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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

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

还田的方法以及其应用，该方法包括：将日光温

室中的辣椒残株进行直接机械粉碎并覆盖于土

壤上，向辣椒残株碎段上喷水，然后进行初级高

温降解；土壤表面施用有机肥并旋耕深翻覆盖有

机肥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株碎段的

土壤，灌水，覆地膜，然后进行次级高温降解，以

杀灭20-3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使

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腐熟，再通风换气；测

定并调整土壤的pH值至5.8-6.8；在定植下茬植

株前进行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以杀灭40cm以上

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采用本发

明的方法能够显著提高辣椒的产量，并降低病虫

害。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14页

CN 108156872 B

2020.08.21

CN
 1
08
15
68
72
 B



1.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1)将日光温室中的辣椒残株进行直接机械粉碎并覆盖于土壤上，向辣椒残株碎段上

喷水，然后进行初级高温降解；所述初级高温降解的方式包括：选连续晴天，在密闭日光温

室的条件下，采用日光照射方式，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达到65-80℃，地表土壤温度

达到60-70℃，且持续5-7d；所述机械粉碎使得得到的辣椒残株碎段的长度为1-5cm；喷水的

总用水量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含水量达到85重量％以上；

(2)土壤表面施用有机肥并旋耕深翻覆盖有机肥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株碎

段的土壤，灌水，覆地膜，然后进行次级高温降解，以杀灭20-3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

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腐熟，再通风换气；所述次级高温降解的方式包括：选连

续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日光照射方式，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达到

65-80℃，地表土壤温度达到60-70℃，且持续10-13d；所述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将新鲜

的畜禽粪便与中药药渣混合，然后堆肥发酵；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干重

计的用量为10-100g；所述畜禽粪便为鸡粪、鸭粪、猪粪和牛粪中的至少一种；在次级高温降

解期间，每隔5-6天灌水一次；

(3)测定并调整土壤的pH值至5.8-6.8；

(4)在定植下茬植株前进行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以杀灭4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

和线虫并疏松土壤；在定植下茬植株后，采用中药组合物熏蒸日光温室以防止幼苗的病虫

害；所述中药组合物为香柏和香松，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2-1.5；所述移动式土壤蒸

汽消毒为机械自动连续土壤蒸汽消毒；所述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的条件包括：温度为60-90

℃，时间为30-60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1)中，所述机械粉碎使得得到的辣椒残株碎

段的长度为3-4cm；喷水的总用水量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含水量达到90-95重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2)中，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

药渣以干重计的用量为20-80g；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3-10立方米/亩；所述旋耕深翻的深

度为20-3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4)中，所述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的条件

包括：温度为70-80℃，时间为40-5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方法中不施用化学或者生物土壤消毒剂。

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在改善土壤结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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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温室日光温室种植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

田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迅猛，其栽培面积和产量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至

2013年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370万hm2，占蔬菜种植面积的18％以上；设施蔬菜总产量达到

2.5亿t，占蔬菜总产量的34％，已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组成部分。

[0003] 但是，由于日光温室内长期高温，不合理施肥，以及连作等原因导致现在日光温室

土壤存在板结、盐化、酸化、养分失衡、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如何改善日光温室土壤的现状是

现代设施蔬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0004] 现代设施蔬菜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蔬菜残株的资源化利用。随着设施蔬菜栽培面

积的爆发式增长，无经济利用价值的根、茎、叶等蔬菜残株日益增多。而这些蔬菜残株虽然

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质养分，但是病虫害也较严重，因此，果实收获后的残株一般被移出

日光温室。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用措施，从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对人类身

