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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指标及模型设计
秦荣显
渊广东省连平县气象局袁广东连平 517100冤

摘要 本文构建了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遥运用模糊数学理论袁分别建立了土壤尧气温等评价因子对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
的隶属函数袁并结合专家打分法对各因子的权重进行了分配袁构建了一个二级层次结构的评价模型遥通过评价模型可定量化地计算出柠檬
在连平县各镇的生态气候适宜度袁并对生态气候适宜度进行区划遥研究结果可为当地柠檬引种尧建园尧产量及品质预测尧气象灾害损失评估
等提供科学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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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渊Citrus limon渊L.冤Burm. f.冤为芸香科柑橘属植物袁又

称柠果尧洋柠檬尧益母果等袁是一种果树树种袁经济价值较

时袁隶属度为渊0~1冤遥
2.2.2

积温及光照隶属函数遥柠檬属于喜光作物袁在其生长

高袁发展前景广阔 遥土壤尧气候等条件不仅与柠檬生长发

发育过程中对光照时间及强度均提出了严格要求袁其生长需

态气候适宜性进行分析与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函数分别构建积温及光照隶属函数遥该函数代表作物在某

[1]

育密切相关袁还对其品质与产量影响明显[2]遥因此袁对柠檬生
1 连平柠檬生长发育特征

在柠檬生长过程中袁气候环境对其影响特别明显[3-4]遥柠

檬主要发育期为院2 月下旬属于芽膨大与开放时期袁3 月中
下旬属于展叶时期袁4 月中旬属于主要开花时期袁花期往往持

要的年日照时数要求逸1 200 h遥据此袁可根据双极值型隶属
一个生长发育期内袁某一项指标只有位于指定的区间内才能
与其正常生长发育相符合遥当实际值在区间最小值以下时袁

隶属度为 0曰当实际值在区间最大值以上时袁隶属度为 1曰当
实际值在区间之内波动时袁隶属度为渊0~1冤遥

续 2 周左右袁并在 6 月初左右开始第 2 次开花袁果实在 10 月

2.2.3

2 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因子隶属函数的构建

与气象灾害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单极值负相关关系袁可使

中旬左右开始成熟遥

气象灾害隶属函数遥对柠檬影响较大的气象灾害主

要有低温阴雨尧冰雹尧雷雨大风尧干旱及雨雪冰冻遥柠檬品质

柠檬生态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袁因而往往使用模糊数学

用单极值型隶属函数来构建相对应的隶属函数遥该函数代表

理论遥将柠檬各个生育期内的气候条件尧生态环境尧田间管

作物在某一个生长发育期内袁某项指标必须位于某一数值以

理水平等当作各个不同的模糊集合袁并针对温度尧降水尧光

下或以上时才能与其正常生长发育相符合遥当与以上条件

照尧气象灾害等各个评价因子建立相对应的隶属函数袁计算
柠檬生长发育过程中每一项指标对模糊集的隶属度袁进而
获取各个因子对柠檬生长发育的适宜程度遥
以评价因子特点与属性之间的不同为依据袁可以建立

4 类隶属函数袁即专家型尧适宜度型尧双极值型与单极值型袁
并设定其评价值属于 0~1 之间的无量纲相对量遥柠檬生态

气候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中共有细化的 12 项评价因子遥根
据其各自的属性和特点袁分别针对柠檬各种生态气候适宜
度评价因子建立相对应的隶属函数遥

相符时袁隶属度为 1曰当与上述条件不符时袁隶属度则为实际
值与特征值之间的比值遥
3

3.1

一级评价模型
一级评价模型是着眼于具体的评价指标 哉ij渊i=1袁2袁3曰 j=

1袁2袁3袁4袁5袁6袁7曰取值主要针对本文实际的一级指标数量袁

如表 1 所示冤袁是基于评价指标集 Ui 建立的袁即为 哉ij寅哉i
的评模型遥

表 1 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各评价因子权重分配

2.1 种植区域生态环境
种植区域生态环境中共有土壤条件尧水源状况尧地形地

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二级评价指标名称渊Ui冤

权重
渊W i冤
2

貌 3 个因子遥可采用专家型隶属函数袁根据专家的实际经

种植区域生态环境渊U1冤

定该项指标是否满足作物正常生长发育需求或对作物正常

生育期气候条件渊U2冤

6

田间管理水平渊U3冤

2

验袁采用打分法判断实际值与其相应理想值的满足度以确
生长发育的有利程度 遥
[5]

2.2 生育期气候条件

2.2.1 温度尧1 月平均气温尧7 月平均气温及降水隶属函数遥
该函数代表作物在某一个生长发育期内袁某一项指标只有
位于指定的区间内才能与其正常生长发育相符合遥当实际值

