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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州气象条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李保安 1 吕 净 2
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合奇县气象局袁新疆阿合奇 8435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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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州气象局冤

摘要 本文总结了克州主要气候特点袁分析了克州主要气象灾害及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袁探讨了农牧业生产防灾减灾对策袁对于防
灾减灾尧保证农牧业生产正常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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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州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袁境内地形主要是山
区袁干旱少雨袁昼夜之间温差比较大袁常出现大风和浮尘天
气遥克州境内地形复杂袁气候重直地带性比较明显袁平原区

1 月曰阿合奇县年均 8 次袁最多是 5 月袁12 月几乎无大风曰阿
克陶平均大风次数最低袁但 5 月大风最多袁2 月几乎无大风遥

春季是农作物的播种期和各种林木果树萌芽期袁大风

年均降水量为 70~120 mm遥克州瓜果非常有名袁牧草资源也

天气引发扬沙和沙尘暴袁刮走浅层土壤中的种子袁或者对幼

非常丰富袁适宜发展高山草原畜牧业遥本文对克州气候特点

苗造成严重伤害曰扬起的沙尘会覆盖在林木果树及农作物

和气象灾害进行分析袁探讨了气候趋利避害的对策袁为防灾

叶面上袁影响其正常光合作用袁导致产量和质量降低遥夏季

减灾尧保证农牧业生产正常发展提供参考遥

出现大风天气袁会使小麦尧玉米等农作物出现大面积倒伏现

1 主要气候特点

象袁作物茎秆折断遥倒伏后的作物叶片堆积袁无法正常进行

克州境内海拔平均约为 3 000 m袁地势为西北至东南由

光合作用袁不利于干物质有效积累且很容易被病虫害侵袭袁

分属于中温带高原干旱气候带袁气候差异大袁温差可达 16 益

粉袁使林果严重减产袁品质下降遥受风沙天气的影响袁克州土

期 243 d遥根据气候特点和地形特征袁可将克州划分为农业

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遥

高向低走向袁平原地区部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带袁山区部

导致当年作物产量降低遥大风会吹掉花蕾袁影响林果开花授

左右遥克州州府阿图什市逸10 益年积温为 4 600 益袁年无霜

地沙漠化程度愈加严重袁耕地面积和质量不断下降袁对农牧

区和牧区袁其中平原农业区有阿图什市和阿克陶县曰山区为

2.4 高温干旱

乌恰县和阿合奇县袁以牧业为主遥
2 克州气象灾害分析及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2.1 暴雨洪水

克州暴雨洪水常出现在 5要9 月袁暴雨和洪水会带来严

重的灾难袁受灾最严重的是阿克陶县袁其次是阿图什市遥暴
雨强度的分布和克州的地形相关袁乌恰和阿合奇县暴雨强

克州高温主要在 5要9 月袁以 7 月最多袁其次是 8 月和

6 月遥阿图什市和阿克陶县高温最严重袁阿合奇县和乌恰县

较少遥长期高温少雨造成农作物减产袁牧草枯死尧牲畜得不
到足够喂食袁影响秋季长膘遥另外袁高温干旱会导致河水径
流量变小袁地下水位下降袁农田灌溉用水和牲畜用水紧张遥
2.5

霜冻

度很大袁很容易发生洪涝灾害袁大片农田遭遇积水和冲毁袁

克州霜冻主要发生在寒潮和强冷空气袭击后袁霜冻给克

对农作物生长和收成造成严重影响曰另外袁由于强降水引起

州农牧业生产造成的灾害相对较小遥受霜冻影响最严重的

山洪暴发袁使河堤遭到毁坏尧道路损毁袁房屋和桥梁等设施

是乌恰县袁其次是阿克陶县和阿图什市遥低温冻害对农作物

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证遥

和林果产量尧质量影响最大遥

2.2 暴雪

2.6

克陶县多在 12 月至翌年 3 月遥克州降雪主要发生在 2 月和

流天气对农作物及瓜果类造成极大破坏袁严重时还会引起

克州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多降雪袁其中阿图什市和阿

3 月袁其中 3 月常发生雪灾袁以阿合奇县和乌恰县最严重袁其
次是阿图什市袁阿克陶县受影响较轻遥每年冬尧春季受强降
雪天气影响袁牲畜无草可食袁长膘受到抑制袁而体弱牲畜会
因抵御不了强降温和草食供给不足而大量死亡遥雪灾封路
封山袁使运输尧通讯中断袁经济和国防建设受到严重影响遥

