄面；

3.垄沟，4.灌浆膜；5.反光膜；6.第一银黑双面膜；7.第二银黑双面膜；8.二氧化碳施肥袋；

9.植物补光灯；10.布条带；11.通风口；12.电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

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部件及其说明可

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

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

置”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

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

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一

[0028] 如图1、2、3所示，一种越冬茬增光日光温室，包括温室主体1、栽培垄面2和垄沟3，

所述温室主体1包括依次连接的南立墙103、前屋面101、后屋面102和后墙104，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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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前屋面101上覆盖灌浆膜4，所述灌浆膜外张挂若干条布条带10，所述南立墙103张挂第

一银黑双面膜6，所述后墙104张挂反光膜5，所述栽培垄面2和垄沟3覆盖第二银黑双面膜7，

所述温室主体1内设置二氧化碳施肥袋8和植物补光灯9。

[0029] 该实施例实施方式如下：温室主体1为下沉式结构，东西延长，坐北朝南，做东西向

高垄。前屋面101的棚膜选用灌浆膜(一种新型消雾农膜)，灌浆膜外张挂布条带10，可经常

利用风力作用布条带擦洗膜面灰尘，保持膜面清洁，增强前屋面101的透光率；南立墙103张

挂第一银黑双面地膜6；后墙104内侧张挂反光膜5，晴天光线过强时应临时卷起张挂的反光

膜5，以免灼烧蔬菜叶片，尤其是连续阴雾霾天过后的头1～2个晴天，掌握光线不宜过强。遇

到连续阴雪雾霾等灾害性天气时，冬季寡照时临时开启植物补光灯9，促进蔬菜正常生长发

育；从蔬菜如番茄或黄瓜开花坐果期开始悬挂二氧化碳施肥吊袋，将二氧化碳发生袋挂在

温室主体内的骨架上，通常在蔬菜上方0.5m，施肥袋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可增加室内的二氧

化碳浓度，提高植株光合效率。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施例保持常规日光温室原基本结构，采用新型棚膜，如前屋

面101上覆盖灌浆膜4，灌浆膜4外张挂若干条布条带10，可经常利用风力作用布条带擦洗膜

面灰尘，保持膜面清洁，增强前屋面101的透光率，可选地，布条带10为宽5cm的布厂下脚料，

长于前屋面1-2m，上端固定于后屋面102背上，下端固定于前屋面101下端地锚绳上，利用风

力使布条左右摆布，达到擦洗膜面灰尘的效果；所述后墙104张挂反光膜5，所述南立墙103

张挂第一银黑双面膜6，所述栽培垄面2和垄沟3覆盖第二银黑双面膜7，设置植物生长补光

灯用于临时补光。

[0031] 灌浆膜为是一种新型消雾农膜，有寿命更长、透光性能更突出、流滴时间更长、价

格相对其他消雾膜更低的特点。银黑双面地膜有除草(黑面)和反光(银面)的作用。张挂PET

反光膜更能直接增加温室后部的光照。

[0032] 实施例二

[0033] 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灌浆膜可替换成PO膜，所述前屋面101顶部开设一道通风口

11，PO膜具有卓越的透明性，超强的持续消雾、流滴能力，强化保温性能，使用寿命长，超强

的拉伸强度，减少病虫害，适合无公害蔬菜生产等优点。通风口11用于室温过高时掀开进行

降温和排湿。

[0034] 实施例三

[0035]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第二银黑双面膜7由从上而下依次设置的银色膜面和黑

色膜面构成，银色膜面朝上，黑色膜面朝下。黑色膜面覆盖于地面垄沟上。

[0036] 银色膜面朝上，有反光的作用，增强光照度；黑色膜面朝下有除草作用，减少栽培

垄面和垄沟除草工作。

[0037] 实施例四

[0038]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第一银黑双面地膜由从上而下依次设置的银色膜面和黑

色膜面构成，银色膜面朝上，黑色膜面朝下。黑色膜面覆盖于南墙上。

[0039] 银色膜面朝上，有反光的作用，增强光照度；黑色膜面朝下有除草作用，减少南墙

除草工作。同时，南墙覆膜还有一定的保温作用，减少土壤室内外热的传导。

[0040] 实施例五

[0041]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后墙104张挂的反光膜5为1.5m高的PET反光膜5。优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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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反光膜5张挂时下端基本和后墙104齐平，PET反光膜5太高则增加成本，太短则增加温室

后部的光照强度不够，使得靠近后墙104的栽培垄面2栽培的蔬菜光照不够，影响蔬菜长势。

[0042] 实施例六

[0043]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二氧化碳施肥袋8按之字形排列，一亩地日光温室挂15～

20袋二氧化碳施肥袋8。

[0044] 使用时，从蔬菜如番茄或黄瓜开花坐果期开始悬挂二氧化碳施肥吊袋，将二氧化

碳发生袋挂在温室主体内的骨架上，通常在蔬菜上方0.5m，按“之”字形排列，1亩地温室挂

15～20袋，有效期为30～35天，然后进行更换。

[0045] 施肥袋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可增加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植株光合效率。“之”

字形排列，有利于温室主体内二氧化碳释放区域均匀。

[0046] 实施例七

[0047]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温室主体1内设置有若干行电线12，每行电线12间隔4m设

置1盏植物补光灯9，所述植物补光灯9采用80w荧光节能型补光灯。电线12行间距一般为4m，

10m跨度的温室一般设置2行电线12，13m跨度的温室可设置3行电线12，依此类推，使得温室

主体1内的蔬菜受光照均匀。

[0048] 实施例八

[0049]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栽培垄面2上栽培蔬菜，所述蔬菜可以是番茄或黄瓜，植

物补光灯9距离蔬菜生长点的高度可调，保持100～120cm高度。

[0050] 该实施例能够产生的有益效果：

[0051] (1)用于越冬茬栽培的增光型日光温室，可有效增加冬季低温寡照时节越冬茬日

光温室的光照强度，提高气温和地温，促进越冬茬蔬菜如番茄和黄瓜的正常生长发育，特别

是克服近几年来冬季连续雾霾阴雪灾害性天气的不利影响，减轻低温寡照的危害与损失。

[0052] (2)采用增光型日光温室栽培番茄和黄瓜等蔬菜，可使室内光照大大增加，温度较

快提高，病害减轻，杂草受抑制，除草投工减少，达到增光增产的目的。

[0053] (3)与传统的对照温室相比，增光型日光温室光照增加20％～30％以上，室内气温

平均增加3℃～5℃，10cm地温增加2℃，空气相对湿度降低10％～20％，净光合速率最大值

增高15％，蔬菜增产20％以上，至少可提早上市5～10天。

[005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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