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棚管家”省心又省力

近日，在海东市平安区白沈沟
富硒果蔬种植示范基地，海东市瑞
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瑞指着草莓大棚里的滴灌设备
对记者说，以前浇水，需要有专门
的人去控制开关，现在只要打开手
机，轻轻一点，往哪儿浇、浇多少都
能控制，不用10个大棚到处跑。遇
到种植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拍照
截图传给平安区蔬菜技术服务中
心的专家，他们远程操作就帮我们
把问题给解决了。

“平安区的很多地方都使用
‘大棚管家’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
在手机上监测大棚的温度和湿度，
从而进行合理操作。这样的系统
设备，节省了人力成本，可以降低
人工管理费20%左右。”海东市平安
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说。

“以前，对于病虫害的防治，我
们都是身背大药筒、一手摇阀门、
一手控喷头的传统手动喷雾机，这
样的操作，在果蔬上很可能留下农
药的残留。现在，我们每个棚里都
有一台硫磺熏蒸器，主要起到杀
虫、杀菌，不喷农药，确保绿色安全
水果的作用，你看，现在设备打开
了，蜜蜂还是照旧采花粉，安全、健
康。”孙瑞谈到新购置的设备时介
绍到。

“今年，我们在病虫害防治方
面，购置了一架无人机，主要作用
于叶面肥喷施，这样一天就能喷
27~40公顷，直接降低了人工成本，
提高了工作效率。”海东市平安区
富硒园管委会的技术指导人员介
绍到。

近年来，海东市平安区不断加
大科技兴农力度，大力推广新设
备、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
到了农业科技带来的实惠。从身
背大药筒的传统手动喷雾机，到依

靠电动的植保喷雾机和升级版的
喷杆式喷雾机，再到如今一键起飞
回位、自动作业的无人机，农业作
业效率大幅提高。

“空中结薯”好看又好吃

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国家现代
农业科技园区，一年四季都种植着
各种花草蔬果，品类繁多，品种优
良。各类作物一年一般种植两季，
都采用科学种植方式，如现在最先
进的物联网技术、管道栽培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等，通过电脑控制,
实现智能化灌溉施肥、营养液循环,
这项技术也为海东农业拓宽了一
片新天地。

在科技大棚里，一行行无土栽
培的西红柿、小彩椒枝繁叶茂、硕
果累累……而在这里最吸引人眼
球的更是颠覆传统农业种植理念
的农业高科技。

“空中结薯”，记者在智能化和

高科技生产温室里看到，这里的甘
薯正利用深液流栽培技术，长成了

“红薯树”，实现了很好的观赏和科
普功能。

“空中结薯”应用的是国际领
先的红薯根系功能分离与连续结
薯技术，“你看，我们可以通过将红
薯由传统的土壤栽培转变成营养
液栽培，水生根系为植株提供充足
的水肥，压蔓产生的不定根成为储
藏根，根系吸收养分和储积养分的
两大功能分开，既方便采收，又可
实现多年连续结薯，产量可以数倍
提高。”互助县农业科技园高级农
师马长莲欣慰地介绍到。

在新品种新技术展示区，记者
还看到，廊道顶上的一片片“迷你
观赏南瓜”不是种植在土壤里，而
是采用了立体栽培技术。据园区
技术人员介绍，立体栽培可以实现
多层管道无土栽培，可高效利用空
间,单位土地面积果蔬产出量比传
统方法提升 3 到 8 倍，同时，省肥、

省水、节约资源、干净卫生还能收
获一道别样的绿色风景。

“园区使用的是现代农业水肥
一体化新技术，包括平面水培技
术、封闭式循环槽培生态栽培技
术、复合式果蔬栽培技术、椰糠基
质栽培技术、营养袋栽培技术五种
技术，实现了自动化的供肥、施肥，
在节省人力的同时也能实现科学
施肥。”互助县国家现代农业科技
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截至 2018 年，我省共
有38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已建成
核心面积16000公顷。介绍省级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促进了地区农业
产业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未来，我省的农业科技园区将建设
成为集现代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优
质蔬菜生产销售、农业观光旅游等
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园区，形
成具有特色的农业科技园，为我省
现代农业发展探索出新路子。

