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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是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我国设施农业重点发展区域之一。近年来，

随着设施蔬菜种植年限的延长，来自农业面源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基于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发展现状，分
析设施蔬菜土壤存在的次生盐渍化、酸化、连作病虫害、土壤板结、重金属污染等障碍，并在已实施的改良技术
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治理措施和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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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重要的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是粮食生

农业绿色发展的迫切需要。化肥农药投入过量，打

产的“命根子”
。新形势下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落

破了土壤原有稳定的微生态系统，土壤生物多样性、

实好，把饭碗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出路

养分维持、碳储存、缓冲性、水净化与水分调节等

在科技，动力在政策，但根本还在耕地。首先，环

生态功能退化［1-2］。此外，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和设

渤海设施退化土壤治理是国家沿海发展战略的需

施土壤采用有机肥鸡粪和猪粪、重金属和激素、抗

要。
“环渤海经济圈”重要区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生素超标，严重影响绿色蔬菜生产，因此退化土壤

土地垦殖率最高的地区和全国耕地高度集中的地区

亟待治理［3］。环渤海区域是我国设施蔬菜重点发展

之一；土壤耕地治理是全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其

的区域之一，设施蔬菜面积占全国设施蔬菜面积的

次，环渤海设施退化土壤治理是保障国家农产品供

57.2%［4］，是国家重要的菜篮子，为保障国家蔬菜

给的需要。设施蔬菜占全国设施蔬菜面积的 41.3%，

供给发挥重要作用。

占全国蔬菜的 80%，土壤退化直接威胁到设施蔬菜

当前，环渤海区域设施蔬菜土壤连作现象严

质量和数量安全，通过退化土壤治理保障农产品安

重，出现土传病害、板结、次生盐渍化、酸化和重

全；再次，环渤海设施退化土壤治理是实现土壤可

金属超标等障碍问题，导致设施蔬菜土壤质量下

持续利用的需要。设施蔬菜土壤处于高蒸发、高温、

降，影响了蔬菜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绿色可持续

高湿、无雨水淋溶的环境，土壤易出现板结、次生

发展。本文通过对实施设施蔬菜土壤质量保护与提

盐渍化和酸化等连作障碍，所以亟待解决这些障碍，

升行动进行剖析，针对环渤海地区设施农业状况进

提升地力。最后，环渤海设施退化土壤治理是促进

行概述，总结了设施土壤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提出不同设施类型和障碍类型采取的技术措施和改
良模式以及设施蔬菜土壤健康发展对策，为设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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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治理的重要性和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区域技
术支持［5］。

测保护中心设施农业土壤连作障碍治理修复技术模式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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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设施农业发展概况
环渤海地区概述
“环渤海地区”或是“环渤海经济圈”，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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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地带，是中国北部的黄金海

新兴产业之一，尤其是大棚设施栽培的发展，为菜

岸；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三省二市，

篮子工程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

与此同时，山西省及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盟市也有部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9］。

分包括在内，分别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3.31% 和
全国总人口的 22.2%。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主要是
由环渤海地区约 157 个城市构成的［6］。中国北方最
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
多功能、密集的城市群落，是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
中心，大连、营口、秦皇岛、唐山、东营、烟台等沿
海开放城市为扇面，沈阳、呼和浩特、太原、石家
庄、济南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的（图 1）［7］。

图2

环渤海地区土壤分布图

近年来，大棚设施栽培发展迅速，2016 年末
全国温室占地面积 334 千 hm2，大棚占地面积 981
千 hm2，渔业养殖用房面积 7.6 千 hm2。农业设施
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各类大棚、中小棚、温室等，使
得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
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瓜果蔬菜供应，人民
图1

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得到了满足［10］。我国温室

环渤海地区布局图

大棚等设施占地面积居世界第一，工厂化种养也呈

环渤海湾地区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属温带气候类型，年平均降水量为 560 ～ 916 mm，