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为了将这些残株资源化利用，现有的方法一般是将蔬菜残株进

行堆腐还田，但该方法费工费时、成本高、效率低、病虫害杀灭不彻底，严重制约了蔬菜残株

的资源化利用。

[0005] 另外，专利申请CN107022512A公开了一种日光温室作物秸秆还田生物菌剂及生物

发酵方法，具体公开了：步骤一，在每年6-8月份日光温室作物采收结束后，将作物秸秆在日

光温室内就地粉碎并撒匀还田；步骤二，在日光温室内撒施有机粪肥；步骤三，在日光温室

内撒施粉末状菌剂；步骤四，将日光温室土壤进行旋耕深翻，将粉末状菌剂与秸秆粉碎物、

土壤和有机粪肥混合均匀；步骤五，将日光温室内的土壤打埂做畦，大水灌足、灌透；步骤

六，封棚发酵15-20天，期间7-8天加灌一次水或灌足水后覆膜；步骤七，土壤发酵结束后通

风换气，并进行第二次旋耕；步骤八，作物秸秆就地生产生物有机肥并全部混合入日光温室

土壤，打埂做畦定植下茬作物。该方法中施用了菌剂，通过菌剂中的微生物抑制土壤中的病

虫害，但是并不能充分杀灭土壤中的病原菌，甚至对线虫等害虫并没有效果。并且，其并不

能解决土壤板结、盐化、酸化等问题，不利于日光温室的持续性发展。

[0006] 因此，现在急需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在改善土壤结构中的

应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日光温室土壤板结、盐化、酸化以及病虫害

频发等问题以及克服辣椒残株资源化利用的困难。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

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从而能够将辣椒残株更有效地资源化利用以改善土壤结构，防止

土壤板结、盐化、酸化以及病虫害频发等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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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

法，该方法包括：

[0009] (1)将日光温室中的辣椒残株进行直接机械粉碎并覆盖于土壤上，向辣椒残株碎

段上喷水，然后进行初级高温降解；

[0010] (2)土壤表面施用有机肥并旋耕深翻覆盖有机肥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

株碎段的土壤，灌水，覆地膜，然后进行次级高温降解，以杀灭20-3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

菌和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腐熟，再通风换气；

[0011] (3)测定并调整土壤的pH值至5.8-6.8；

[0012] (4)在定植下茬植株前进行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以杀灭4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

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

[0013]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方法在改善土壤结构中

的应用。

[0014] 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直接还田的方法，能够显著改善温室土壤的理化性质

及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可以促进下茬植株的生长并显著提高辣椒产量。具体地，采用本发

明的方法能够改善土壤结构，降低还田后第一茬辣椒的病虫害并显著提高辣椒的品质和产

量。同时，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费工费时、高成本、低效率、起效慢、病虫害抗性等

各种日光温室蔬菜种植问题，提供了一种能够高效利用辣椒残株直接还田的方法，该方法

节工省时、安全高效，能够杀灭深层土壤中的病虫害，并能够疏松深层土壤，有利于土壤通

气性和透水性的改善，从而能够防止土壤板结和盐化等问题的发生，另外由于土壤的各种

营养元素较平衡，更有利于辣椒的增产，而不会发生由于氮含量过高而导致病虫害泛滥的

问题。在本发明的方法中，初级高温降解能够使得辣椒残株中的纤维素得到初步分解，而次

级高温分解能够更彻底地分解纤维素，从而能够使得辣椒残株充分腐熟，使辣椒残株中的

养分充分释放到土壤中，而土壤蒸汽消毒能够在不破坏土壤营养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杀

灭4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防止深层土壤中的病虫害，尤其是线虫

随着时间而移动到表层，导致线虫得不到彻底消灭。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0017] (1)将日光温室中的辣椒残株进行直接机械粉碎并覆盖于土壤上，向辣椒残株碎

段上喷水，然后进行初级高温降解；

[0018] (2)土壤表面施用有机肥并旋耕深翻覆盖有机肥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

株碎段的土壤，灌水，覆地膜，然后进行次级高温降解，以杀灭20-3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

菌和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腐熟，再通风换气；

[0019] (3)测定并调整土壤的pH值至5.8-6.8；

[0020] (4)在定植下茬植株前进行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以杀灭4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

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

[0021] 本发明中的辣椒品种可以为本领域常规的辣椒品种，例如可以为中椒“105”、中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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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和中椒5号，优选为中椒“105”。