宋翠茹

小母牛一般在 6~12 月龄初次发情,
此时发情持续期短,周期也不正常,生殖
系统及其机能仍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还
不适于繁殖犊牛。公、母牛在8~12月龄
的性成熟期,已具备了生育能力,但此时

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的旺盛阶段,如果
配种受孕,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发育及今
后的配种繁殖,还会缩短利用年限,后代
的牛活力和生产性能也低。所以此时
不宜配种,生产中应注意避免野交乱配。

那么母牛多大年龄开始配种好

呢？这要看它的体成
熟年龄。公、母牛一般在 2~3 岁生长基
本完成,达到可以配种的体成熟期。据
经验,初配年龄一般母黄牛 1.5~2 岁,公
黄牛2~2.5岁,国外引进的公、母牛1.5~2

岁为宜。具体应看个体的生长发育状
况,以成年牛为标准,当个体的体重达到
成年的 65%~70%、体高达 90%、胸围达
80%时为初配适龄,此时开始配种经济
效益最好。

据《农业科技报》

本报讯（记者 黄土）国家统计
局青海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我省农作物种植结构有所调
整，畜牧业生产基本稳定。

2019年，全省农作物意向种植
面积 554.09 千公顷，较上年实际种
植面积下降0.6%。其中：粮食作物
280.79千公顷，下降0.2%；油料作物
146.45 千 公 顷 ，下 降 1.0% ；蔬 菜
43.37 千公顷，下降 1.3%；其他作物
83.47千公顷，下降0.6%。粮食作物
中，四种主要作物意向种植面积呈
现“两增两降”态势：玉米、青稞增
长；小麦、马铃薯下降。一季度，全
省蔬菜及食用菌产量4.16万吨，比

上年同期下降0.3%，其中蔬菜产量
4.06万吨，增长1.3%。

今年我省畜牧业生产基本稳
定。一季度末，全省牛存栏509.11万
头，比上年同期下降 2.8%，羊存栏
1717.73万只，下降6.8%。生猪存栏
54.44 万头，下降 27.0%；生猪出栏
35.18 万头，增长 9.1%。家禽存栏
256.77 万只，下降 4.3%；家禽出栏
101.8万只，下降12.0%。一季度，全省
猪牛羊禽肉产量 6.35 万吨，增长
2.8% ；禽 蛋 产 量 0.38 万 吨 ，下 降
13.6%；牛奶产量 7.89 万吨，下降
3.3%。

今年我省农作物播种面积略减

大通张先生问：

种养技术

智慧农业

据报道，今年春耕时节，山东
省潍坊市洼里村的一种“智能种植
床”上种植的蔬菜，一年能收获 16
茬!所谓“种植床”并不是床的样子，
而是一种玻璃箱子一样的培养装
置。

据了解，这种“种植床”别看只
有 60 个箱子，但 1 亩地的蔬菜产值

就能达到100多万元。因为种在“智
能种植床”里的蔬菜，一年可以收割
16 茬!在这张长 23 米、宽 1.8 米的

“床”下面，包含地源热泵、种植基
质、酵素发酵等不同技术，还有一系
列自动控制系统。有了这些装备，
这张“种植床”就变成了一个能够自

主调控土壤温度、湿度，能够自动检
测植物种植情况的智能机器人，这
个箱体式的机器人，可以利用自身
携带的技术，为蔬菜种植提供了可
控的生长环境，让蔬菜的生长条件
永远保持在最好的状态。

