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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

栽培法，属果树栽培管理技术领域。该方法利用

伞形钢结构树作为果树生长支撑，利用伞形的钢

结构三角网架作为枝梢曲面分布的绑缚架，实现

果树树冠生长的曲面平棚化造形。采用根系喷雾

的方式供应营养液代替传统的施肥灌溉管理，结

合营养液加温与降温技术实现根区温度的可控

化，达到产期调节的效果。利用伞式钢架为骨架

结合覆防虫网与薄膜，形成防虫避雨及冬季保温

的栽培效果。该技术为果树的无土化气雾栽培，

适合所有非耕地环境的果树生产，如荒山、沙漠、

岛屿、盐碱地、都市广场等环境，是一种新型的省

力化高品质果树栽培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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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建立果树的伞式钢构结

构；建成根雾室；对植物根本进行营养液供液；

其具体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a按照拟栽培果树品种不同及栽培场地的空间大小不同来确定伞形钢构树的展开直径

与高度,按照亩布设的钢构树数量来确定间距及每树的直径与高度；所述步骤a的伞形钢构

树为双曲面三角网架结构，双曲面由上曲面和下曲面构成，上曲面直径大，用于果树植株生

长时枝梢的平面绑缚，双曲面细腰下方的下曲面用于根雾室的建设；

b设计出符合拟定高度与直径的伞形钢构树施工图，并作数据处理，整理出材料种类与

长度清单；

c选择20#或25#热镀锌管材为钢构树建造材料，利用冲床按照清单进行材料加工，材料

长度误差控制在0.5-1毫米范围，以材料的孔中距计；

d按照施工图进行钢构树的伞形骨架装配，装配完成后对钢构树树墩处作水泥喷浆处

理，建成用于果树定植的根雾室；所述步骤d的钢构树树墩处作水泥喷浆处理，即于基座层

的钢构三角网架上先作铁丝网或遮荫网类的网质材料包缚，再作水泥粉刷或喷浆工艺处

理；步骤d中所述的根雾室用于原来土壤栽培的大植株果树转植于气雾栽培环境所需的根

系预处理环节，催根时珍珠岩基质湿度保持75-85％,空气湿度几乎保持100％，利用喷雾方

式保湿，基本保持叶片不掉叶；

e于根雾室内铺设防水布并于底处留出营养液回流口，根雾室为果树根区的生长空间，

安装环形供液支管，并于供液支管上按照间距0.6米均匀安装弥雾喷头，通过管道高度及喷

头角度调整以达到根雾室内雾化均匀无死角的效果；

f把每株钢构树供液支管统一接入供液侧管及主管，每株钢构树回流孔处采用密封圈

及卡箍把防水布与回流管之间作紧密无渗漏连接处理，并统一接入回流管，实现营养液的

供液与回流循环；

g建好钢构树基座的根雾室后，于根雾室上方扣置定植板，并于定植板上按照定植的株

数开设相应的定植孔，定植孔口径一般为直径5-10厘米，随着树体长大再作扩孔处理；

h选取一年生果树苗木，定植前先作适当的根系修剪处理,短截1/2-1/3；

i伞式钢构树雾培法种植的果树，全部采用绑缚式造型，即把生长出的所有果树枝梢均

匀绑缚于网构网架上，让枝梢沿着钢构树曲面网架作二维平面式延伸生长，让每部位光照

均匀，通风良好；

j以钢构树为支撑骨架，于伞顶处覆膜避雨与挂网防虫；

k采用营养液加温或降温的方法来干预果树物候期，实现果品成熟期的提前与延后；营

养液配方的营养元素ppm比配如下：N:P:K:Ca:Mg:S:Cu:Zn:Mn:Fe:Mo:B＝210:31:235:200:

48:64:0.02:0.05:0.5:2.5:0.01:0.5；步骤k所述的营养液加温或降温，其中加温用于早

春，通过加温处理让根系尽虫恢复活动，类似于土壤栽培覆地膜升温提前物候期的效果，加

温至营养液温度至18-21℃；降温采用营养液致冷的方法，如遇高温胁迫天气，通过营养液

降温至18-21℃区间，解决根温过高造成的叶片气孔关闭的光合休眠问题；

l气雾化无土栽培,在山地果园开发时，定点建造钢构树与铺设管道即可进行栽培，实

现环境保全型生产；

m通过营养液配方调整实现果树的精准化供肥，同时也免除了土壤改良中耕除草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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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实现果树的省力省水省肥零排放式环境保全型生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中所述的

