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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越冬灾害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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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石榴栽培冬季管理过程中袁霜冻尧低温冻害尧雪雹等自然灾害的危害及预防措施袁以期为石榴栽培和安全越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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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石榴越来越受到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遥石榴栽培发展空间大袁不但适宜盆栽尧庭
院与阳台栽植袁也适合用于生态环境绿化遥通过选择适宜的
品种袁规模建园袁走向规模化尧集约化栽培袁已使越来越多的
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1]遥

1.3.2

适时遮盖遥利用稻草尧麦秆尧草木灰尧杂草等覆盖地

面袁既可抵御冷空气袁又能减少地面热量散失袁一般能提高

地温 1~2 益遥对石榴幼苗袁还可用土埋的办法预防冻害遥这
种方法只能预防小面积霜冻袁但是防冻时间长[4]遥
1.3.3

合理施肥遥在寒潮来临前早施半腐熟的有机肥作基

虽然石榴适生范围广尧可发展区域大袁但是我国南北气

肥袁既可改善土壤结构袁增强其吸热保暖性能袁又可利用其

候差异大袁石榴规模栽培受温度尧干旱尧水涝尧大雪尧雨渊雪冤

继续腐熟过程中散发的热量提高土温遥入冬后可用厩肥尧堆

凇尧霜冻尧冰雹等的影响较大[2]遥因此袁石榴规模栽培要充分

肥和草木灰等暖性肥料进行壅培袁防冻效果明显遥这种方法

重视秋尧冬季自然灾害的预防袁顺利度过秋尧冬季灾害多发
期袁可为来年高产稳产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1 霜冻
1.1

霜冻的分类
霜冻是入秋后石榴园管理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遥当近

简单易行袁但要根据当地的气候规律袁在霜冻来临前 3~4 d
施用遥入冬后袁可用石灰水刷白树干袁以减少散热[3-4]遥

1.3.4

熏烟点火遥用柴草尧牛粪尧锯末尧废机油尧赤磷或其他

尘烟物质袁在霜冻来临前 30 min 或 1 h 点燃袁利用其产生的

大量烟雾阻挡地面热量的散失袁同时烟雾本身产生的热量

地面空气中的含水量较多袁气温低于 0 益袁水汽直接在地面

可使近地面空气温度提高 1~2 益遥这种方法要具备一定的

时虽然地面温度低于 0 益袁但由于近地面空气中含水量少袁

火增温袁一般可在果园里将煤炉按照 225~300 个/hm2 的密度

或地面的物体上凝华袁形成一层白色的冰晶袁称为白霜遥有
地面没有结霜袁这种现象称为黑霜遥

根据霜冻发生的季节不同袁可分为春霜冻和秋霜冻遥秋
霜冻又称早霜冻袁指秋收作物尚未成熟袁露地蔬菜还未收获
时发生的霜冻遥春霜冻又称晚霜冻袁是指春播作物苗期尧果
树花期尧越冬作物返青后发生的霜冻遥随着温度的升高袁秋
霜冻发生的频率逐渐提高袁强度加大曰春霜冻发生的频率逐
渐降低袁强度减弱袁但是发生时间越晚袁对作物的就危害性
遥

[3-4]

越大

1.2 霜冻对石榴树的危害
霜冻对石榴树的危害袁主要是使植物组织细胞中的水

天气条件袁且成本较高袁污染空气袁不适宜普遍推广遥也可生
均匀布置袁增温效果也很好遥
2 低温冻害

冻害是影响石榴引种及北方石榴生产的主要问题遥石

榴在休眠期或者发芽前后期尧落叶前后遇到 0 益以下的低
温袁都可能发生冻害遥2008 年的冬季低温袁淮阳县贾营石榴
园 80%的石榴树嫩枝出现枯梢尧冻伤袁甚至整株死亡遥因此袁
应切实注意石榴栽培中低温冻害的预防遥
2.1 冻害发生的原因
2.1.1