快速发展的态势。
环渤海地区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土地垦殖率

平均气温 10 ～ 13℃，区域内地带性土壤以棕壤和

达 40.38%， 比 东 部 沿 海 11 个 省（ 市、 区 ） 的 平

褐土为主，暗棕壤只在辽宁省有少量分布；此外，

均 土 地 垦 殖 率（28.47%） 高 11.91 个 百 分 点， 耕

还有非地带性土壤分布，如：潮土、盐土、沼泽

地分布集中，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垦殖率最

［8］

土、水稻土、风沙土、草甸土等（图 2） 。

高的地区和全国耕地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根据

1.2

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大棚发展概况

农业农村部 2019 年统计数据显示（表 1），环渤

设施农业是在环境相对可控条件下，采用工程

海地区（京津冀、辽宁和山东）农业设施 410.6 万

技术手段，进行动植物高效生产的现代农业方式。

个， 设 施 面 积 为 46.6 万hm2， 占 全 国 设 施 农 业 数

广义的设施农业包括设施栽培与设施养殖，狭义的

量的 21.9%，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29.0%，其中日光

设施农业主要是指设施栽培，包括设施蔬菜、花卉

温室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55.8%，塑料大棚占全国

等。设施农业是我国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一个重

面积的 25.8%，连栋温室占全国面积的 15.0%。设

要方向，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设

施蔬菜播种面积占全国设施蔬菜总面积的 57.2%，

施农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农业中最具有活力的

其 中 京 津 冀 地 区 农 业 设 施 136.6 万 个， 面 积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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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总计

