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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济纳旗种植蜜瓜的气候条件分析
陈秀花
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气象局袁内蒙古额济纳 735400冤

摘要 本文主要根据额济纳旗种植蜜瓜的实际情况袁分析了额济纳旗种植蜜瓜的适宜性气候条件袁并指出了蜜瓜生长过程中的不利
气象条件袁最后提出了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袁以期不断提升额济纳旗蜜瓜的产量与品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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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期渊5要10 月冤的月平均日照时数为 318.8 h袁日照百

1 额济纳旗种植蜜瓜的气候条件
1.1 温度条件

蜜瓜喜温暖的气候环境袁不耐低温袁且各生长发育阶段
对于温度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遥蜜瓜种子发芽期通常需要较

高的温度袁最适宜的发芽温度指标是 28~30 益袁在 15~30 益
的环境条件下 24 h 便可以发芽曰在蜜瓜苗期袁一般最适宜的

分率高达 77%袁并且光质优良袁空气无污染遥额济纳旗光照
资源丰富袁对于蜜瓜的生长发育十分有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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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蜜瓜生长过程中的不利气象条件
冰雹灾害
冰雹属于一类突发性较强的气象灾害袁在额济纳旗出现

温度指标为 25~30 益袁在此阶段蜜瓜生长发育的上限温度

的概率较高袁一般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夏季遥该时间段恰好为

温差为 10 益左右袁白天为 30 益袁夜晚为 20 益袁特别有利于

带来机械损坏袁严重时会致大幅减产袁甚至绝收遥如 2015 年

25~30 益曰在蜜瓜果实膨大阶段袁最为合适的温度指标是

害袁导致乌兰图格嘎查部分农牧民种植的蜜瓜遭受冰雹袭

为 40 益尧下限温度为 13 益曰在花芽分化期袁最为合适的昼夜

蜜瓜主要生长发育阶段袁一旦发生冰雹灾害袁往往会对蜜瓜

花芽分化为雌花曰在蜜瓜开花坐果时期袁最为合适的温度是

7 月 21 日袁额济纳旗苏泊淖尔苏木发生了一次冰雹洪水灾

18~30 益遥

额济纳旗年均温度为 8.3 益袁5 月开展蜜瓜种植曰6 月蜜

瓜苗期袁额济纳旗日平均温度为 24.7 益曰7 月蜜瓜进入花芽

击袁受灾面积达 20 hm2遥
2.2 低温冷害

蜜瓜属于喜温耐热的作物袁十分不耐寒袁对低温的反

分化阶段以及结果阶段袁额济纳旗的平均温度为 26.7 益袁该

应十分敏感遥在春季袁额济纳旗很容易发生倒春寒以及霜

是 34.1 益袁如此对于蜜瓜糖分的积累十分有利 曰8 月至 9 月

影响遥

时段昼夜温差较大袁夜晚平均温度为 19.1 益袁白天平均温度

冻天气袁该段时间内的低温冷害极易对蜜瓜发芽产生不利

上旬平均温度是 23.5 益袁对于蜜瓜果实的膨大较有利遥总体

2.3 大风灾害

[1]

来说袁额济纳旗的温度条件能够较好地满足蜜瓜的生长发
育需求遥
1.2 水分条件

蜜瓜对水分的总体要求较低袁在蜜瓜苗期最适宜的湿度

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 60%~70%曰蜜瓜需水临界阶段是果实

发育阶段袁随着果实的成熟袁需水量逐渐减少遥结果后期无
需过多的水分遥

额济纳旗在春季和夏季易发生大风天气袁风力超过 8 级

的大风日数平均每年为 44 d遥大风会给蜜瓜叶片造成机械

性损伤以及生理性损伤袁影响蜜瓜植株的正常光合作用袁导
致蜜瓜产量大幅下降遥
3 应对措施

3.1

积极为蜜瓜生产提供科学有效的气象服务
额济纳旗气象部门应该不断强化对气候条件的监测袁

额济纳旗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37 mm 左右袁年极端最大

提升对冰雹尧低温冷害尧大风等农业气象灾害天气的预报预

降水量为 103.0 mm袁在蜜瓜主要生长期降水较少袁降低了因

警水平曰并充分借助于 LED 显示屏尧乡村预警大喇叭尧微信尧

水分过多造成蜜瓜病虫害和烂瓜的发生几率袁有利于提高

手机短信尧广播尧电视等途径及时将预警服务信息传递到广

蜜瓜品质[2]遥但是袁在蜜瓜生长需水关键期若碰到干旱天气

大瓜农手中袁使瓜农可以提前采取应对措施袁降低各类气象

应适当进行灌溉袁以确保蜜瓜健壮生长发育遥
1.3 光照条件
蜜瓜为喜光性作物袁整个生长发育阶段需要的日照时

数要超过 3 000 h遥光照时数如果不足袁极易导致蜜瓜植株生
长发育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遥若蜜瓜花期光照过少袁会导
致植株徒长袁影响坐果率曰若果实膨大期光照不足袁会导致
果实发育不好尧蜜瓜的产量和甜度下降[3]遥

额济纳旗年平均日照时数达到 3 406.1 h袁蜜瓜主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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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对蜜瓜生长发育的危害[4]遥同时袁应该加强涉农部门的
协作袁共同组织专门的农业气象技术人员深入瓜园袁给蜜瓜
种植户提供科学指导袁使其可以有效运用有利的气候资源袁
不断提高额济纳旗蜜瓜的品质和产量遥
3.2 加强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
为了更好地适应蜜瓜产业市场环境袁增强额济纳旗蜜
瓜的市场竞争力袁使额济纳旗蜜瓜品牌可以长期处于不败
之地袁应加快蜜瓜优良品种的更新换代遥气象局应配合相关
部门袁对蜜瓜进行品种培育及改良袁争取在短时间内培育
出抗逆性强尧优质尧高产的蜜瓜品种袁并在额济纳旗进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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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斌院蔚县大杏扁树整形修剪技术
加袁使产量迅速增加曰产量的增加削弱了树体新枝萌发和枝