在最小值以下或在最大值以上时袁其隶属度为 0曰当实际值
与适宜值保持一致时袁则隶属度为 1曰当实际值在区间波动
作者简介 秦荣显渊1986-冤袁男袁甘肃永昌人袁工程师袁从事天气预报尧气
象服务及应用气象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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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级评价指标名称渊Uij冤
土壤条件渊U11冤
水源状况渊U12冤
地形地貌渊U13冤
气温条件渊U21冤
降水条件渊U22冤
光照条件渊U23冤
积温条件渊U24冤
1 月平均气温渊U25冤
7 月平均气温渊U26冤
气象灾害发生率渊U27冤
日常管理渊U31冤
防灾减灾效果渊U32冤

权重
渊W ij冤
0.4
0.4
0.2
0.2
0.2
0.1
0.1
0.1
0.1
0.2
0.5
0.5

二级评价模型
就二级评价模型而言袁其主要着眼于具体的评价指标

集合 哉i渊i=1袁2袁3冤袁在评价指标体系 U 的基础上建立袁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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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信院和田管花肉苁蓉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地区深受欢迎曰但就全国而言袁宣传力度不足尧认知度不高袁

导和发展管花肉苁蓉种植尧深加工研究等工作[8]遥
3.6 加大宣传力度

无法与和田的大枣尧核桃等产品相提并论遥
3 发展建议

积极开展绿色尧有机认证及原产地保护认证尧地理标志

3.1 加快推进药食同源认证进度

产品认证等工作曰通过展会尧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推介一批

积极协调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尧卫生部门袁进一步加快

和田管花肉苁蓉产业品牌袁努力形成和田管花肉苁蓉的区

将管花肉苁蓉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步伐袁开展管花肉苁蓉

域公用品牌袁进一步扩大市场认知度和占有率遥

新食品原料申报工作袁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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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吸引一批大型龙头企业进驻
通过招商引资方式袁吸引一批大型企业进入和田管花
肉苁蓉产业领域曰研究给予种植基地尧税收减免尧贷款贴息
等优惠政策袁培育和扶持企业做大做强遥
3.3 多渠道筹措资金袁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积极争取国家尧援疆省市尧社会资金袁加大对管花肉苁
蓉种植渊接种尧滴灌冤尧人员培训以及产品精深加工等环节的
支持力度[7]遥

3.4 建立新型市场主体
鼓励和支持成立管花肉苁蓉农民专业合作社袁实行订单
生产尧保护价收购袁确保种植户利益以及在市场上的话语权遥
3.5 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
给予优惠政策袁从国内外引进专业技术团队袁帮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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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袁连平县东北部上坪一带最适宜种植柠檬曰东南部

哉i寅哉 的评价模型遥

三角尧大湖及西南部溪山尧田源等镇较适宜种植柠檬曰其他

使用专家打分法能够获取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因

子的各级权重分配袁如表 1 所示遥

地区生态气候环境一般袁不适宜种植柠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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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平县柠檬种植生态气候适宜度区划
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等级划分袁即以柠檬生态气候适
宜度评价模型为依据袁并使用隶属函数与评价模型计算实
际发生值袁得出 V 值袁V 沂[0.00袁10.00]袁进而得出较明确的柠
檬生态气候适宜度等级范围遥

利用上述评价模型求出连平县各镇生态气候适宜度值
V 袁根据 V 值对连平县柠檬种植生态气候适宜度进行区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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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好尧规模大尧发展劲头足袁具体表现在农业产业以工业

2 蔬菜标准园区创建成效

企业的形式体现袁将工业的理念渗透到农业发展的各个角

标准园创建以来袁县农业局注重示范带动作用和效果 袁
[4]

组织乡镇分管领导尧龙头企业负责人尧种植大户及村民技术
员到标准园实地参观学习 110 批次袁吸引各类社会团体和
个人到园区参观学习达 3 000 人次遥标准园的创建发挥了示

范尧培训尧引导与带动等功能袁对全县蔬菜产业发展起到了
良好的带动作用遥
截至 2018 年底袁企业化运作蔬菜标准化生产园区发展

到 8 个袁全县蔬标准园区达到 19 个遥蔬菜标准园区数目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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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袁此时可全树更新袁即紧贴地面用圆盘锯将地上部枝条
全部锯掉遥一般不留桩曰若留桩袁应将桩高控制在 2 cm 以
内袁留桩过高会达不到更新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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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迟峰袁丁文芹.丹东地区蓝莓栽培技术要点[J].辽宁林业科技袁2008

落袁有效破解了土地产出效益低的难题遥随着示范效益的凸
显袁产业将继续壮大袁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前景广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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