塑料大棚

省（市）
个数

2019 年设施农业状况

面积
2

（hm ）

日光温室

面积

个数

2

（hm ）

个数

连栋温室
面积
2

个数

（hm ）

其他

面积
2

（hm ）

个数

面积

（hm2）

北京

225636

16120.7

103244

6745.3

119999

8592.3

1455

733.0

938

50.2

天津

113020

12528.6

48675

4805.6

61546

6752.4

642

48.9

2157

737.1

河北

1027791

105920.1

574148

57722.1

266709

37469.4

3531

992.6

183403

9736.0

辽宁

839184

82700.9

276251

26758.5

524417

46523.0

10131

1573.9

28385

7845.5

山东

1900656

248818.0

1001762

119415.2

567157

107732.4

4314

1565.4

327423

20104.9

渤海湾地区

4106287

466088.2

2004080

215446.7

1539828

207069.6

20073

5098.4

542306

38473.5

全国

18707490

1609756.6

13474080

834684.3

2741474

370941.1

162917

34056.8

2329019

370074.4

比例（%）

21.9

29.0

14.9

25.8

56.2

55.8

12.3

15.0

23.3

10.4

万 hm2（占环渤海地区总面积的 28.9%），其中塑

湿、高蒸发、无雨水淋溶的环境中，容易造成土壤

料大棚 51.5%，日光温室 39.2%，连栋温室 1.5%；

理化和生物学性状恶化，影响设施蔬菜生产的可持

2

辽宁设施农业 83.9 万个，面积 8.3 万 hm （占环渤

续发展，该地区设施蔬菜土壤主要存在次生盐渍

海 地 区 总 面 积 的 17.7%）， 其 中 塑 料 大 棚 32.4%，

化、酸化、连作病虫害、土壤板结和重金属超标等

日光温室 56.3%，连栋温室 1.9%；山东设施农业

问题［14-15］。

190.1 万 个， 面 积 24.9 万 hm2（ 占 环 渤 海 地 区 总

2.1

面积的 53.4%），其中塑料大棚 48.0%，日光温室

次生盐渍化
设施农业土壤易发生次生盐渍化，土壤含盐量

43.4%，连栋温室 0.6%［11］。

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导致土壤理化性

1.3

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土壤障碍概况

状变劣。次生盐渍化的程度与设施条件有关，温度

环渤海地区设施农业高度集约，垦殖率高，各

高、湿度大、缺乏排水洗盐条件，环渤海地区不论

地设施农业普遍向规模化和单一化发展，从而直接

是全年性覆盖或季节性覆盖的大棚、温室，土壤表

导致设施土壤连作、板结、次生盐渍化和酸化等障

层都有不同程度的积盐现象出现。通过走访调查，

碍的发生。设施蔬菜土壤障碍多发生在塑料大棚和

总结造成设施土壤盐渍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水

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土壤退化多以质量下降为核

分蒸发强烈。长年覆盖或季节性覆盖改变了自然状

心，日光温室土壤退化多以连作障碍和次生盐渍化

态下土壤水分的运动方向，因设施棚室内温度较高

为核心类型。

而蒸发量大，水分的运动方向总是由下向上移动，

环渤海地区设施农业连作障碍占整个播种面积
的 21%，土传病害占 15%。山东省病害核心区主要
2

使深层水分不断通过毛细管作用上移，溶解其中的
盐分随之移至土壤表层而聚积。
（2）灌溉方法不当。

是济南、淄博市等 31 个县（市、区）8.7 万 hm 蔬

在设施蔬菜种植过程中，为了保证土壤湿度和温

菜田，包括寿光市蔬菜日光温室。辽宁省保护蔬菜

度，常采用“小水勤浇”的灌溉方式，导致土壤表

地 50% 以上的栽培年限在 5 年以上，病害主要发生

层盐分滞留。（3）施肥量大且不合理。设施蔬菜复

在以蔬菜生产集中的沈阳、大连、鞍山等大城市周

种指数高，施肥量大，施肥次数多，特别是氮肥的

边以及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等辽西北保护地蔬

施用，土壤易累积硝酸盐和加剧次生盐渍化，同时

［12-13］

菜主产区

。北京郊区保护地蔬菜根结线虫危害

出现土壤酸化的现象。设施蔬菜在种植过程中需施

日益严重，地区间由于种植结构和气候差异，使得

用有机肥，但是过量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料，会因

病虫害发生明显差异。

物料分解不彻底造成盐分残留，加重土壤盐渍化。

2

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土壤存在问题

（4）缺少雨水淋洗。覆盖的温室和大棚，没有雨水
淋洗，设施栽培条件下土壤水分蒸发快，灌溉后向

通过对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种植情况进行系统

下渗漏排水受阻，地表容易积盐。另外，若经常种

调研走访后发现，设施蔬菜土壤经常处于高温、高

植不耐盐的蔬菜，如豆类、黄瓜等，也会加重土壤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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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化［16-17］。