[0022] 本发明的方法尤其适用于已经连作3-5茬的辣椒日光温室。其土壤已经开始出现

板结、盐化、绿苔等问题。

[0023]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包括：将拉秧1-2天的辣椒残株进行直接机械

粉碎并均匀覆盖在土壤上。其中，机械粉碎的设备可以为本领域各种公知的自动机械粉碎

机，例如可以为购自曲阜市睿迪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型号为RD-HSJ的小型秸秆粉碎还田机。

[0024]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机械粉碎使得得到的辣椒残株

碎段的长度为1-5cm，更优选为3-4cm，从而能够更有利于进行两级高温降解。碎段的长度过

长会影响后续的旋耕深翻以及两级高温降解的效果，碎段的长度过短，对机械设备的要求

过高，从而不利于实现机械化。

[0025]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该方法还优选包括：步骤(1)中，向辣椒残株碎段上喷水

前进行中药组合物熏蒸日光温室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更优

选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香柏和香松，进一步优选地，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2-1.5，采

用特定种类和含量的中药组合物熏蒸日光温室，能够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有害微生

物和线虫，而不影响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的活性。本发明中，熏蒸的操作是在密闭日光温室

条件下进行的。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1亩地，50-60g。其中，熏蒸的时间可以为3-5h。

[0026]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中，步骤(1)中，将日光温室中的辣椒残株进行直接

机械粉碎并覆盖于土壤上，然后进行中药组合物熏蒸日光温室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

病虫害，再通风换气，然后向辣椒残株碎段上喷水，再进行初级高温降解。

[0027]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1)中，喷水的总用水量使得辣椒残株碎段

的含水量达到85重量％以上，更优选为90-95重量％，从而能够使得辣椒残株碎在高温高湿

条件下进行初级降解。其中，对喷水的次数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含水

量维持在上述优选范围内即可。

[0028]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步骤(1)中，优选地，所述初级高温降解的方式包括：选连

续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日光照射方式进行，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达

到65-80℃，地表土壤温度达到60-70℃，且持续5-7d。其中，持续天数为累计持续天数，中间

可以有间断，但是优选为不间断连续日光照射5-7d。本发明中，由于上述中药组合物熏蒸抑

制了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而土壤表层的有益微生物活性未受影响，在上述优选

的高温高湿条件下有益微生物进行好氧发酵以使得辣椒残株碎段初级降解，从而更有利于

后续的次级高温降解过程(即使得辣椒残株完全腐熟)，进而能够进一步使得土壤结构得到

显著改善以显著提高下茬辣椒的产量和品质。

[0029]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可以采用本领域各种常规的腐熟的有机肥，优选地，所述

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将新鲜的畜禽粪便与中药药渣混合，然后堆肥发酵，本发明采用常

常被任意丢弃的中药药渣与畜禽粪便进行混合发酵，中药药渣能够杀害新鲜畜禽粪便中的

有害病原菌和虫害，使得新鲜畜禽粪便中的有益菌活性得到充分发挥以充分发酵中药药渣

和新鲜畜禽粪便中的有机质，使得中药药渣与畜禽粪便得到完全的腐熟，防止了腐熟不完

全有机肥的施用所带来的日光温室病虫害以及其它各种土壤问题。另外，中药药渣中含有

大量的微量元素，经发酵后能够改善土壤的营养组成。而在现实生活中，中药药渣完全是废

物，被人们任意地丢弃，其浓烈的气味污染了环境，而本发明中创造性地将其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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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对环保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发明的堆肥方式可以为本领域各种常规的堆肥方式，

例如可以在常温条件下进行60-80d。在此，常温可以指25-35℃。

[0030] 本发明中，对中药药渣中中药的种类没有特别的限定，补益类的中药药渣均可，例

如可以为黄芪、党参、甘草、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白术、人参、茯苓、山药、莲子、桔梗、五味