绑缚式造型，就是抽发的新梢见枝即绑，让枝梢全部平面化均匀绑缚于网架曲面上，即让枝

梢随曲面作二维布局，形成平棚架式树形，让树体各处光照一致通风良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j的覆

膜避雨与挂网防虫，是指通过避雨达到糖度提高，通过挂网减少虫害及蜂鸟对果实的危害，

实现熟前不用药以确保果品安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l中所述气

雾化无土栽培是植株根系悬挂于空气中，采用弥雾的方式往根系上喷雾供应营养液，让根

系处于氧气最充足水分营养供应最直接的状态，通常植物生长速度都要快于土壤栽培3-5

倍，可达到速生早产的效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m的营

养液配方，是按照不同品种对肥料不同需求及不同地区不同水质情况所制定的全价平衡配

方，因果树生长发育不同阶段进行元素比配的精准调控，始终让果树处于最佳的矿质元素

供给状态；同时也节省了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等田间作业，达到省力化精准化栽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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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果树的栽培目前基本上以土壤种植为主，近年也发展了一些限根栽培及人工基质

型的容器栽培，对根系的生长环境来说，都是以土壤或基质为载体，这样就自然带来土、肥、

水、草管理上的繁琐操作，形成了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的技术措施，占用了田间管理的大部份

劳动力。另外，不科学的施肥同时也导致生长不均衡，产量与品质未能达到品种应用的生长

潜力，另外，土壤种植的施肥管理，不管是有机肥还是化肥，可被植物根系吸收的只占1-

3％，大多数成为环境的污染，地下水的富营养化，同时也造成肥料的严重浪费。为了解决杂

草与果树之间的肥水竞争问题，又不得不定期的中耕除草，成为果园管理主要的劳动力投

入。这种依赖于土壤的传统果树生产方式，受限于土壤理化性状，难以在土层薄的荒山、及

没有土壤的荒漠、不适合植物生长的盐碱地环境栽培果树，也就是说只能于通过改良的耕

地上进行果树栽培。其二，传统的果树生产，其树体管理都是以果树自然树形为基础上的人

工整形修剪，植株全为立体三维分枝模式，树体枝梢分为上中下内中外，各处枝梢所受的光

照不一致，通风条件也不同，造成所结的果实其成熟度、大小、糖份等产量因子与品质因子

的差异，生产的果实商品性差。

[0003] 所以，当前果树生产建园时首先得进行土壤改良，如山地果园还需先筑造梯田，造

成早期严重的水土流失。阶段性的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等工作占去了生产成本的50-70％,成

为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生产者收益低。另外，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环境污染及果品的安

全隐患，已成为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采用传统树形生产的果品，难以达到高品质高糠度

的要求，虽然当前也有一些地区开始采用密植结合平棚架及篱壁的改造，但技术操作要求

高，难以普及与推广。目前，普通果品已供过于求，但高品质的果品与安全果品市场照常缺

口很大，品质与安全是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生产者获取效益的的突破点。极需

一种不受限于繁重土壤耕作，可实现省力化管理，同时又能有效解决品质与安全的技术诞

生。

[0004] 无土栽培是解决繁重土壤耕作用工的主要途径，但当前国内国际大多应用于蔬菜

与花卉的无土栽培，在果树上应用较少。2016年曾有报道，英国东茂林果树研究所，采用水

培生产苹果，但只限于科研与观光，难以在生产上得以应用。果树在水培环境容易缺氧烂

根，成为果树水培研究探索及应用的重要障碍。虽然对于无土化基质栽培可以种植果树，但

大树体的果树不同于蔬菜，基质用量大，而且老化后同样会滋生杂草，同时难以减免除草及

肥水管理用工，只起到基质理化性状改良的作用。果树气雾栽培研究工作，一直处于温室设

施的环境条件下栽培，没有走向无设施的大田、山地及荒漠。通过气雾培研究，已证明气雾

栽培几乎适合所有的果树种类进行雾培生产，而且大多表现为生产快速，优于土壤栽培，为

果树的无土气雾化栽培开辟了全新的技术途径。在露天无设施条件下的气雾培，还需解决

抗风问题，因气雾培是根系悬空式的栽培，没有强大的支撑架在沿海的强风区会造成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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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另外果园大多是大规模的产业开发，不像无土栽培蔬菜，必须形成适合露天生产的

