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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塑料地膜地面覆盖栽培是目前在农作物栽培与种植工作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项栽培技术,其
能够有效的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且减少农作物的生长和上市周期,使其能够更快的争取市场,获得更好
的市场效益。可以说,通过塑料地膜地面覆盖栽培技术可以有效的获得品质更好、利润更加可观的作物,
并且能够有效的弥补种植旺季和淡季之间的生产与销售空缺。介于此,本文着重于探讨种植地膜作物过
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够给相关单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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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in Planting Mulch Crops
Fengqiong Ke
Lijia Town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Shunqing District, Nanchong City
[Abstract] Plastic film mulching cultivation is widely used in crop cultivation and plant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rop production and reduce the growth and listing cycle of crops, so that it can strive for the
market faster and obtain better market benefits. It can be said that plastic mulching ground coverag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obtain better quality and more profitable crops, and can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vacancy between the planting season and off-seas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ng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plastic film crop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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