子、黄柏和杜仲中的至少一种。其中，上述中药的配比可以根据治疗的疾病不同而不同。

[0031] 本发明中，优选地，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干重计的用量为10-

100g，优选为20-80g，更优选未30-70g，进一步优选为50-60g。

[0032] 本发明的畜禽粪便可以为本领域各种常用的畜禽粪便，例如可以为鸡粪、鸭粪、猪

粪和牛粪中的至少一种。

[0033]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3-10立方米/亩，优选为

5-6立方米/亩。

[0034]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旋耕深翻的深度为20-30cm。

[0035]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灌水和覆地膜可以为本领域常规的灌水和覆地膜的方

式，在此不再赘述。

[0036]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次级高温降解的方式包括：选连

续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日光照射方式进行，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达

到65-80℃，地表土壤温度达到60-70℃，且持续10-13d。更优选地，本发明地下30cm处的土

壤温度可以达到55℃以上。由于施用了特定方式制备的有机肥且采用了上述特定的高温降

解条件，能够杀灭20-3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腐

熟。具体地，有机肥采用了完全腐熟的中药药渣和畜禽粪便发酵产物，病虫害的含量极低，

而有益菌的活性较高，在高温条件下上述有机肥能够使得辣椒残株碎段较快地腐熟，另外，

土壤较高的温度能够杀害土壤中的病原菌和线虫，从而能够进一步使得土壤结构得到显著

改善，进而显著提高下茬辣椒的产量和品质。

[0037]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2)中，在次级高温降解期间，每隔5-6天灌

水一次，从而能够为土壤有益菌的发酵提供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以及淹死部分的线虫。其中，

每次的灌水量以30cm深处土壤湿润为准。

[0038]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步骤(3)中，采用pH计常规方法测定土壤的pH值，根据测

定的酸碱性，将土壤pH值调整至5.8-6.8。其中，如果测定结果偏碱性，则采用施加腐殖酸的

方式将其调整至5.8-6.8，如果测定结果偏酸性，则采用施加草木灰的方式将其调整至5.8-

6.8。

[0039]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为全自动

自走式蒸汽消毒；优选地，所述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的条件包括：温度为60-90℃，优选为

70-80℃，时间为30-60min，优选为40-50min。本发明的全自动自走式蒸汽消毒可以采用德

国MSD公司的全自动自走式蒸汽消毒系统。本发明中，采用蒸汽消毒，不仅能够杀死土壤中

导致植物受害的真菌、细菌、昆虫、线虫以及杂草，还可使重土变为团粒，提高了土壤的排水

性和通透性。蒸汽消毒具有高效、清洁、无毒、无残留、处理后短期内即可播种等优点。由于

蒸汽消毒后，土壤会很快变凉，适宜种植，而化学生物熏蒸剂处理后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种

植。这对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休闲时间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且，蒸汽消毒法渗透更均匀、

有效，可以杀灭所有的病原体和杂草种子等。蒸汽消毒没有生物化学熏蒸的抗药性以及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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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深度不够等问题，例如一般采用辣根素熏蒸的消毒深度仅为20cm深度，长期施用辣根素

会导致后续的抗药性问题，并且，辣根素并不能杀灭杂草种子。

[0040]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该方法还包括：在定植下茬植株后，采用中药组

合物熏蒸日光温室以防止幼苗的病虫害；更优选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香柏和香松，更优选

地，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2-1.5。本发明中，熏蒸的操作是在密闭日光温室条件下进

行的。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1亩地，50-60g。其中，熏蒸的时间可以为3-5h。

[0041]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定植下茬植株时，定植密度为10-12株/m2。

[0042] 本发明中，辣椒残株的用量根据辣椒定植密度确定。一般地，辣椒的定植密度为

10-12株/m2，拉秧后将全部的辣椒残株直接进行原位还田即可。因此，在此不用特意限定辣

椒残株的用量。

[0043] 本发明的方法中不施用化学或者生物土壤消毒剂，从而避免了化学或者生物土壤

消毒剂带来的土壤残留以及病虫害抗性等问题，是真正的绿色技术，能够保证日光温室无

公害蔬菜的种植安全性，适宜大规模推广。

[0044]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方法在改善土壤结构中

的应用。

[0045] 采用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方法，能够使得土壤结构和各项性能参

数得到改善，例如能够使得土壤的容重降低；孔隙度变大；通气性和透水性增加；有机质含

量增加；微生物种群多样化等。具体地，能够使得土壤的pH值为5.8-6.8，容重为1-1.3g/m3，

比重为1.7-2.3mg/m3，碱解氮高达155-166mg/kg，全氮高达1.3-1 .7wt％，速效磷高达18-

21mg/kg，速效钾高达473-481mg/kg，全磷高达1509-1517mg/kg，有机质含量高达293-

299wt％，总孔隙度高达29-55体积％。

[0046] 实施例

[0047] 自动机械粉碎机为购自曲阜市睿迪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型号为RD-HSJ的小型秸秆