的自然平衡被破坏，造成肥料分解转化过程受阻，

2.2

酸化

土壤病菌和病害蔓延。同时，随着连作年限和次数

设施农业土壤酸化与次生盐渍化多伴生。诱发

的增多，细菌的种类和数量减少，而有害真菌的种

土壤酸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施肥，特别是氮肥的过量

类和数量增加，寄生型长蠕孢菌大量滋生，作物病

施入、灌溉、连作以及酸沉降等。（1）长期单一施

害严重［19-20］。如山东作为蔬菜基地常年以供应青

用化肥。不同化肥种类对土壤酸化程度的影响不

菜为主，长期单一品种大面积连作，极易造成连作

同，总体上来说氮肥的影响最明显，尤其是氯化铵

障碍，加重病虫害的发生，主要是根腐病、枯萎病

和硫酸铵，导致 pH 值下降引起土壤酸化。（2）土

的发生。尖孢链孢菌是根腐病的主要致病菌，同时

壤含氧量不足。设施内气流受限制，土壤含氧量下

产生根结线虫是蔬菜减产的主要原因。

降，根系及土壤微生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积累在土壤

2.4

中，与水结合形成碳酸，导致土壤中的 pH 值降低。

土壤板结
设施农业环境相对封闭，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

（3）灌溉次数较多。设施土壤灌水量过大会加剧

低，因种植过程中灌溉方式和耕作措施等外因作用使

钙、镁离子的流失，这也是导致土壤酸化的一个主

土壤结构被破坏，造成土壤结构不良，而干燥后受内

要原因。

聚力作用使土面变硬，导致土壤板结的障碍［21］。引

2.3

连作病虫害

起设施蔬菜土壤板结的原因主要有：（1）耕作措施

为追求高效益，设施农业复种指数高且单一，

受限，设施大棚空间有限，只能利用传统的耕作措

导致作物生长发育不良、产量降低、品质变劣等

施进行整地。耕作过深，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剩

现象。引起作物连作障碍的原因十分复杂，是作

余养分被土壤固定，大量盐分沉积，造成土壤板

物 - 土壤两个系统内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表观结

结；耕作过浅、灌溉，容易使下层土壤堵塞孔隙，

果，不同作物产生连作障碍的原因是不同的，主要

造成土壤表层结皮。（2）有机肥严重不足，蔬菜秸

包括：（1）土壤养分失衡。设施栽培条件下，复种

秆利用不合理，土壤有机物质补充不及时导致有机

指数高，产出量大，需要吸收和消耗的养分多，施

质含量偏低、结构变差，影响微生物的活性，从而

肥量大，导致土壤中各元素分布不均衡。据环渤海

影响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造成土壤的酸碱性过大

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设施土壤耕层土壤有机质、

或过小，导致土壤板结。
（3）塑料制品过多的投入，

全氮、碱解氮、有效磷、有效铜、铁、锰含量均

设施大棚中地膜清理不彻底，在设施土壤中无法

高于相邻粮田，主要是大量施肥所致

［18］

。而有效

完全被分解，形成有害的块状物，造成土壤板结。

钙、镁、硅、硼较为亏缺，有效钾和锌有增有减。 （4）长期单一地偏施化肥，农家肥严重不足，重氮
随着耕种年限的增加，钾和中微量元素处于亏缺状

轻磷钾肥，土壤有机质下降，腐殖质不能得到及时

态。（2）自毒效应。设施栽培中，作物根系分泌有

地补充，引起土壤板结和龟裂。（5）有害物质的积

毒物质和残枝落叶分解过程中产生的自毒物质，降

累，部分地方地下水和工业废水及有毒物质含量

低了栽培作物的根系活性，抑制了根系生长，同时

高，长期利用其灌溉使有毒物质积累过量引起表层

抑制下茬作物的生长。作物残茬在微生物的作用

土壤板结。

下，在降解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同一种或同一

2.5

重金属超标

科作物生长不利的物质，或因作物残体的病原菌

为提高土壤质量，有机肥施用被人们所提倡，

积累，从而成为作物连作障碍的重要因子。（3）土

不合理的施肥方式和有机肥生产原料的处理不当，

壤根结线虫。设施栽培由于种植品种单一，作物

导致重金属在土壤中滞留，大量积累后土壤重金

连作后，根系自毒产物增多，抵抗力下降，为根

属超标，同时导致蔬菜中重金属富集现象的发生，

结线虫侵染提供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线虫的发生

降低蔬菜品质。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土壤中砷、

与发育。在高温、干旱、沙性土壤中，大棚连作的

铜、锌和铬含量相对最高，通过对土壤检测与 HJ/

黄瓜、番茄上，根结线虫的发生和危害相当严重。

T 333-2006《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相

（4）土壤微生物变化。土壤环境的变劣导致有益微

比，设施农田土壤镉含量超标最严重，其次是铅和

生物的生长受到抑制，而有害微生物大量繁殖，使

汞。随种植年限的延长，设施农田土壤重金属累积

土壤微生物区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微生物和无机物

明显，且土壤重金属的累积量随土层加深呈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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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22-25］。如设施农业长期施用鸡粪和猪粪，导致