气雾培果树生产体系。

[0005] 作为品质优化与高糖度生产的果树技术措施，让果树树形平棚架化或篱架化是未

来的趋势，但目前大多是架式与栽培分离，而且所建设的架式大多采用立柱与钢丝模式，同

样难抗强台风的袭击，让树体与强大支撑力钢架融合为一体培育，将大大提高抗风性，解决

沿海及岛屿发展果业的抗强风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针对当前果树生产存在栽培模式单一、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大、田

间管理用工量大、高品质果品与安全果品难以生产、抗自然灾害能力弱、肥水管理无法精准

化、树形培育不符合高糖栽培要求等问题提出，提供一种“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

实现省力化精准化高糖化的环境保全型生产。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按照拟栽培果树品种不同及栽培场地的空间大小不同来确定伞形钢构树的展开

直径与高度,按照亩布设的钢构树数量来确定间距及每树的直径与高度；

[0009] b设计出符合拟定高度与直径的伞形钢构树施工图，并作数据处理，整理出材料种

类与长度清单；

[0010] c选择20#或25#热镀锌管材为钢构树建造材料，利用冲床按照清单进行材料加工，

材料长度误差控制在0.5-1毫米范围，以材料的孔中距计；

[0011] d按照施工图进行钢构树的伞形骨架装配，装配完成后对钢构树树墩处作水泥喷

浆处理，建成用于果树定植的根雾室；

[0012] e于根雾室内铺设防水布并于底处留出营养液回流口，根雾室为果树根区的生长

空间，安装环形供液支管，并于供液支管上按照间距0.6米均匀安装弥雾喷头，通过管道高

度及喷头角度调整以达到根雾室内雾化均匀无死角的效果；

[0013] f把每株钢构树供液支管统一接入供液侧管及主管，每株钢构树回流孔处采用密

封圈及卡箍把防水布与回流管之间作紧密无渗漏连接处理，并统一接入回流管，实现营养

液的供液与回流循环；

[0014] g建好钢构树基座的根雾室后，于根雾室上方扣置定植板，并于定植板上按照定植

的株数开设相应的定植孔，定植孔口径一般为直径5-10厘米，随着树体长大再作扩孔处理；

[0015] h选取一年生果树苗木，定植前先作适当的根系修剪处理,短截1/2-1/3；

[0016] i伞式钢构树雾培法种植的果树，全部采用绑缚式造型，即把生长出的所有果树枝

梢均匀绑缚于网构网架上，让枝梢沿着钢构树曲面网架作二维平面式延伸生长，让每部位

光照均匀，通风良好；

[0017] j以钢构树为支撑骨架，于伞顶处覆膜避雨与挂网防虫；

[0018] k采用营养液加温或降温的方法来干预果树物候期，实现果品成熟期的提前与延

后；

[0019] l气雾化无土栽培,在山地果园开发时，定点建造钢构树与铺设管道即可进行栽

培，实现环境保全型生产；

[0020] m通过营养液配方调整实现果树的精准化供肥，同时也免除了土壤改良中耕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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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灌溉，实现果树的省力省水省肥零排放式环境保全型生产。

[0021]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0022] (1)果树采用气雾栽培后，不受土壤环境局限，在任何有光照有水有电的地方就可