粉碎还田机。

[0048] 制备有机肥1：将新鲜的鸡粪与中药药渣(黄芪、党参、甘草、当归和陈皮组合物药

渣)混合，然后在30℃下进行堆肥发酵64d，其中，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干

重计的用量为50g。

[0049] 制备有机肥2：将新鲜的鸭粪与中药药渣(黄芪、党参、甘草、当归和五味子组合物

药渣)混合，然后在35℃下进行堆肥发酵60d，其中，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

干重计的用量为55g。

[0050] 制备有机肥3：将新鲜的猪粪与中药药渣(黄芪、党参、甘草、当归和山药组合物药

渣)混合，然后在35℃下进行堆肥发酵70d，其中，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干

重计的用量为60g。

[0051] 制备有机肥4：将新鲜的鸡粪与中药药渣(黄芪、党参、甘草、当归和陈皮组合物药

渣)混合，然后在30℃下进行堆肥发酵64d，其中，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干

重计的用量为30g。

[0052] 制备有机肥5：将新鲜的鸡粪与中药药渣(黄芪、党参、甘草、当归和陈皮组合物药

渣)混合，然后在30℃下进行堆肥发酵64d，其中，相对于1kg新鲜的畜禽粪便，中药药渣以干

重计的用量为7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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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制备有机肥6：将新鲜的鸡粪在30℃下进行堆肥发酵64d。

[0054] 实施例1

[0055]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56] (1)在已经连作4茬辣椒的日光温室中，采用自动机械粉碎机将日光温室中拉秧1

天的中椒“105”辣椒残株直接机械粉碎成3cm的辣椒残株碎段并均匀覆盖在土壤上，然后在

日光温室密闭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2)燃烧熏蒸日光温室

3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50g，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

天，然后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向辣椒残株碎段上喷水，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

含水量达到90重量％，采用夏天的日光照射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为65℃，地表土壤

温度为60℃，且持续7d，以进行辣椒残株碎段的初级高温降解；

[0057] (2)在土壤表面的残株碎段上均匀撒施上述制得的有机肥1(施肥量为5立方米/

亩)，然后旋耕深翻覆盖有有机肥1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株碎段的土壤，旋耕深

翻的深度为20cm，然后灌水，覆地膜，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夏天的日光照

射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为65℃，地表土壤温度为60℃，且持续15d，以进行次级高温

降解，从而能够杀灭2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完全

腐熟，然后通风换气1天，其中，在次级高温降解期间，每隔5天灌水一次，每次的灌水量以

30cm深处土壤湿润为准；

[0058] (3)采用pH计测定土壤的pH值显示酸性，并采用施加草木灰的方式将其pH值调整

至6.8；

[0059] (4)在定植下茬植株前5天采用德国MSD公司的全自动自走式蒸汽消毒系统进行移

动式土壤蒸汽消毒，其中，土壤蒸汽消毒的温度为70℃，时间为50min，以杀灭40cm以上土壤

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

[0060] (5)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后第二天定植下茬辣椒植株(定植密度为10株/m2)，待出

苗3天后，密闭日光温室，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2)燃烧熏蒸日光温

室3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50g，以防止幼苗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061] 实施例2

[0062]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63] (1)在已经连作4茬辣椒的日光温室中，采用自动机械粉碎机将日光温室中拉秧2

天的中椒“105”辣椒残株直接机械粉碎成4cm的辣椒残株碎段并均匀覆盖在土壤上，然后在

日光温室密闭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4)燃烧熏蒸日光温室

4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55g，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通风换气1天，然