延长头视为背上枝处理遥对树冠内膛长出的徒长枝尧发育枝袁

条的生长遥因此袁调节结果与枝条萌发尧生长的矛盾袁使其维

通过短截或摘心尧拿枝尧拉枝等袁使其尽快成为结果枝组遥对

持既合理结果又正常营养生长的平衡关系袁是这一阶段修

各类结果枝组进行回缩袁选壮枝壮芽带头袁再重新培养各类

剪的主要任务遥各类枝条的处置原则是短截尧复壮尧更新袁轻

结果枝组遥要注意的是袁对过度衰老的树千万不能重截大卸袁

剪与回缩结合袁以回缩为主袁更新复壮袁结果不衰老遥

要先加强土肥水管理袁待树势恢复后袁本着先轻后重尧逐年

每年对主尧侧枝的延长枝进行短截袁剪去新梢长度的

1/3~3/5曰疏除 1/5~1/2 的花束状结果枝曰对短果枝和中果枝
进行短截袁分别剪去新梢长度的 1/2~1/3曰对衰弱枝头袁回缩

到强枝以上 3~5 cm曰对冗长尧开张角度过大的大枝袁回缩到
1/2~2/3 处曰对过密的多年生外围枝进行疏除曰衰弱的结果
枝组和结果枝要回缩到健壮部位曰对树冠内膛发出的徒长
枝和主枝背上抽生的徒长枝进行短截或夏季新梢长出 20~

30 cm 时进行摘心 2~3 次袁促其当年形成花芽袁培养新的结

递增的原则进行科学修剪遥如果野一步到位冶式修剪袁很可能
事与愿违袁适得其反遥另外袁抽伐大枝多会刺激树体萌发一
些茂盛枝条袁前期要及时绑缚支架袁以防风刮折遥
3.4 放任杏扁树
从未修剪过的放任杏扁树袁枝条紊乱尧树冠小尧干枝多尧
结果枝少遥对此类树的修剪袁应该整形与保产结合袁以整形
为主遥
修剪时袁对过多枝尧密挤枝尧交叉枝尧重叠枝尧竞争枝从

果枝组袁使新旧枝轮流更新袁交替结果曰对因结果过多被压

基部疏除曰对要保留的枝条袁开张角度袁以便通风透光曰对中

弯的枝条袁应及时吊枝袁以保持主尧侧枝和大型枝组的角度袁

下部光秃的骨干枝和结果枝组进行重回缩袁促进萌发新枝曰

有利于恢复生长势[4]遥

3.3 衰老期杏扁树

对弱枝群要疏弱留强袁细致修剪曰对刺发新枝的修剪要视具
体情况进行袁对部位适当尧较旺的枝重剪以培养主尧侧枝延

进入衰老期的树体最大特点是枝条生长量变小袁主尧侧

长枝袁对一般新枝通过轻剪尧摘心等手段培养成结果枝组遥

枝先端下垂袁膛内和中下部光秃袁中小型枝组常发生干枯尧

对此类树的修剪袁因去枝多尧伤口大袁修剪不宜太早或太晚曰

死亡现象袁产量明显下降遥上述表现一般是由于树龄较长尧

又因重截枝条多袁新生枝条也会多袁要及时搞好夏剪袁如抹

管理粗放引起的遥为此袁衰老期杏扁树的修剪重点是在加强

芽尧摘心尧拉枝尧拿枝等袁促其成结果枝组和形成饱满花芽袁

土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的同时袁对树冠重截更新复壮袁兼

以便尽早恢复高产遥

顾维持一定的产量遥
对骨干枝按照主从关系尧先主后侧袁依次适度重截回缩
到五至六年生或皮部较厚且有一健壮枝条或枝组的部位袁

可锯去原枝的 1/3 或 1/2遥骨干枝背上有徒长枝和发育枝袁可
用其作主尧侧枝的延长枝袁以恢复骨干枝优势袁而原主尧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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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措施

4.1 加强枸杞生长发育期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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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健康发展袁保障农民利益遥
4.3 掌握气候规律袁选择优良枸杞品种
气象部门可邀请农业专家讲授枸杞种植知识袁组织枸

气象部门要充分做好气象为农服务工作袁提高气象预

杞种植户进行学习遥同时袁应选择品质优良和适应性较强的

警预报准确性袁关注各项不利于枸杞生长发育的气象要素袁

品种袁增加枸杞自身对气象灾害的抵御能力袁提高枸杞产量

进行持续不间断监测遥充分利用电视尧广播尧报纸尧网络等各

和质量遥

种媒介袁多渠道发布灾害天气预警信息袁给农民群众做好气

5

象灾害防御提供参考遥
4.2 强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加大地方财政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投入袁提高人工影
响天气的科技水平尧作业能力和服务效益袁建设人工影响天
气综合监测网袁提高动态监测能力遥根据枸杞生长发育期内
的气候条件袁适时开展人工降雨和人工消雹作业袁保证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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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推广遥
4 结论
蜜瓜是额济纳旗的主要特色农业产业之一遥额济纳旗
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种植蜜瓜袁但是每年也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冰雹尧低温冷害尧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遥为减轻气象灾害
给额济纳旗蜜瓜造成的危害袁气象部门应加强气候监测工
作袁为蜜瓜种植提供科学指导袁不断提高气象为蜜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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