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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膜使用和地面覆盖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增加和丰富了农产品的供给。但随着

农膜的连续使用，导致大量的农膜残留，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并对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本文
总结了设施农业中农膜使用所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剖析了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设施农业中
农膜使用和管理现状，分别从管理、政策、经济和技术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规范我国设施农业中农膜使用、
提高设施农业环境管理效率和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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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是摆脱自然环境束缚，实现速生、高产、

蔬菜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的设施农业得到了快

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生产模式，是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

速发展，到 2010 年底我国设施菜地面积已达 466.7

性，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和实现农

万 hm2，并以每年 10% 的速度继续增长[3–4]。农膜用

[1–2]

业现代化的主要手段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从日本引

量快速增产，2013 年全国农膜使用量达到 249.3 万 t，

进地膜覆盖技术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现已成

其中地膜用量为 136.2 万 t，地膜覆盖面积达到 17 657

为世界上设施农业规模最大的国家。2000— 2013 年，

万 hm2 [5]。

设施种植面积增加了约 1.7 倍，
农膜用量提高了 86.7%。
随着设施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农膜用量逐年增

从农膜使用范围来看，2013 年农膜应用区域已
经遍布全国 31 个省份(台湾省未统计)。但不同区域

加，但回收率较低，其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受

和省份的农膜用量和差异较大，东北、华北、华东、

到环保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设施农业中的农膜使用

华中、西南以及西北地区农膜用量及地膜覆盖面积最

尤其是连续的地膜覆盖，对土壤环境质量产生怎样的

大的省份分别是黑龙江、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和

影响？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与健康风险如何？面

新疆。从全国来看[5]，新疆自治区农膜用量和地膜覆

对严重的农膜残留问题“白色污染”，应采取何种有

盖面积最大，分别达到 20.7 万 t 和 265.4 万 hm2，西

效的对策措施？这都是事关设施农业能否可持续发

藏自治区农膜用量和地膜覆盖面积最小，分别为

展的重要问题。基于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现状，本文

1 336 t 和 3 425 hm2。新疆、山东和甘肃 3 省农膜用

在前期深入调研我国典型设施农业区农膜使用、残留

量和地膜覆盖面积分列全国前 3 位，3 省的农膜用量

和处理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农膜残留的环境危害及

和地膜覆盖面积分别达到 69.1 万 t 和 638.5 万 hm2，

生态健康风险，并针对设施农业中农膜使用的环境和

约占全国的 27.7% 和 36.1%。

管理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1

设施农业中农膜应用与污染现状

1.1

农膜用量大、范围广，覆盖作物种类多
随着生活水平和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人们对

从我国设施农业发展历程来看，设施农业最初是
用于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和花卉的种植，品种少、范
围小[6]。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地面覆盖栽培技术已
经扩大到瓜、果、粮、油、棉、花卉、蔬菜、烟草等
各类作物栽培种植中，尤其是在新疆、山东、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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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黑龙江、陕西、甘肃等高寒冷凉、干旱及半

为 1.86 ~ 25.12 mg/kg 和 2.27 ~ 20.54 mg/kg[25]。近年

干旱地区，地膜覆盖技术已逐渐推广应用到蔬菜、玉

来，通过对南京周边设施土壤的调查发现，设施土壤

米和棉花等 40 多种农作物的种植

[7–8]