后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向辣椒残株碎段上喷水，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含水量

达到90重量％，采用夏天的日光照射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为70℃，地表土壤温度为

65℃，每天日光照射时间为5h，且持续6d，以进行辣椒残株碎段的初级高温降解；

[0064] (2)在土壤表面的残株碎段上均匀撒施上述制得的有机肥2(施肥量为5.5立方米/

亩)，然后旋耕深翻覆盖有有机肥2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株碎段的土壤，旋耕深

翻的深度为25cm，然后灌水，覆地膜，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夏天的日光照

射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为70℃，地表土壤温度为65℃，且持续12d，以进行次级高温

降解，从而能够杀灭25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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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熟，然后通风换气1天，其中，在次级高温降解期间，每隔6天灌水一次，每次的灌水量以

30cm深处土壤湿润为准；

[0065] (3)采用pH计测定土壤的pH值显示酸性，并采用施加草木灰的方式将其pH值调整

至6.5；

[0066] (4)在定植下茬植株前5天采用德国MSD公司的全自动自走式蒸汽消毒系统进行移

动式土壤蒸汽消毒，其中，土壤蒸汽消毒的温度为75℃，时间为45min，以杀灭40cm以上土壤

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

[0067] (5)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后第二天定植下茬辣椒植株(定植密度为11株/m2)，待出

苗3天后，密闭日光温室，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3)燃烧熏蒸日光温

室4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55g，以防止幼苗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068] 实施例3

[0069]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70] (1)在已经连作4茬辣椒的日光温室中，采用自动机械粉碎机将日光温室中拉秧1

天的中椒“105”辣椒残株直接机械粉碎成3cm的辣椒残株碎段并均匀覆盖在土壤上，然后在

日光温室密闭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5)燃烧熏蒸日光温室

5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60g，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通风换气1天，然

后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向辣椒残株碎段上喷水，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含水量

达到95重量％，采用夏天的日光照射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为80℃，地表土壤温度为

70℃，且持续5d，以进行辣椒残株碎段的初级高温降解；

[0071] (2)在土壤表面的残株碎段上均匀撒施上述制得得有机肥3(施肥量为5立方米/

亩)，然后旋耕深翻覆盖有有机肥3和初级高温降解所得到的辣椒残株碎段的土壤，旋耕深

翻的深度为30cm，然后灌水，覆地膜，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夏天的日光照

射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温度为80℃，地表土壤温度为70℃，且持续10d，以进行次级高温

降解，从而能够杀灭30cm以上土壤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使得土壤中的辣椒残株碎段完全

腐熟，然后通风换气1天，其中，在次级高温降解期间，每隔5天灌水一次，每次的灌水量以

30cm深处土壤湿润为准；

[0072] (3)采用pH计测定土壤的pH值显示酸性，并采用施加草木灰的方式将其pH值调整

至6；

[0073] (4)在定植下茬植株前5天采用德国MSD公司的全自动自走式蒸汽消毒系统进行移

动式土壤蒸汽消毒，其中，土壤蒸汽消毒的温度为80℃，时间为40min，以杀灭40cm以上土壤

层中的病原菌和线虫并疏松土壤；

[0074] (5)移动式土壤蒸汽消毒后第二天定植下茬辣椒植株(定植密度为12株/m2)，待出

苗3天后，密闭日光温室，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1.2)燃烧熏蒸日光温

室3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50g，以防止幼苗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075] 实施例4

[0076]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77]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将有机肥1替换

为有机肥4。

[0078]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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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80]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将有机肥1替换

为有机肥5。

[0081] 实施例6

[0082]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83]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将有机肥1替换

为有机肥6。

[0084] 实施例7

[0085]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86]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采用自动机械粉

碎机将日光温室中拉秧1天的辣椒残株直接机械粉碎成5cm的辣椒残株碎段并均匀覆盖在

土壤上。

[0087] 实施例8

[0088]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89]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初级高温降解的

方式包括：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日光照射方式，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

