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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于蔬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蔬菜是保证我国居民的饮食营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所以近些年我国的设施蔬菜种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使用设施进行蔬菜种植的优点就是
能够最大限度的跨越季节的约束,能够在一年四季都种植出新鲜的蔬菜。本文主要分析设施蔬菜种植的
技术以及常见设施种植蔬菜中的常见病虫害防治措施,进而促进我国设施种植行业的提高,为我国居民
的饮食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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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pest control measures of protected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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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demand for vegetables is higher and higher.
Vegetabl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ensuring the dietary nutri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the facility vegetable planting technology in China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The advantage of using
facilities for vegetable planting is that it can span the constraints of season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can plant
fresh vegetables all year roun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of protected vegetable planting and
the common pest control measures in common protected vegetable plant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protected vegetable planting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o the dietary health of Chines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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