，极大地丰富了

中 6 种酞酸酯总量为 0.15 ~ 9.68 mg/kg，其中主要酞

这些地区食物供给和需求。

酸酯组分为 DEHP、DnBP 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1.2

(DnOP)，其三者含量之和可占其总量的 98% 以上[21]，

设施农业中农膜残留量大，污染严重
目前，我国残膜回收技术落后，农膜的连续使用
现象普遍，农民的环保意识相对薄弱，农膜大量残留
于土壤中。研究表明，我国地膜残留总量近 200 万 t，
土壤平均残留量为 60 kg/hm2，最高可达 165 kg/hm2[9–10]，
且回收率不足 2/3。而新疆地区棉田耕层土壤中农膜的
平均残留量达 265.3 kg/hm2，最高可达 381.1 kg/hm2，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5 倍[11]。随着覆膜年限的增加，
农膜残留量越大，导致的环境污染愈加严重[12–13]。
农膜残留不仅导致土壤性质恶化，破坏土壤团聚
体结构，降低土壤孔隙度和含水量[7, 14]；同时，农膜
残片影响土壤溶质运移和气体交换，降低土壤的通气
透水性；残膜碎片隔离作物养分吸收，影响肥料利用
率[12]。当土壤中农膜残留量达到 37.5 kg/hm2 时，就
会影响小麦出苗和根系生长，残膜会对小麦、玉米、
白菜、西红柿、花生、棉花和茄子等作物根系产生明
显的抑制作用，导致农作物品质和产量下降 [15–16] 。
另有研究表明，当农膜残留量达到 58.5 kg/hm2 时，
会导致小麦减产 9.0% ~ 16.0%，玉米减产 11.0% ~
23.0%，大豆减产 5.5% ~ 9.0%，蔬菜减产 14.6% ~
59.2%[17] 。连续采用地膜覆盖技术达到一定的年限
后，残膜对农作物产量的负面效应再持续 16 年后可
以抵消由地膜覆盖增温保墒使农作物增加的全部产
量[18]。此外，由于残膜回收技术的局限性，加上处理
回收残膜不彻底，部分清理出的残膜弃于田间地头、
水渠、林带中，严重影响农田周边生态环境，造成“视
觉污染”[8]；部分农民把从地里捡拾的残膜在田边就
地焚烧，产生危害性更为严重的二次污染[12, 19]。

部分设施土壤中 6 种酞酸酯含量高于露地的 3 ~ 5
倍，其中 DnBP 与 DEP 含量均超过了美国控制标准
(DnBP 为 0.081 mg/kg，DEP 为 0.071 mg/kg[26])。

1.4

设施栽培蔬菜中酞酸酯积累，潜在健康风险

加剧
农膜在使用和残留的过程中，会有部分酞酸酯释
放后被植物吸收，导致酞酸酯在蔬菜内的积累[23]。研
究显示，
蔬菜可食用部分DEHP浓度为0.23 ~ 9.11 mg/kg，
平均鲜重含量为 3.82 mg/kg[27]，蔬菜可食用部分中
DEHP 的鲜重含量为叶菜类>果菜类>根茎类。另据调
查结果表明，南京地区典型设施大棚中 6 种酞酸酯在
蔬菜可食部分的积累量可达 0.79 ~ 7.30 mg/kg，是露天
蔬菜中的 2 ~ 3 倍。
叶菜类的雪菜和芹菜中总含量较高，
其中具有类雌激素作用的 DEHP 浓度高达 4.3 mg/kg，
高于欧盟食品最高限制浓度 (DEHP 为 1.5 mg/kg)[26]。
在我国南方地区某些农场蔬菜中均能检出 6 种优先
控制酞酸酯，最高含量可达 11.2 mg/kg，其中芥菜和
菜心的富集最严重 [28] 。农膜使用及残留释放的酞酸
酯，通过食物链途径对人体产生潜在健康风险[26]。

2

设施农业中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存在诸
多问题

2.1

示，广州和深圳地区某些设施菜地土壤中 PAEs 化合

相关技术标准、法律法规不健全
国际上要求地膜厚度范围在 0.012 ~ 0.008 mm，
美国和西方国家农膜厚度一般在 0.020 mm，日本为
0.015 mm[9, 29]。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制定地膜
厚度标准为 0.012 mm[30]。但是这一标准是非强制性标
准，
实际生产销售的地膜厚度大多在 0.004 ~ 0.006 mm，
甚至更薄，致使农膜强度低，易老化破碎，清理回收
困难 [18–19] 。农膜生产中缺乏强制性的行业标准和统
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生产销售低劣薄膜难以处罚，大
量低劣农膜充斥市场。此外，国家现行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中缺乏相应农膜残留和酞酸酯的环境质量标准；
针对农膜中酞酸酯等污染物的限定标准以及农膜酞
酸酯污染风险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相对缺乏。