温度达到60℃，地表土壤温度达到50℃，且持续8d。

[0090] 实施例9

[0091]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92]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次级高温降解的

方式包括：选晴天，在密闭日光温室的条件下，采用日光照射方式，使得日光温室中空气的

温度达到60℃，地表土壤温度达到50℃，且持续15d。

[0093] 实施例10

[0094]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95]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喷水的总用水量

使得辣椒残株碎段的含水量达85重量％。

[0096] 实施例11

[0097]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098]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在次级高温降解

期间，每隔7天灌水一次。

[0099] 实施例12

[0100]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01]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在日光温室密闭

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0.8)燃烧熏蒸日光温室5h，中药组合物

的用量为每亩60g，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102] 实施例13

[0103]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04]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在日光温室密闭

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香柏和香松的重量比为1：2)燃烧熏蒸日光温室5h，中药组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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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为每亩60g，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105] 实施例14

[0106]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07]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在日光温室密闭

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仅为香柏)燃烧熏蒸日光温室5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60g，

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108] 实施例15

[0109]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10]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在日光温室密闭

条件下，采用中药组合物(仅为香松)燃烧熏蒸日光温室5h，中药组合物的用量为每亩60g，

以抑制残株碎段和土壤表面的病虫害，然后通风换气1天。

[0111] 实施例16

[0112]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13]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移动式土壤蒸汽

消毒的条件为：温度为60℃，时间为60min。

[0114] 实施例17

[0115]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16]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移动式土壤蒸汽

消毒的条件为：温度为90℃，时间为30min。

[0117] 实施例18

[0118]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的方法及其应用。

[0119]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在步骤(2)中的

灌水后施用辣根素，然后覆地膜。

[0120] 对比例1

[0121]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将日光温室中的

辣椒残株进行直接机械粉碎并覆盖于土壤上，然后直接进行初级高温降解，省略向辣椒残

株碎段上喷水的步骤。

[0122] 对比例2

[0123]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省略步骤(1)的

初级高温降解步骤，直接将辣椒残株碎段与施用的有机肥旋耕深翻到土壤中，然后灌水，覆

地膜，再进行次级高温降解。

[0124] 对比例3

[0125] 不进行辣椒残株还田，而是将拉秧后的辣椒残株移出日光温室。

[0126] 对比例4

[0127]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省略步骤(2)中

的次级高温降解步骤。

[0128] 对比例5

[0129]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残株原位还田，不同的是，省略步骤(4)的

土壤蒸汽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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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0] 对比例6