以种植果树，可以用于盐碱地、沙漠、岛屿、都市无土壤环境等非耕区进行果树栽培。另外，

对于山地果园的开发也无需平整梯田，直接于种植处定点建设雾培钢构树即可生产，可保

持原山地的植被与生态，对生态环境无任何破坏。

[0023] (2)果树采用气雾栽培后，肥水以营养液的方式闭锁式循环利用，是一种最为节水

与省肥的栽培模式，用水量只需传统土壤栽培的1/10，适合淡水资源匮乏地区建设种植果

树，另外循环零排放的肥水供应模式，也减少了肥料对环境及地下水的渗漏污染，实现环境

保全生产。

[0024] (3)果树采用气雾栽培后，可以按照不同果树需肥特性及生长发育阶段不同进行

矿质元素供给的精准化调配，最大程度满足生长发育及品质提升产量提高的肥水需求，这

是土壤栽培无法实现的。为培育高产优质的果品提供最专业的矿质元素需求保障。

[0025] (4)果树采用气雾栽培后，可以减免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等工作，减免了70％的田间

管理用工。

[0026] (5)气雾栽培是一种根系悬空、营质营养雾化供应的方式，让根系处于肥水气三要

素最充足的状态，果树的生长速度是土壤栽培的3-5倍，大多数果树次年就可以投产或丰

产，大大提前了挂果投产期。

[0027] (6)枝梢采用采用平面绑缚后，每部位枝叶及果实可以获得最充足而且均匀一致

的光照，实现果实大小及着色的均匀化发育，并且糖度普遍提高。另外，枝梢及树体与钢架

绑缚的整形方式，在强风条件下减少枝梢之间的摩擦受伤，可大大减少病害的发生。

[0028] (7)利用钢架作支撑，可以实行周年或熟前一个月覆膜及防虫网，减少果实雨淋及

熟期飞虫及鸟与蜜蜂危害，可以减少病害和提高果实糖度及改善果品外观。

[0029] (8)大多数果树，通过营养液温度的调控，可以达到提前或延后7-10天成熟期的效

果，错开集中上市季节，提高经济效益。

[0030] (9)采用丛植定植法，即每钢构树定植数株果苗，让钢架快速覆绿，达到早期丰产

的效果，最多每墩钢构树可一次均匀定植6-12株果苗，整形绑缚时可以采用交叉固定树干

及枝梢，最后会于交错点连理愈合，达到合木生长的景观效果。

附图说明

[0031] 图1-a、图1-b、图1-c和图1-d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设计及装配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的单株定植法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的多植株丛植的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平棚架式树形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根雾室示意图；

[0036] 图6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避雨防虫示意图；

[0037] 图7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平地果园建设示意图；

[0038] 图8是本发明所述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中坡地果园建设示意图；

[0039] 图9是采用该发明种植的火龙果照片。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7347561 B

6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本发明的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步骤：

[0041] 果树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a按照拟栽培果树品种不同及栽培场地的空间大小不同来确定伞形钢构树的展开