物总含量为 3.00 ~ 45.67 mg/kg，近 60% 的样品总

2.2

1.3

设施农业中农膜残留导致土壤酞酸酯污染
为了增加农膜的可塑性和柔韧性，在生产过程中

会加入 40% 以上的酞酸酯类增塑剂[20]。农膜使用及
残留导致大量酞酸酯类化合物释放到土壤中，是土壤
酞酸酯的主要来源 [20–21] 。我国土壤总体上已经受到
邻苯二甲酸酯不同程度的污染，尤其是设施土壤中
PAEs 的平均含量已达到 mg/kg 数量级[22–23]。研究显

PAEs 含量超过 10 mg/kg，其中仅邻苯二甲酸二(2-乙
基)己酯(DEHP)含量就高达 29.4 mg/kg[24]；山东寿光设
施蔬菜基地土壤 6 种 PAEs 总量在 7.35 ~ 33.39 mg/kg，
其中 DEHP 和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nBP)含量分别

市场监管不力，宣传、监督管理缺失
目前，我国农膜行业市场监管缺失，市场上的农
膜质量普遍较差，大多数农民购买使用很薄(厚度在
0.002 ~ 0.006 mm)的地膜。农膜回收管理制度欠缺，
回收机制不健全，农膜应用回收处理缺少监督；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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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膜的信息记录和监管。农膜行业管理涉及多个

和企业主动从事农膜回收活动。农户积极主动捡拾废

管理部门，各部门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体系，责任体

旧农膜的，可以出台“以旧换新”的政策并在设施栽

系不明确。缺乏专门管理组织对农膜生产、使用、回

培技术方面给予指导；对于拟建、扩建或已建成的残

收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和农膜生产、使用和回收农膜

膜回收企业，政府可以在信贷、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

的环境保护宣传。

并在技术创新、设备引进及产品销售方面给予指导和

2.3

农膜生产、回收技术落后，缺乏回收机制
虽然我国已经研制了十几种针对苗期和收获后
的残膜回收机，但废旧农膜回收机械化作业成本较
高，可广泛推广使用的农膜回收机械少，使得机械回
收难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废旧地膜回收多以人
工和简单的机械措施为主 [30–31] 。此外，在我国可降
解农膜推广应用中，由于价格昂贵、性能与使用效果
较差、操作繁琐等原因，难以大面积推广 [32] 。近年
来，甘肃、新疆等地区也先后设立省级财政专项，出
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建起了废旧地膜或废旧塑
料制品的回收点或加工点，并在废旧农膜回收和再生
加工利用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19] 。但是仍没有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农膜回收企业经常遭遇原料不足和生产
成本高、效益低下等问题，使得废旧农膜回收和再利
用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扶持。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如《农用地膜

2.4

农膜及酞酸酯污染的生态与健康风险认识不

强化政府监督部门的职责，将与农膜相关的监督管理

足，修复技术缺乏
近年来，我国设施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农膜用量
逐年增加，设施土壤酞酸酯污染日趋严重 [20, 33]。酞
酸酯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量最大、应用面最广的一类增
塑剂 [20]，被视为一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25]，会破坏
生物体再生器官的发育 [34] ，具有“三致”效应。农
膜中的酞酸酯通过氢键或范德华力与聚烯烃分子彼
此连接，能从农膜中逐渐释放到环境中 [21, 23]，对土
壤、空气和水等介质造成污染 [20] 。同时，土壤环境
中的酞酸酯会对植物、动物、微生物产生一定的毒性
作用 [35]，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 [33] ，并通过食物链传
递作用威胁到人体健康 [26] 。但是，我国在农膜生产
中并未对农膜残留可能产生的生态健康风险进行评
估，农膜酞酸酯的用量并未有限定标准，设施农业中
农膜使用及残留导致的酞酸酯污染并未纳入设施农
业环境管理体系。有关部门对设施农业中土壤和蔬菜
的酞酸酯污染、环境影响、生态健康风险等方面的认
识有限，并且缺乏相应的监测与管理。