[0131] 按照专利申请CN107022512A的方法进行日光温室辣椒秸秆还田，具体方法为：步

骤一，在每年6-8月份日光温室作物采收结束后，将作物秸秆在日光温室内就地粉碎并撒匀

还田；步骤二，在日光温室内撒施有机粪肥；步骤三，在日光温室内撒施粉末状菌剂；步骤

四，将日光温室土壤进行旋耕深翻，将粉末状菌剂与秸秆粉碎物、土壤和有机粪肥混合均

匀；步骤五，将日光温室内的土壤打埂做畦，大水灌足、灌透；步骤六，封棚发酵15-20天，期

间7-8天加灌一次水或灌足水后覆膜；步骤七，土壤发酵结束后通风换气，并进行第二次旋

耕；步骤八，作物秸秆就地生产生物有机肥并全部混合入日光温室土壤，打埂做畦定植下茬

作物。

[0132] 对比例7

[0133] 按照专利申请CN104521401A的方法进行辣椒青秆还田处理工艺。具体地，6月下旬

至7月上旬大棚辣椒罢园后，掀起大棚膜，并用适合大棚操作的秸秆切碎旋耕机将辣椒青秆

切碎翻入土中；(2)、均匀撒施石灰氮和下茬作物生长所需的肥料，石灰氮的用量为40～60

公斤/亩，肥料为：菜饼肥150～250公斤/亩、或腐熟鸡粪350～450公斤/亩、或腐熟猪粪550

～650公斤/亩，再用旋耕机深耕一次，开沟作厢；(3)、将辣椒田灌透水，以地下20～25cm深

处见湿为标准；(4)、铺设滴灌管，盖好地膜和大棚膜并将四周压实，在揭地膜前利用滴灌管

保持土壤湿润，同时通过平行移动滴灌管，保持土壤湿度均衡；(5)、密闭大棚20～30天，利

用7～8月份的强日照和高温进行土壤杀菌，并腐熟辣椒青秆，在后茬作物定植前3～5天揭

开地膜，并掀开大棚膜通风，即完成青秆还田处理工艺。

[0134] 测试例

[0135] 测定实施例1-18和对比例1-7定植下茬辣椒植株前的土壤的pH、容重、比重、碱解

氮、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全磷、有机质以及其它金属元素含量和土壤孔隙度，其中，采用pH

计测定土壤的pH值；采用环刀-三相仪方法测定土壤容重、比重及孔隙度；采用碱解扩散法

测定土壤碱解氮；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土壤全氮；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

AEC)分析方法测定土壤速效磷、速效钾、全磷及土壤其它金属元素的含量；采用重铬酸钾方

法测定土壤有机质，上述指标具体的测定结果见下表1及表2。

[0136] 另外，每茬辣椒种植前，进行本发明的还田方法，第一茬、第二茬、第三茬辣椒的产

量见下表3；第一茬辣椒的各病害病情指数见下表4。其中，

[0137] 病害病情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0138] 病害病情指数＝∑(各级病株数×该病级值)/(调查总株数×最高级值)×100。

[0139]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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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

[014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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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2]

[0143]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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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4]

[0145] 表4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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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7]

[0148]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还田辣椒残株，能够显著提高土壤的

孔隙度以增加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性，并且还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降土壤容重，

并且能够改善土壤的酸碱度等。例如，可以使得土壤的pH值为5.8-6.8，容重为1-1.3g/m3，

比重为1.7-2.3mg/m3，碱解氮高达155-166mg/kg，全氮高达1.3-1 .7wt％，速效磷高达18-

21mg/kg，速效钾高达473-481mg/kg，全磷高达1509-1517mg/kg，有机质含量高达293-

299wt％，总孔隙度高达29-55体积％。通过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还田方法的土壤的

其它金属元素(例如Al、Fe、Mg等)的含量明显高于对比例。

[0149] 通过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还田方法能够在还田第一茬就提高辣椒

的产量，并且每次种植辣椒前均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进行还田，能够逐渐提高辣椒的产品。即

第一茬辣椒、第二茬辣椒、第三茬辣椒的产量是逐渐增加的。而对比例1-7中第一茬辣椒的

产量明显低于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还田所种植的辣椒产量，且对比例中各茬之间的递增趋势

较缓，说明对比例中的方法并没有对日光温室土壤进行了综合改进。通过表4的数据可以看

出，采用本发明的还田方法能够显著降低各种第一茬辣椒病虫害的发生，尤其是炭疽病、疫

霉病、立枯病和根结线虫病的发生率。另外，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能够减少野草生长，从而能

够避免下茬辣椒喷施各种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而导致的毒害，更有利于日光温室蔬菜的无

公害生产。

[0150] 本发明的方法起效快，能够在第一茬辣椒种植上看到效果，其产量显著增高，病虫

害发生率显著降低，这与日光温室土壤透水性和通气性显著提高，土壤pH的改善、土壤营养

元素含量的显著提高等密不可分，正是土壤的结构和各项性能参数的改善，从而为日光温

室辣椒的持续化种植提供了有利的保障。而对比例6中采用菌剂抑制土壤微生物，但是微生

物的起效较慢，其第三年才能够看到棚内的土壤疏松、保水保肥、蚯蚓满地、病虫害减少，蔬

菜产量和品质明显提高。而对比例7中由于施用了石灰氮，因此，其土壤的pH值高于6.8，不

适于辣椒生长。另外其碱解氮和全氮的含量较高，长期采用该方法种植辣椒对病虫害的防

止不利，从而不利于辣椒的持续增产。

[0151]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发明的技

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包括各个具体技术特征以任

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

说明。但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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