（4）平衡施肥，配施土壤改良调理制剂，培育

土壤抗生素和激素累积，土壤重金属污染障碍。

健康土壤。改良土壤营养失衡的根本在于平衡高效

3

施肥，有机肥和无机肥配施，增添中微量元素，增

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土壤综合治理措施

施土壤调理剂，同时增加生物肥料的应用。施肥时

针对渤海湾区域设施蔬菜土壤连作、板结、次

要平衡氮和磷的用量，增加钾、钙、镁、硼等元素

生盐渍化、酸化和重金属污染等障碍问题，实施设

的用量［33］；针对土壤次生盐渍化、酸化障碍配施

施蔬菜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划分障碍土壤重点

化学改良制剂，包括施用石膏、磷石膏、过磷酸

实施区域，对不同设施类型和障碍类型采取物理、

钙、腐植酸、泥炭及醋渣等，适当调节土壤 pH 值，

化学和生物措施，实现农机和农艺结合，建立合理

改善土壤理化环境。针对连作病害施用福路达、福

轮作和休耕制度，形成设施土壤改良 - 提升 - 保育

气多、阿维菌素等化学药剂防治根结线虫。针对线

的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技术模式，并制订设施

虫防治，提倡“以菌治虫”使用淡紫孢菌产品进行

蔬菜基地土壤地力培肥管理技术规程，加以推广应

生物防治等。补充有机质、有益微生物培育健康土

［26］

用，为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区域技术支持

壤。改善土样微环境方面，生物肥料能通过自身所

。

障碍土壤治理技术措施

含有的微生物分泌生理活性物质，能起到固氮、解

针对设施土壤障碍类型形成轮作 + 水氮管理 +

磷、解钾、分解土壤中的其它微量养分，提高化肥

有机肥共性技术及连作、次生盐渍化、酸化等个性

和有机肥的利用率，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使土壤

3.1

［27］

技术，构建技术体系

能供给作物各种养分，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

。

（1）轮作技术，改善栽培制度。防止连作障碍

量和产品品质。同时还能分解土壤中的有害化学物

的最佳措施是不同作物间进行合理轮作。根据不同

质和杀死有害菌群，减少化肥、农药的残留量及有

蔬菜的科属类型、根系深浅、吸肥特点及分泌物的

害病菌。

酸碱性等特性，制定合理的蔬菜轮作制度，实行有

3.2

［28］

计划地轮作换茬，能有效防止连作障碍的发生

。

浅根性蔬菜同深根性蔬菜在设施温室内进行轮回耕
作，可以有效利用浅层与深层土壤养分，同源病虫

设施蔬菜障碍土壤改良模式
针对塑料大棚和日光温室及下凹式温室土壤障

碍轻、中、重类型，形成 3 种治理模式［34］。
（1）设施退化土壤轻度障碍治理模式：5 年以

害侵染等现象可以通过种属较为远缘的蔬菜品种实

下棚室，病害发生较轻，主要是由于施肥不合理，

施轮回耕作，从而实现有效的控制。

重点加强肥水管理和有机培肥，提升土壤健康质

（2）水肥一体化技术，控制氮素施用，加强氮

量，采用轮作 + 水碳氮管理模式；

水管理。采用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精准灌溉施肥

（2）设施退化土壤中度障碍治理模式：5 年以

技术，主要原理是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水溶性固

上棚室，病害发生比较严重，主要是连作造成病

体或液体肥料配兑而成的肥液与灌溉水混合均匀，

害、养分偏耗和有机质含量下降并伴有次生盐渍

然后通过可控管道系统按照土壤养分含量和作物种

化、酸化和土壤板结等问题，采用轮作 + 水碳氮管

类的需水需肥特点，为作物根区均匀、定时、定量

理 + 改良调理制剂模式；

［29］

的供水、供肥

。加强氮水管理，防止次生盐渍
［30-31］

化，改善作物微域环境培育健康土壤

。

（3）设施退化土壤重度障碍治理模式：7 年以
上棚室，病害发生相当严重，主要是长期连作病虫

（3） 蔬 菜 秸 秆 原 位 还 田， 提 升 土 壤 肥 力 水

害、养分亏缺和有机质含量下降明显并伴有次生盐

平。在高温闷棚消毒时，进行蔬菜秸秆原位腐解处

渍化、酸化和土壤板结等多重问题，还有下凹式日

理，既杀灭病虫卵，又实现秸秆腐殖化利用，从

光温室，地表土壤耕层已破坏，采用人工基质栽培

而替代鸡粪等高危有机物料，实现秸秆资源化利

模式，形成不同作物不同基质栽培模式［35-36］。

用［32］。施用大量的腐叶、松针、木屑、树皮、马

4 环渤海地区设施菜地土壤连作障碍治理发展
对策

粪、泥炭、醋渣等有机物料，可增加土壤有机质，
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实现生物肥替代化肥，生
物肥 + 复合肥 / 有机肥，深施改良土壤，提高蔬菜
品质。

当前，环渤海区域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
集聚、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已成为中国北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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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引擎”。该区域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

式［41］。建设一批蔬菜障碍集约化改良基地。

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的第 3 个增长极，

（5）推广示范。组织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

模式集成组装，集合机械化示范，打造环渤海设施

地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蔬菜产地，2016

蔬菜区域示范基地，以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平台一

2

年蔬菜作物播种面积为 304 万 hm ，占农作物总面

基地”［42］
（蔬菜质量安全监测平台、博览园科技展

积的 15.2%，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82.1%，总产量占

示平台、果蔬城产品销售平台和放心菜绿色工程基

全国设施蔬菜 57.7%。2017 年总播种面积占农作物

地）、京津冀外围区域“两园一基地”
（科技示范

2

总播种面积 15.5%；蔬菜播种面积增加了 1 万 hm ，

园、交易物流园和绿色菜生产基地）示范平台，建

总产量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了 713 万 t，增长率

设一批设施蔬菜标准化示范园区、露地蔬菜规模化

为 4.6%。环渤海地区设施蔬菜占全国设施蔬菜面

示范园区［34，38］。

积的 41.3%，其中日光温室的面积最大，占 62.3%，
其次是塑料大棚。环渤海地区设施农业高度集约，
垦殖率高，各地设施农业普遍向规模化和单一化发
展，从而直接导致设施土壤连作、板结、次生盐渍
化和酸化等障碍发生［37］。当前设施蔬菜土壤退化
严重，连作发病土壤占设施蔬菜土壤的 3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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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barrier and countermeasure of protected vegetable in the Bohai Rim
WEI Dan1，2*，LI Yan1，2，QIN Cheng-cheng2，JIN Liang1，DING Jian-li1，YANG Fan3，CUI Yong3，LI Tao4，ZOU Hongtao5，WANG Li-ying6（1．Institute of Plant Nutrition Resources，and Environment，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Beijing 100097；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3．Cultivated Land Quality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125；4．Soil and Fertilizer St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Jinan Shandong 250013；5．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nd and Environment，Shenyang Liaoning 110866；6．He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Abstract：The facility vegetable in the Bohai Rim is the“engine”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China，
and it is one of the key developmental areas for facility agriculture in China．In recent years，with the extension of facility
vegetable planting years，soil pollution from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y vegetables in the Bohai Rim，the barriers of secondary salinization，soil
acidification，continuous cropping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soil hardening and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the soil of facility
vegetable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and new control measure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ed improvement technology.
Key words：Bohai Rim；facility vegetable；soil barrier；governance measure；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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