工作纳入相关部门的绩效考评体系，对监督不力的主

3

我国设施农业中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对
策建议

3.1

政策、法规是有效管理农膜使用的依据
政府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民

生产规格标准》、
《农膜生产中塑化剂限定标准》、
《农
膜入市销售许可》、
《农膜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农膜
使用与管理技术导则》和《农膜残留标准》等标准、
政策、法规和相应的处罚条例，规范农膜的使用，对
不按规定生产、销售、回收农膜的企业或个人给予严
厉的处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并将农膜污染防治工
作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3.2

强化管理是实现农膜高效回收的重要保证
简化农膜使用和回收管理，制定“农民捡拾、销

售点回收、农膜生产企业处置再生”或“农民捡拾、
定点回收、农膜生产企业处置”的管理模式，规范农膜
的使用和回收；政府主导构建农膜产销信息系统、废旧
农膜回收站和田间垃圾回收点建设，建立农膜定点生
产和销售体系，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与回收处置工作；

管部门和负责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引导和调动农
膜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加强行业协会及社
会组织与政府、农户间的交流，实现其对农膜使用中
的各种违规行为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在农事活动集中
时期，开展与农膜使用回收相关的科普知识讲座，加
强农膜污染与危害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3.3

经济政策是治理农膜使用中环境问题的重要

手段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金融、税收、财政、信贷以及
补偿等经济手段，减少农膜的生产、使用、回收等过
程中的污染问题。通过减免税、贴息或无息贷款的形
式，鼓励有能力的农膜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可降解地
膜，和从事废旧农膜回收再利用；同时提高环境污染
税和废旧农膜回收价格，激发企业或农民回收废旧农
膜的积极性，促进废旧农膜回收率；设立专项基金，
鼓励相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开展与农膜生产、使用和
回收相关的技术创新研究；建立补偿机制，对积极主
动回收废旧农膜和使用生态农膜的农户给予一定的
货币补偿。
3.4

科技创新是降低农膜污染的重要支撑
农膜使用的技术对策包括农膜的生产、使用、回
收以及再利用等每个环节，也包括土壤中农膜及酞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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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的污染机理、风险评估及修复等方面。鼓励农膜生
产企业技术革新，提高农膜质量，加快生态环保型农
膜的研发和推广，从源头降低农膜应用的污染风险；
根据我国设施农业特点，研制轻便性残膜回收机械以
及残膜清洗与压缩打包机械，提高农膜回收效率；优
化耕作制度，推广适时揭膜技术、一膜多用技术以及
轮作倒茬制度，降低农膜用量和提高残膜回收率；培
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骨干，加强农膜应用和残膜回
收技术指导与培训；制订酞酸酯的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开展土壤农膜及酞酸酯污染机理研究与风险评
估，加强酞酸酯降解与修复技术以及污染快速诊断方
法研究，为设施农业中农膜使用产生的污染和风险提
供解决方案。

4

结语
农膜残留导致土壤酞酸酯污染加剧，严重影响农

产品质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未来在发展设施农业的
同时应更加注重设施农业土壤环境保护，提高设施水
平和技术含量；转变设施农业发展模式，加强设施农
业环境保护在政绩考核中分量；加强农膜市场管理监
督，强化废旧农膜残留回收机制研究；完善设施农业
环境保护及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制定；加大设施农业
栽培技术中的关键技术研究、废旧农膜污染治理与生
态健康风险评估研究等，确保设施农业的稳定、快速、
安全、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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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ulch Film
Application in Intensive Agriculture System in China
WANG Jun1,2, YANG Shan1, CHEN Gangcai1, TENG Ying2*, LIU Kun1
(1 Chongqing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ongqing 401147,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Remediation,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Mulch film is one of important production materials f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agriculture. China has annual
consumption of 200 million tons of mulch film at present, covering the land over 2 000 hectares. The mulch film application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China. The use of mulch film in intensive cultivation agriculture has accelerate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increased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ut the continuous use of mulch film led to great mulch
film residues in fields. Mulch film residues not only caused the “visual and landscape pollution”, but also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gro-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posed a huge threat to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se of mulch film in intensive agriculture, and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To be aimed at the use and management status of mulch film in intensive agricultur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 management, policy,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spects to regulate the use of mulch film in intensive agriculture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is review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

Key words: Intensive agriculture system; Soil environment; Mulch film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