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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计分析 1959要2017 年秦皇岛市抚宁区气象局气候资料发现袁抚宁区的光尧热尧水等气象条件适宜生姜的生长发育曰初霜日逐
渐后推袁生姜生长期延长袁姜块生长更加饱满曰春季降水偏少袁干旱时有发生曰主要气象灾害有冰雹尧大风尧暴雨袁每年都有发生的可能遥在选
择种植基地时袁应选取有灌溉条件的地块袁避免在低洼地段栽种袁以减轻干旱尧洪涝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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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抚宁区是河北省生姜之乡袁抚宁区生姜采用
农家肥种植袁绿色无公害袁生姜姜片大尧纤维少尧姜味浓袁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日本尧韩国等多个国家遥抚宁区生姜
种植面积逐渐扩大袁是全区特色主栽蔬菜品种之一遥有研究
表明袁生姜全生育期光尧温尧水等条件直接影响生姜的产量
和品质袁不同纬度带气象条件不同袁出产的生姜产量和品质
不同[1-2]遥本文分析了抚宁区生姜生长期内的气象条件袁建立
不同生育期气象指标袁研究各生长发育期气象灾害对生姜的影响袁

1.1 气温

生姜生育期间适宜温度为 25耀32 益袁低于 15 益或高于

35 益均不利于其生长发育遥温度低于 10 益时易发生寒渊冷冤

害袁导致姜块收获后不耐贮存遥种姜在温度达到 16 益以上

时开始发芽袁但发芽极慢曰在 22耀25 益条件下袁幼芽生长速

度适宜遥根系生长发育适温为 25耀30 益袁低于 20 益时根系生
长受阻遥

抚宁区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5 益的初日为 4 月 26 日尧

以期为预防生姜病虫害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遥资料来源于秦

终日为 10 月 6 日袁初终间日数为 165 d袁满足生姜全生育期

起始时间为 1981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渊不含

整齐袁用草垫覆盖进行保温催芽袁草垫上适时喷水保持湿润袁

皇岛市抚宁区气象局袁平均值采用近 30 年整编日资料袁数据
2 月 29 日冤曰其他资料统计时间序列为 1959要2017 年遥
1 生姜生长对气象条件的要求

生姜原产于中国及东南亚等热带地区[3]袁性喜温袁耐阴袁

抗寒能力较弱袁全生育期渊播种至完全老熟采收冤160 d 左
右遥抚宁区生姜的生长期为 4要10 月袁适宜的气温尧日照尧降
水条件对生姜高品质的形成起关键作用遥

要求遥抚宁生姜发芽期在室内进行袁种姜晾晒 2~3 d 后码放
温度控制在 20~25 益之间袁当姜芽长到 1 cm 时即可播种遥抚
宁区生姜通常在 4 月中旬播种袁采用低拱膜覆盖袁有利于提

高膜内温度袁保持水分遥由表 1 可知袁抚宁区旬平均气温从
4 月中旬渊12.5 益冤至 7 月下旬渊25.6 益冤为上升阶段袁此后气
温开始下降袁10 月上旬旬平均气温为 15.5 益袁满足生姜对
温度的要求遥收获期在 10 月中旬末至下旬初袁此时平均气

表 1 抚宁区生姜生长期气温条件
发育期
播种出苗期
分枝期
姜块膨大期
收获期

时段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
5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
7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10 月中旬至下旬

适宜气象条件
气温逸15 益曰土壤相对湿度 65%耀75%
气温 20耀25 益曰土壤相对湿度 70%耀80%
气温 20耀28 益曰气温日较差 8 益以上曰土壤相对湿度 70%耀85%
气温 15耀20 益

温仍在 10 益以上遥抚宁区热量条件适宜生姜的生长遥

1959要2017 年袁抚宁区多年平均初霜日为 10 月 15 日袁

最早出现在 1967 年 10 月 1 日袁最晚出现在 2001 年 10 月
29 日遥从图 1 可以看出袁初霜日出现时间逐渐推迟袁推迟率

为 2.46 d/10 a袁最近 10 年初霜日平均出现在 10 月 20 日左右遥
初霜日的推迟袁避免了低温冷害的发生袁有利于生姜窖藏遥
1.2 光照

生姜对光反应敏感袁不耐强光 [4]袁而且不同生长时期对

光照强度的要求不同遥发芽时要求黑暗袁幼苗期要求中强光袁

10-31

表 2 可知袁抚宁区全年平均日照时数 2 591.2 h袁生姜生长期内

平均每日光照 7.4 h曰7 月阴雨天气全年最多袁日照时数平均为

6.4 h/d曰8 月尧9 月是姜块膨大期袁日照时数增多袁平均每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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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生长期要求较强光照遥生姜根茎形成期对日照长短的
要求不严格袁一般日照长度 8 h 左右最有利于根茎生长遥由

抚宁区气象条件
气温 12.5耀18.3 益
气温 20.3耀25.0 益
气温 15.5耀25.6 益曰日较差 8 益以上天数占 80%
气温 9.8耀12.7 益

图1

年份

1959要2017 年抚宁区初霜日出现日期

照 7 h 以上袁日照百分率达 52%耀63%袁对生姜生长有利遥
1.3 水分

生姜为浅根性作物袁根系不发达袁对土壤深层水分吸收
能力较弱曰叶片的保护组织不发达袁水分蒸发较快遥因此袁生
姜不耐旱袁要求土壤始终保持湿润袁以土壤含水量维持在田
67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园艺学
间最大持水量的 70%耀80%为宜遥一般幼苗期生长量少袁需水

