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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发展枸杞产业的气候条件分析
唐文惠
渊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气象局袁青海乌兰 817199冤

摘要 本文分析了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及枸杞生长发育适宜的气候条件袁指出了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不利于枸杞生产的
气候条件袁并提出了应对措施袁以期为当地枸杞产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枸杞曰气候条件曰发展对策曰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S56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19冤09-0074-01

枸杞为茄科枸杞属多年生双子叶落叶灌木袁是一种适
应性强尧经济价值高尧用途广泛的经济林树种 遥枸杞耐寒性
[1]

发育遥柴达木盆地东部每年 5要9 月的温度完全适合枸杞生

长发育需要袁能满足枸杞生长喜凉的习性袁是天然适宜发展

很强袁喜冷凉气候曰根系发达袁耐干旱曰喜光袁光照充足有利

枸杞产业的地区遥

于枸杞枝条生长健壮尧果大粒多尧产量高尧品质好遥枸杞果实

2.2

光照

甘美可口袁营养丰富袁是补益肝尧肾尧肺的佳品 遥柴达木盆地

枸杞喜光袁生长发育期内光照不足时袁一般不会结果或

东部地区属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区袁光照充足袁降水稀少袁

只结少量果实遥种植枸杞必须选择向阳地块袁充足的光照有

蒸发量极大袁是青海省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袁所产枸杞粒

利于提高枸杞植株光合作用袁增强枝干寿命袁使植株发育茂

大尧色红尧肉厚尧含糖分高袁是天然无污染高级补品 [3]遥近年

盛袁开花多袁结果率高遥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在枸杞生长发

[2]

来袁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袁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加
大了枸杞种植力度袁为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开辟了一条新路径遥

育期内平均日照时数为 1 560 h袁完全满足枸杞喜光需要遥
2.3 水分

1 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气候条件

枸杞根系发达袁既耐干旱袁又对水分有一定要求遥种植

1.1 温度

枸杞适宜选择较湿润的地方袁如果积水过多袁易使枸杞根部

的主要生长期袁平均气温为 12.5 益遥其中袁夏季 6要8 月平均

枸杞生长遥枸杞成熟时袁必须在 2耀3 d 内全部采摘完毕曰否则

每年 5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是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枸杞

泡坏袁引发烂根尧死株遥土壤含水量在 18%耀22%时袁最适合

气温约 19 益袁是枸杞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袁决定着后期果

遇降雨天袁枸杞果实会裂开霉变遥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虽干

实的质量和产量遥夏季平均气温偏高袁会缩短枸杞生长期袁

旱少雨袁但灌溉水源充足袁因而具有发展枸杞产业得天独厚

利于赶在阴雨和降温前采摘和晾晒枸杞袁保证枸杞果实的

的地理条件遥

质量和产量遥
1.2 光照
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光照资源丰富袁枸杞整个生长发

3 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不利于枸杞生产的气候条件
3.1

低温

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初霜冻最早发生在 8 月上旬袁终

育期光照时数平均达 1 560 h袁充足的光照有利于枸杞植株

霜冻最晚结束于 6 月上旬遥这 2 个时间都处在枸杞生育期

杞生育后期袁光照能促进枸杞糖分充分积累袁且有利于采摘

会受到严重影响曰若秋季初霜冻来得过早袁会导致枸杞后期

健壮生长袁同时亦能促进枸杞开花结果和果实着色遥尤其枸
后晾晒遥
1.3 水分

内袁如果低温霜冻出现在枸杞开花坐果期袁当年枸杞产量就
生长发育滞后袁产量降低[4]遥
3.2 干旱

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区袁降水稀少袁

枸杞虽然耐旱袁但如果在生长期内缺少必需水分袁则会

气候干旱袁与枸杞生长发育不相适宜曰但柴达木盆地东部水

造成枸杞植株内部水分失衡袁导致枸杞生长发育受抑袁引发

资源丰富袁诺木洪河水量足袁通过引水灌溉可满足枸杞生长

病害袁影响果实品质遥枸杞开花时期出现干旱袁落花概率增

发育所需水分遥

大袁坐果率降低袁严重干旱时会出现花蕾干枯遥在枸杞果实

2 枸杞生长发育适宜的气候条件

膨大期遇干旱袁果实正常发育会受影响袁成熟迟缓遥

2.1 温度

3.3

即可萌芽袁在约-3 益低温下幼苗依然可生长袁在-25 益低温下

杞植株造成损坏袁影响枸杞产量和质量遥降雹时会伴随强降

下能继续生长遥枸杞根部在 8耀14 益时生长最快袁16耀18 益时

严重时会造成枸杞植株死亡遥

枸杞耐寒力强袁喜较凉气候遥气温稳定在 7 益左右种子

冰雹
冰雹具有突发性和局域性袁雹粒会损伤枸杞果实袁对枸

植株不会产生冻害遥同时袁植株也较耐高温袁在 33.9耀42.9 益

水和大风袁种植园内如存积水袁根系会被泡坏或引发病虫害袁

茎叶生长最适宜袁开花最适宜温度为 16耀23 益袁结果期最适

3.4

宜温度为 20耀25 益遥秋季气温降至 10 益以下时袁果实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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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阴雨
枸杞果实成熟期袁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会有连阴雨

天气遥连阴雨天气不利于枸杞果实采摘袁会导致果实开裂袁
品质降低曰并且采摘下来的果实不能及时晾晒袁易发生霉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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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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