直径与高度,按照亩布设的钢构树数量来确定间距及每树的直径与高度；伞形钢构树为双

曲面三角网架结构，双曲面由上曲面和下曲面构成，上曲面直径大，用于果树植株生长时枝

梢的平面绑缚，双曲面细腰下方的下曲面用于根雾室的建设。

[0043] b设计出符合拟定高度与直径的伞形钢构树施工图，并作数据处理，整理出材料种

类与长度清单；

[0044] c选择20#或25#热镀锌管材为钢构树建造材料，利用冲床按照清单进行材料加工，

材料长度误差控制在0.5-1毫米范围，以材料的孔中距计；

[0045] d按照施工图进行钢构树的伞形骨架装配，装配完成后对钢构树树墩处作水泥喷

浆处理，建成用于果树定植的根雾室；钢构树树墩处作水泥喷浆处理，即于基座层的钢构三

角网架上先作铁丝网或遮荫网类的网质材料包缚，再作水泥粉刷或喷浆工艺处理。所述的

根雾室用于原来土壤栽培的大植株果树转植于气雾栽培环境所需的根系预处理环节，催根

时珍珠岩基质湿度保持75-85％,空气湿度几乎保持100％，利用喷雾方式保湿，基本保持叶

片不掉叶。

[0046] e于根雾室内铺设防水布并于底处留出营养液回流口，根雾室为果树根区的生长

空间，安装环形供液支管，并于供液支管上按照间距0.6米均匀安装弥雾喷头，通过管道高

度及喷头角度调整以达到根雾室内雾化均匀无死角的效果；

[0047] f把每株钢构树供液支管统一接入供液侧管及主管，每株钢构树回流孔处采用密

封圈及卡箍把防水布与回流管之间作紧密无渗漏连接处理，并统一接入回流管，实现营养

液的供液与回流循环；

[0048] g建好钢构树基座的根雾室后，于根雾室上方扣置定植板，并于定植板上按照定植

的株数开设相应的定植孔，定植孔口径一般为直径5-10厘米，随着树体长大再作扩孔处理；

[0049] h选取一年生果树苗木，定植前先作适当的根系修剪处理,短截1/2-1/3；如果是多

年生大树转移至钢构树气雾培，必须对根系作3/4以上的重短截处理，或者去除所有根系只

留根系基部即根原基，并把植株根兜深埋于潮湿的珍珠岩基质中作催根处理，待长出新根

后再转移至气雾培环境定植。

[0050] i伞式钢构树雾培法种植的果树，全部采用绑缚式造型，即把生长出的所有果树枝

梢均匀绑缚于网构网架上，让枝梢沿着钢构树曲面网架作二维平面式延伸生长，让每部位

光照均匀，通风良好；绑缚式造型，就是抽发的新梢见枝即绑，让枝梢全部平面化均匀绑缚

于网架曲面上，达到类似篱壁及平棚架整形的效果，即让枝梢随曲面作二维布局，形成平棚

架式树形，让树体各处光照一致通风良好。

[0051] j以钢构树为支撑骨架，于伞顶处覆膜避雨与挂网防虫；覆膜避雨与挂网防虫，是

指通过避雨达到糖度提高，通过挂网减少虫害及蜂鸟对果实的危害，实现熟前不用药以确

保果品安全。是实现果树高糖度少农药栽培的处理方法，可以周年覆膜挂网，或者于熟期前

一个月处理。

[0052] k采用营养液加温或降温的方法来干预果树物候期，实现果品成熟期的提前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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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错开旺季提高效益。所述的营养液加温或降温，其中加温用于早春，通过加温处理让根

系尽虫恢复活动，类似于土壤栽培覆地膜升温提前物候期的效果，加温至营养液温度至18-

21℃；降温采用营养液致冷的方法，如遇高温胁迫天气，通过营养液降温至18-21℃区间，解

决根温过高造成的叶片气孔关闭的光合休眠问题。

[0053] l气雾化无土栽培,在山地果园开发时，定点建造钢构树与铺设管道即可进行栽

培，实现环境保全型生产；所述的果树的气雾化无土栽培是植株根系悬挂于空气中，采用弥

雾的方式往根系上喷雾供应营养液，让根系处于氧气最充足水分营养供应最直接的状态，

通常植物生长速度都要快于土壤栽培3-5倍，可达到速生早产的效果。可以利用荒漠、盐碱

地及岛屿等非耕地环境建设果园，可以利用钢结构的强大支撑与抗风性，解决沿海强风区

的果园建设问题。

[0054] m通过营养液配方调整实现果树的精准化供肥，同时也免除了土壤改良中耕除草

施肥灌溉，实现果树的省力省水省肥零排放式环境保全型生产。营养液配方，是按照不同品

种对肥料不同需求及不同地区不同水质情况所制定的全价平衡配方，因果树生长发育不同

阶段进行元素比配的精准调控，始终让果树处于最佳的矿质元素供给状态；同时也节省了

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等田间作业，达到省力化精准化栽培的效果。所述营养液配方的营养元

素ppm比配如下：N:P:K:Ca:Mg:S:Cu:Zn:Mn:Fe:Mo:B＝210:31:235:200:48:64:0.02:0.05:

0.5:2.5:0.01:0.5。这个配方是适合大多数果树栽培种植的通用配方。

[0055] 实施例1

[0056] 火龙果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如图9。

[0057] 1)伞式钢构树的建设，首先采用CAD软件进行三维建模，绘制出拟建成的双曲面结

构图，如计划建成高4.5米，伞形上曲面展开直径为8米，基座直径为2米的钢构树，制作出图

示1-a的CAD图。再利用CAD软件功能，选择图中线条1，并从属性栏中查看线条长度，长度的

精度保留小数点后四位数取值，同一长度赋予一编号，在图纸上标注，形成图1-b的钢构树

装配的编码2图。整理不同长度与编号数据，形成下表的材料清单供厂家加工。加工方式采

用冲床冲孔的方式，加工长度以孔中距与材料单长度相符即可，冲孔孔径为8.8mm，加工好

的材料随手画编号标注。

[0058] 序号 长度(米) 数量(根) 编号

1 0.7025 6 13

2 0.8514 12 9

3 0.93 6 11

4 0.9475 18 6

5 1 6 15

6 1.0442 24 2

7 1.2887 18 1

8 1.3205 12 4

9 1.3405 12 8

10 1.3549 12 12

11 1.3597 12 14

12 1.4115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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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389 12 10