降水尧冰雹时必定伴有大风遥雷雨大风风力大袁破坏力强袁危

少曰盛长期则需要大量水分遥在干旱条件下袁生姜生长不良袁

害严重袁会造成部分生姜叶片折断袁甚至大面积倒伏袁严重

产量大幅度降低袁且根茎纤维增多尧品质变劣遥如果土壤积

影响生姜产量遥

水袁会造成生姜发芽出苗缓慢尧根系发育不良袁甚至导致根

2.3

区全年降水量 624.5 mm袁主要集中在 7要8 月袁达 341.2 mm袁

每月均有 1 次 50 mm 以上的暴雨出现袁超过 100 mm 的大暴

4要6 月和 9 月雨量较少袁容易发生干旱袁应注意适时灌溉遥

持续的强降水和连阴雨天气可使低洼地块长时间浸水袁引

系腐烂尧引发姜瘟病袁造成减产甚至绝产遥由表 2 可知袁抚宁

占全年降水量的 55%左右袁正常年份能满足生姜的生长要求曰
表 2 抚宁区生姜生长期光照和降水分布状况

月份
4
5
6
7
8
9
10
全年

日照时数/h
244.7
262.0
233.7
198.6
219.2
231.1
218.2
2 591.2

日照百分率%
61
59
52
44
52
63
64
59

2 影响生姜生长的主要气象灾害

阴天日数/d
6.9
8.7
10.6
13.6
9.6
6.2
5.7
83.1

降水量/mm
26.4
50.9
90.4
187.8
153.4
57.5
27.9
624.5

暴雨尧连阴雨
从图 2 可以看出袁涝灾主要出现在 6要9 月袁7 月尧8 月

雨主要出现在 7要8 月袁平均每 2 年就有 1 次大暴雨出现遥
发姜瘟病袁造成减产甚至绝收遥雨后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袁
并中耕培土袁改善田间小气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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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喜阴喜湿袁不耐高温强光遥在高温烈日下袁姜苗生

0

长不良袁叶片不能正常展开袁植株分叉时间推迟袁从营养生
气温超过 26 益袁生姜生长受阻曰超过 35 益袁会造成干叶甚至

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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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温

长至生殖生长的时间延长袁会影响姜块的膨大和产量形成[5]遥

冰雹

4

5

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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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9要2017 年抚宁区各月灾害出现次数

植株死亡遥进入 5 月袁抚宁区每年都会出现 1~2 次气温骤升

3 建议

的高温天气袁高温强光使地膜内气温迅速升高袁将直接导致

综合分析发现袁抚宁区的光尧热尧水等气象条件适宜生

姜芽干枯死亡袁致新生叶片畸形袁长出的新叶不能正常伸
展袁植株矮小袁叶色衰黄袁导致姜块瘦小尧产量降低尧品质变

姜生长发育曰春季降水偏少袁干旱时有发生曰主要气象灾害
为冰雹尧大风和暴雨袁每年都可能发生遥在选择生姜种植基

劣遥抚宁区高温天气通常出现在晴朗西南风控制下袁干热的

地时袁建议选取有灌溉条件尧地势稍高尧土层深厚尧土质疏松

西南风升温快尧持续时间长遥气象服务人员应及时关注天气

肥沃的地块袁避免在低洼地段栽种生姜遥同时袁及时收听天

变化袁提前发布高温预警袁提醒农户及时对地膜进行通风袁

气预报袁做好灾害性天气的应对工作袁最大可能地趋利避害遥

适当覆盖遮阳物遥
2.2 冰雹尧大风
夏季光热充足是生姜生长旺盛期袁同时也是抚宁区出

现冰雹尧大风灾害最严重时期遥从图 2 可以看出袁抚宁区冰雹

灾害在每年的 4要9 月均有可能发生袁主要出现在 5要6 月袁
占全年冰雹出现次数的 60%袁尤以 6 月冰雹发生概率最大袁
此期正是生姜生长关键期袁雹灾会造成生姜叶片尧植株折

断袁严重影响产量遥5要6 月也是大风出现最多的月份袁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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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棚内土壤团粒结构袁增强土壤的通透性遥石灰氮消毒时施

安全袁企业尧合作社和种菜大户大力推广病虫害绿色生态技

用大量的秸秆曰推行种植行间铺设秸秆技术袁不仅起到了还

术袁通过对上争取和自筹资金袁积极推广黄色和蓝色粘虫板尧

田的目的袁还起到了保温尧保湿尧减少农膜使用量的效果遥下

性诱剂等器具的应用袁极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遥在土壤消毒

一步应推行秸秆生物反应堆和水肥一体化联动应用技术遥

方面积极推广石灰氮消毒袁大力禁止社员施用禁用农药袁积
极宣传引导社员少用水压盐的方式进行土壤改善遥四是积
极探索使用微生物肥渊生物有机肥冤进行土壤改良遥为消毒
后的大棚提供专用微生物肥袁提高土壤活性曰为选定的示范
棚免费测土袁依据土壤状况制定整个生长季的套餐配方袁并
加强生产使用指导遥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改变社员的用肥
习惯袁减少化肥使用量袁改善土壤的酸化尧盐化现状遥五是积
极引导菜农应用大田秸秆还棚降低棚内的酸度及盐度袁改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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