温度过低遥在冬季正常降温条件下袁旬最低温度平均

值低于-7 益袁极端最低温度低于-13 益出现冻害曰旬最低温

分结冰袁导致生理干旱袁而使其受到损伤或死亡袁造成巨大

度平均低于-9 益袁极端最低温度低于-15 益出现毁灭性冻

榴树大量枝叶仍然在生长袁气温骤降袁细胞间隙的水分形成

件下袁旬最低温度平均值-1 益袁旬极端最低温度-9 益袁也可

损失遥温度下降到 0 益以下时袁特别是霜冻来临过早时袁石
冰晶袁细胞死亡袁致使枝叶甚至嫩枝枯死遥解冻时枝叶细胞
间隙中的冰融化成水很快蒸发袁原生木质部因失水导致树
体干死遥
1.3

预防方法

1.3.1

园地灌水遥灌水可增加近地面层空气湿度袁保护地面

热量袁提高空气温度渊可使空气升温 2 益左右冤遥由于水的热
容量大袁降温慢袁田间温度不会很快下降遥在霜冻来临前
1~2 d袁用灌溉设备对园区灌水袁效果较好[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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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3-4]遥但在寒潮来临过早渊沿黄产区 11 月冤袁非正常降温条

能导致石榴冻害遥1987 年 11 月下旬袁河南省石榴产区的封
丘尧开封尧巩义发生的石榴冻害袁其极端低温分别为-12.0尧
-9.1尧-5.3 益遥2015 年 11 月 23 日袁黄淮地区普降中到大雪袁

最低气温降至-8 益袁持续 3~4 d袁对周口尧商丘等地石榴园造
成冻害袁石榴发生枯梢遥
2.1.2

品种和育苗方式遥不同的品种和育苗方式袁其苗木适

应气候条件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遥一般落叶晚的品种抗
寒能力差曰用不同的繁殖方法获得的苗木袁抗寒能力也不一
样袁一般实生苗优于根蘖苗袁根蘖苗优于扦插苗遥
2.1.3