14 1.4839 12 7

15 1.5506 12 3

[0059] 2)安装方法，安装工具采用电扳手及套筒配件，装配的螺杆为直径3  8.8mm与材料

孔径相符，每螺杆4配相应的螺帽5与垫片6。安装次序按照装配图从顶处往下逐层安装。螺

杆的安装方法见图1-c和图1-d。

[0060] 3)根雾室的建造如图5，根雾室为果树根系创造黑暗高湿度的弥雾环境，根系从雾

化的水气中获取营养及水分，而且根系7悬空的方式最大化摄取氧气，根雾室为果树生长创

造最优的肥水气环境。根雾室采用水泥喷浆法建设，具有基座稳固且抗风的优点，同时也利

于温度稳定。建设时，于钢构树底层钢架表面先铺设铁丝网，再于铁丝网上作水泥喷浆或者

粉刷处理，形成根雾室的四壁8。再于根雾室内铺设防水布或土工布复合膜，操作时小心划

破以免漏水，铺膜后于底处开设一排水孔，并利用卡箍及密封圈与回流管9之间作连接处

理，做到不漏水。于根雾室室缘一周环状安装弥雾供液管10，于管上每间隔0.6米，安装一弥

雾微喷头11，用于供液时造雾。通过上述步骤，根雾室已基本建成。

[0061] 4)定植与整形，定植前先于根雾室上扣置定植板12，定植板采用厚0.025米的挤塑

板按根雾室形状裁制而成。如只作单株定植，如图2，则于定植板中心位置开孔，一般果树栽

培早期定植孔大小为直径5-10厘米，随着树干增粗，日后再行扩大。如果采用多株丛植，如

图3，可以于定植板四周均匀开孔，按丛植的株数开设定植孔。定植种苗时如果为了更利于

植株固定，也可以把种苗先用大口径PVC管作为定植管13套干再行定植，利于PVC管保持树

苗直立与稳固。定植前，如果是小苗定植，只需对根系作适当短截处理再行定植，如果是转

植原来土壤中栽培过的大苗或大树，得先进行定植前的催根处理。催根就是把原来土壤栽

培过程中形成的陆生根全部从根系基部剪除，再把植株根兜埋于潮湿的珍珠岩基质中，并

通过弥雾保持叶片水份充足不干枯，大多数果树品种一般经由15-20天即长出白色新根，待

根系长至3-5厘米时再转移至气雾培环境种植。对于单株定植的果树，待长至一定高度时进

行摘心促发分枝，然后把分枝均匀引缚至钢构树网架上随钢构伞形绑缚整形。如果是丛植

则把每株树主干均匀绑缚网架上，再行分枝绑缚整形，最后形成平棚架式树形，如图4。

[0062] 5)适用范围，采用上述方法可以几乎适合所有果树的气雾栽培，既可应用于平地

建园，如图7，也可适合有坡度的山地建园，如图8，也可以用于都市广场及沙漠、滩涂盐碱地

等非耕地应用。

[0063] 6)营养液管理，火龙果雾培可以用通用的日本园试配方，也可以用专用配方，日本

园试配方通用性强，基本适合大多数植物栽培，这里不作介绍，以下就火龙果专用配方的配

制作详细介绍。根据火龙果生长特性及生产实践应用拟定以下专用配方的各元素组配ppm：

[0064] N-P-K-Ca-Mg-Cu-Zn-Mn-Fe-Mo-B＝150-40-225-210-40-0.1-0.2-2.0-5.0-0.05-

0.6。按照理论组配制定生产应用的化合物组配配方，其配方(g/t)为：七水硫酸镁405.7g、

四水硝酸钙1246.4g、磷酸二氢钾175.8g、硫酸钾388.9g、螯合铁38.5g、一水硫酸锰6.2g、硼

酸3.4g、五水硫酸铜0.4g、二水硫酸锌0.6g、钼酸铵0.1g。按上述化合物比配配成后营养液

理论EC值为1.7ms/cm，定植之初1-3个月内可以采用上述配方的半剂量使用，随着生长慢慢

提高到一个剂量或者更高，保持在EC值2.5以内。在整个栽培过程中最佳PH值以保持5.8-

6.5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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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实施例2