冰雹

克州冰雹灾害多发生在 4要10 月袁以 6要7 月最多遥强对

减产甚至绝收遥大的冰雹还会损坏房屋袁造成人畜伤亡遥
3

3.1

对气候条件趋利避害对策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袁做好气象预警工作
气象部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设备袁通过遥感尧遥测等新

技术建立天气监测网袁尤其在气象灾害多发区域进行重点

2.3 大风

监测袁全面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及气象灾害预警能力曰多方

80 年代以来袁有记录的大风次数中以乌恰县年均大风次数

间发布给农牧民袁避免或降低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

什市平均每年 19.2 次大风袁大风次数最多是 5 月袁最少是

3.2 强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克州 4要7 月多大风天气袁冬季大风最少遥自 20 世纪

最多袁约 46 次袁大风次数最多为 5 月袁2 月几乎无大风曰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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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拓展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的传播渠道袁使信息能够在第一时
人畜伤亡[1-2]遥

进一步重视人工影响天气的作用袁加大财政方面的投
入袁切实提高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和科技水平袁充分发挥
其服务效益袁有效将气象灾害给农牧业生产造成的影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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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3-4]遥

4

3.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克州属于生态环境较脆弱地区遥因此袁环境建设要坚持
科学发展观袁春季加强植树造林尧加大防沙治沙等生态工程
建设袁鼓励农牧民兴建林木种苗等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袁
退耕还林袁适度放牧袁确保生态平衡遥同时袁加大整治沙化土
地的力度袁开展农田防护林建设袁改善生态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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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合理轮作

造成的盐分在土壤耕层的积累袁减轻土壤盐渍化尧酸化等土

根据不同蔬菜对养分需求的不同和病虫害发生种类的
差异袁实行不同科属蔬菜品种的合理轮作袁可将需磷肥较多
的果菜类如瓜类尧辣椒尧番茄等与需氮肥较多的叶菜类如白
菜尧菠菜等和需钾肥较多的根茎类如马铃薯尧山药等进行轮
作袁以充分吸收土壤中的养分袁也可以避免因重茬造成土壤
缺乏某种营养和土壤养分的拮抗作用袁提升土壤质量袁并减
轻病虫害发生程度遥同时袁也可以将深根性的豆类尧茄果类尧
瓜类蔬菜与浅根性的甘蓝尧白菜尧葱蒜类蔬菜等进行轮作袁

壤问题遥
2.6 调节土壤 pH 值
棚室蔬菜种植引起土壤酸化是一种普遍现象袁每年要

对棚室内土壤进行 1 次 pH 值检测袁当 pH 值在 5.5 左右时袁

可结合翻地在土壤中施入石灰或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袁并
使之与土壤充分混合袁不仅能提高土壤的 pH 值袁还能杀灭
土壤病原菌遥

2.7 其他措施
在夏季棚室休闲期可结合高温闷棚和土壤消毒处理进

既可以使蔬菜充分吸收利用不同土层中的养分袁又可以逐
渐改善土壤肥力袁减少病原菌和有害物质的积累遥

行大水漫灌袁以水压盐袁将耕作层内高浓度的盐分带走曰也

2.4 土壤深翻

可以利用夏季休棚期在棚室内种植三叶草尧绿豆尧菠菜尧苜

棚室蔬菜收获完毕后袁施用有机肥对土壤进行深翻袁一

般耕作层深度要达到 30 cm 以上袁彻底打破犁底层袁使耕作

蓿等作物袁待作物长至 10 cm 左右时袁将其深翻入土袁以增
加土壤有机质袁提高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袁改善土壤团粒结

层土壤疏松肥沃袁既可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袁还能提高土壤

构袁增加土壤通透性袁降低土壤酸化和板结现象袁改善根系

的蓄水保墒能力曰同时在蔬菜生长期尤其是定植后袁要进行

生态环境袁促进根系生长发育袁提高植株抗逆性遥

中耕锄划袁活化土壤袁促进根系下扎袁提高植株的抗逆性 遥
[4]

2.5 合理浇水
大水漫灌对土壤表层有冲刷作用袁对土壤耕作层有一
定的破坏性袁故棚室蔬菜要尽量减少浇水次数袁严禁大水漫
灌遥棚室蔬菜浇水可采取隔沟轮浇或滴灌的方法袁以减少浇
水对土壤耕层的破坏袁减少用水量袁降低棚室内的湿度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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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地面气象观测业务逐步向规范化尧现代化方向发展袁并
且强化野3S冶技术尧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的使用尧农业气象灾害
风险分析评估尧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技术手段的应用曰并且与
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袁进一步提升农业气象监测预报资
料的准确度袁以制作更为精准尧全面的多元农业气象服务产
品袁为现代农业长远发展提供有效服务[3-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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