不仅如此，这种“智能种植床”
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它的

“床垫”，也就是“种植床”上用来种
植蔬菜的黑色“土壤”。这种黑色

“土壤”并不是普通的土，而是一种
专门为“智能种植床”而培育的种
植基质。这种基质层是由德国泥
炭土、玉米秸秆，还有生物菌种揉
丝发酵而成的，不仅富含养分，还

能有效分解氨气等有害物质，更神
奇的是，这种种植机制非常耐用，
可以循环利用20年之久，实现了不
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蔬菜也是妥
妥的有机蔬菜。

此外，这种“智能种植床”因为
采用封闭的箱体进行种植，不受环
境所限，因此，它对地理环境的要

求也非常低，无论是山地丘陵、盐
碱地带，还是沙漠地区、边防海岛，
甚至是空中菜园、阁楼，都可以使
用，而且可以个性化定制，非常方
便。这种“种植床”突破了种植上
的地域、空间限制，是种植模式的
变革性改变。 据央广网

新闻热线：6337013 总编室：（0971）6302746 副社长室：6308470 编辑部：6337013 广告发行部：6308470 办公室：6362301
零售价每份0.7元 全年定价35元 社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川南路52-1号 邮编：810008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现代农业

农科110农牧短讯

草莓为什么畸形

高科技“武装”青海农业科技园

农牧科技责编：海白

投稿邮箱：851859551@QQ.com 2019年4月24日

A6 美编：雅琼

近日，省农机推
广站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赴互助县五十
乡、丹麻镇、威远镇
就深松联合整地、油
菜机械化覆膜和机
械化有机肥撒施等
技术实施进行了实
地指导。图为农民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进行机械化施肥。

据省农机推广站

转基因母鸡产蛋
有望帮助药物生产

英国爱丁堡大学近日发布
一项研究说，一种转基因母鸡产
下的蛋中富含一些蛋白质，它们
是部分药物生产所需的关键原
料，未来有望用此方法以更低成
本生产特定药物。据估算，一只
母鸡每年可以产下约 300 枚鸡
蛋，而 3枚鸡蛋就能提供相当于
一份药物剂量的相关蛋白质，因
此这种方法有很大潜力降低制
药成本。

据新华社

草莓果实畸形主要原因有：
授粉昆虫少，人工授粉跟不上；
温度太低或太高，不利于花药的
开裂、授粉、受精；喷用农药不
当；品种的育性差。防治措施：
选择育性高的品种，适时增放蜜
蜂，避开花期施药，可改用烟剂
熏防。开花结果期，要控制好温
湿度，低温不要低于10℃，高温
不要高于40℃，土壤含水量控制
在70%左右。

眉山市彭山区城市品牌营销会走进西宁

有机蔬菜从地上搬到“床”上

小母牛啥时配种好

本报讯（记者 范旭光）4
月 17 日，由眉山市彭山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主办、眉山市彭
山 区 房 地 产 业 协 会 承 办 的

“2019 眉山市彭山区城市品牌
营销走进西宁”新闻发布会在
西宁召开。

眉山市彭山区位于四川盆
地西部，是中国商品粮和瘦肉
型猪生产基地、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是中华寿星始祖彭祖的

主要生栖地，素有“长寿之乡”
的美誉。著名景点有：彭祖山、
李密故里、江口崖墓、江口沉
银、香山溶洞等。2019 年 1 月，
彭山区荣获2018年度四川省重
大农村改革任务推进示范县
(区)荣誉称号。

本次城市营销以“彭山一
个不老的地方”为主体，从历史
源头提炼出城市文化，城市精
神。近年来，彭山区加强城市

建设，眉山市彭山区已通高铁，
30分钟直达成都市区南门。便
利的交通、商业、医院、教育等
基础设施为群众工作和生活提
供了方便。

据主办方介绍，眉山市彭
山区人民政府、眉山市彭山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携本地 20
余家品牌房地产企业走进西
宁，并针对青海市民推出团购
政策和最优质的房源。

机械化助力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