[0066] 桃的伞式钢构树气雾栽培法

[0067]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营养液配方的区别，桃的营养液配方，按照桃树的生长特

性及生产实践制定以下适合桃树的营养液配方，其元素的理论比配(ppm)如下:

[0068] N-P-K-Ca-Mg-S-Cu-Zn-Mn-Fe-Mo-B＝210-31-235-200-48-64-0.02-0.05-0.5-

2.5-0.01-0.5。按照理论组配制定生产应用的化合物组配配方，其配方(g/t)为：四水硝酸

钙1106.5g、七水硫酸镁486.8g、硝酸钾591.5g、磷酸二氢铵115.5g、螯合铁19.2g、一水硫酸

锰1.54g、硼酸2.86g、五水硫酸铜0.08g、二水钼酸钠0.025g、二水硫酸锌0.15g。按照上述化

合物组配，其营养液理论浓度为1.8ms/cm，苗期管理控制在0.8-1.2ms/cm之间，随着树体生

长及开花结果，营养液管理范围控制在1.2-2.5ms/cm，在整个栽培过程中最佳的PH值范围

控制在6.0-7.5之间。

[0069] 实施例3

[0070] 葡萄的伞式钢构气雾栽培法

[0071]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之处，在于适合葡萄气雾栽培的营养液配方，按照葡萄生长特

性及生产实践制定以下专用配方，因葡萄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需肥特性不同又分为开花期

以前、开花至果实膨大期、果实膨大期之后三组配方，下述配方中微量元素采用通用配方。

[0072] (1)开花前配方。大量元素理论组配(ppm)：N-P-K-Ca-Mg-S＝114.9-25.0-170.8-

67.9-24.7-32.5。按照该元素组配制定生产应用的化合物配方，其配方(g/t)为：四水硝酸

钙387.2g、七水硫酸镁250.5g、硝酸钾438.8g、磷酸二氢铵92.9g、螯合铁19.2g、一水硫酸锰

1.54g、硼酸2.86g、五水硫酸铜0.08g、二水钼酸钠0.025g、二水硫酸锌0.15g。按上述化合物

组配，其营养液理论浓度为0.9ms/cm，PH值控制在6-7之间。

[0073] (2)开花至果实膨大期配方。大量元素理论组配(ppm)：

[0074] N-P-K-Ca-Mg-S＝110.2-34.1-237.5-76.4-29.6-53.8。按照该元素组配制定生产

应用的化合物配方，其配方(g/t)为：四水硝酸钙450 .2g、七水硫酸镁300 .2g、硝酸钾

298.6g、磷酸二氢铵126.7g、硫酸钾271.9g、螯合铁19.2g、一水硫酸锰1.54g、硼酸2.86g、五

水硫酸铜0.08g、二水钼酸钠0.025g、二水硫酸锌0.15g。按上述化合物组配，其营养液理论

浓度为1.2ms/cm，PH值控制在6-7之间。

[0075] (3)果实膨大期之后配主。大量元素理论组配(ppm)：

[0076] N-P-K-Ca-Mg-S＝107.1-41.0-276.3-67.9-27.6-60.3。按照该元素组配制定生产

应用的化合物配方，其配方(g/t)为：四水硝酸钙400 .1g、七水硫酸镁280 .0g、硝酸钾

430.5g、硫酸钾129.4g、磷酸二氢钾180.2g、螯合铁19.2g、一水硫酸锰1.54g、硼酸2.86g、五

水硫酸铜0.08g、二水钼酸钠0.025g、二水硫酸锌0.15g。按上述化合物组配，其营养液理论

浓度为1.2ms/cm，PH值控制在6-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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