立地条件遥立地条件不同袁冻害发生程度不同曰一般

平原和多风地区较丘陵低山地区严重袁丘陵南坡最轻袁不同

张 颖院石榴越冬灾害的危害及预防
立地条件主要还是受温度尧光照影响所致遥同一立地条件

脂搅拌后加水制成石灰乳再倒入石硫合剂原液和盐水袁充

下袁有防护林带尧院墙等遮挡的冻害较轻袁空旷地的石榴冻

分搅拌即成遥或者树干缠绕塑料条尧稻草秸秆等袁但要注意

害严重袁庭院内的冻害最轻或无冻害遥

冬季雨雪捆扎材料结冰易对树干造成伤害遥根颈高培土袁培

的抗寒力弱袁15 年以上的树因长势衰退袁也易受冻害遥年龄

2.3.5

2.1.4 树龄和树势遥一般 7~8 年的中龄树最抗寒袁5 年以下

相同袁长势健壮的树木抗冻性能更好遥
2.1.5 土壤环境遥土壤湿度环境对石榴树冬季冻害有一定

成上小下大的馒头状或者方形袁高度 40~60 cm遥

做好冬季修剪遥沿黄石榴产区冬季修剪时间应尽量

掌握在 11 月中下旬至 12 月上旬为宜遥修剪时尽量清除病
虫枝条尧枯死枝条袁控制枝量袁以减少枝条对水分的无用消

影响遥土层水分缺乏袁会导致冻土层加厚袁引起地上部分枝

耗袁有效防止抽干和冻害遥修剪后袁及时用石硫合剂或波尔

条冻害增加遥

多液进行全树喷雾袁既可防治病虫害袁又能起到防寒防冻的

2.2 受冻后的表现

作用遥

皮块状开裂并逐渐脱落袁裸露出内层深色树皮袁严重的呈黑

间作其他作物袁但应以防止石榴树秋季旺长尧保证正常落叶

色块状袁树皮开裂袁至失水造成枝条干枯遥受冻的部位不同袁

为前提袁例如秋季不宜间作大白菜尧花菜等需水肥较多的蔬

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袁受冻严重时袁春季即会枯死曰受冻较轻

菜袁可以间作豆类尧大蒜等低杆作物遥另外袁可以结合冬灌袁

时袁春季仍会萌芽袁但以后长势会逐渐减弱袁或者极易感病袁

挖沟埋入秸秆进行发酵袁以增加土壤肥力袁并有利于提高土

直至死亡遥

壤温度遥

当受冻较轻时袁树皮表面呈灰褐色袁第 2 年生长季节表

2.3 冻害的预防措施
2.3.1

选好建园基地遥建园时袁要充分考虑坡向朝南尧阳光

2.3.6 调整好树下作物布局遥可根据树木长势于石榴树下

3 雪雹

3.1 雪雹危害症状
一是大雪冰雹因重力致使树干折断袁从而造成危害遥二

充足尧土壤肥沃尧含水度适宜的地块遥尽可能利用防护栏尧防
护林带尧地堰尧高墙等进行保护地栽植遥防护林在林高 20 倍

是雪雹融化易使树干枝条受冻遥雪后转晴袁开始融化袁附着

农田林网的防风作用袁也可在树行间设立挡风篱笆等袁营造

干弹性降低尧变脆袁容易折断袁易受机械损伤遥

的距离内可降低风速 34%~59%袁在平原地区可以充分利用

在枝干上的冰雪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袁致使枝条树干失水袁枝

合适的生长环境遥

3.2 雪雹的预防

2.3.2

一是有条件的地方袁可注意天气变化袁采取高炮和火箭

选好品种遥根据本地气候特点袁选择适宜的耐寒品种

十分重要遥如近年来河南省推广的豫石 1 号尧豫石 2 号袁新

防雹遥冰雹过后袁要注意伤残病枝的修剪袁加强果园管理遥二

育成的蜜露软籽尧蜜宝软籽等袁耐寒能力较强袁适宜黄淮及

是及时清除积雪遥可在积雪层表面撒草木灰等袁加快融化速

以南地区种植袁还可以用本地及抗寒力较强的品种作砧木

度袁以减轻冻害曰雪后及时清理枝干上的积雪袁可用竹竿抖

进行嫁接遥
2.3.3 适时追肥袁做好冬灌遥结合冬季施肥袁浇好越冬水袁既
能保持土壤有充足的水分袁又能起到稳定耕层土壤温度尧降
低冻层厚度的作用袁树体又可以及时补充水分袁防止枝条失
水造成干冻遥冬灌以日平均气温 2 益为宜袁沿黄地区在 10 月
中旬至 12 月上旬为宜遥

2.3.4

树干保护袁根颈培土遥有研究证实袁地面至地上 35 cm

处石榴树干袁是细胞水分最特殊敏感部位袁也是导致树体死
亡的生命区遥因地面温度变幅较大袁以致根颈最易遭受冻
害遥定植 1~2 年的幼树尽量埋土防冻袁大树要用涂白剂涂
白遥制作涂白剂时袁选用石硫合剂原液 0.5 kg尧食盐 0.5 kg尧生

石灰 3 kg尧油脂适量尧水 10 kg袁先将生石灰加水熟化袁加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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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较低袁降水量偏多袁洋葱叶身耐旱袁要求空气湿度不宜
太大袁若空气湿度过大袁就会诱发病害遥因此袁昌马尧白杨河
南山山地不适宜种植洋葱遥花海尧小金湾尧独山子尧柳湖海拔
高度在 1 270 m 以下袁属于盆地地形袁6要7 月气温高尧降水

少袁30 益高温时段长袁会使洋葱鲜茎进入生理休眠期袁也不
利于其生长遥玉门镇尧下西号镇尧柳河镇尧黄闸湾镇尧清泉乡尧
赤金镇海拔高度在 1 518~1 747 m 之间袁平原地带 4要9 月
平均气温为 9.7~15.0 益袁降水量为 3.9~6.7 mm袁为洋葱最适
宜种植区遥

落袁避免用力过猛袁损伤枝干曰同时对树冠下 60 cm 范围内
的积雪进行清理袁减少因冰融造成伤害遥三是石榴采收完
毕袁进入 11 月以后袁要做好树体安全越冬工作袁如及时清理

果园尧追施基肥尧适时冬灌尧防治病虫害尧及时冬季修剪等遥
只有科学管理袁集约经营袁做到防患于未然袁才能实现减灾
高产袁确保来年丰产丰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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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是露天大田作物袁虽然大气候变化很难改变袁但河

西灌溉条件好袁通过气象监测袁预报 4要9 月降水量较少时袁

可通过灌溉等人为措施提高洋葱质量和产量遥此外袁根据洋
葱各生育期气象指标袁加强管理袁也可提高洋葱质量和产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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