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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科学

秋季连阴雨天气对安阳市农业生产的影响
郭 宁
渊河南省安阳市气象局袁河南安阳 455000冤

摘要 安阳市气候变化较为明显袁秋季往往会有持续连阴雨天气出现袁导致农作物病害加重尧农作物产量下降袁不能及时收获遥本文结
合安阳市连阴雨天气实际袁分析了秋季连阴雨对安阳市农业生产的影响袁并提出了连阴雨天气防御对策袁以期为安阳市粮食安全生产提供
参考遥
关键词 秋季连阴雨曰农业生产曰影响曰防御对策曰河南安阳
中图分类号 S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19冤09-0187-01

安阳市位于河南省最北部袁地处山西尧河北与河南三省

铃率增加袁延长了晚秋棉桃的成熟时间袁使棉花采摘工作也

的交界处袁是河南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袁是农业部规划

随之推迟遥此外袁秋季连阴雨天气还会对已经吐絮和开裂的

的粮食尧棉花尧油料优势种植区域袁是国家确定的全国优质

棉铃产生影响袁不利于优质高产棉花的形成[3]遥秋季连阴雨

小麦生产基地市遥连阴雨天气是安阳市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袁

天气结束后袁会对棉株底部通风透光性产生影响袁低温潮湿

集中出现在 4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袁其中秋季连阴雨的持续

环境下极易出现烂桃袁而且土壤湿度过大袁为病虫害滋生提

时间较长袁对农作物的影响范围广且大多在秋收尧秋种关键

供了有利条件遥

农事季节出现袁对玉米尧花生尧大豆尧棉花等秋作物的生长发

1.4

对瓜果蔬菜的影响

育和成熟收获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袁会使成熟的秋作

持续连阴雨天气的出现袁会造成光照不足袁影响蔬菜光

物发生霉烂尧变质袁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袁同时还会阻

合作用袁不利于其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袁使植株抵抗病害的

碍秋播秋种工作的顺利开展[1]遥基于此袁本文重点探讨了秋

能力下降曰再加上低温高湿袁降低了土壤的透气性袁对根系

季连阴雨对安阳市农业生产的影响袁 并提出了防御对策袁

的生长极为不利袁会影响蔬菜的产量和品质[4]袁如茄子顶端出

以期为确保粮食安全生产提供参考遥

现病斑尧黄瓜顶心生长发育速度减缓遥连阴雨天气还会影响

1 秋季连阴雨对安阳市农业生产的影响
1.1 对玉米尧大豆的影响

若持续连阴雨天气出现在玉米尧大豆成熟灌浆期内袁会

瓜果的生长发育袁如大枣表面出现病症袁甚至衰落遥
2 防御对策

2.1

多举措做好连阴雨天气气象服务

导致光照严重不足袁对有机物的合成产生影响袁不能满足大

一是做好气象预报预警服务工作袁将具有现代化水平

秋作物灌浆的需求遥大秋作物灌浆强度下降袁会降低玉米粒

特征的雷达尧自动站等观测仪器进行结合袁时刻监测天气变

重尧使大豆豆荚的空瘪率上升袁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遥

化情况袁气象部门应加强与农业尧交通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

连阴雨天气下袁田间相对湿度较大袁玉米极易出现霉烂袁甚

作袁及时制作并发布天气预报预警尧雨情信息等遥二是及时

至出芽袁色泽度降低[2]遥连阴雨天气的出现伴随着低温天气袁

制作专题气象服务材料袁将最新雨情信息传送到当地政府和

导致温度基本不能满足农作物生长发育需求袁会延缓玉米尧

涉农部门等袁并借助于多媒体传播平台将气象服务材料传

大豆等作物的成熟期遥

递到农民手中袁全面分析连阴雨天气对当地农作物成熟和

1.2 对花生的影响

1.2.1 对春花生的影响遥若连阴雨天气持续时间较长袁会使
春花生发霉发黑数量增加袁甚至部分腐烂袁导致花生仁发芽尧

生长发育可能造成的影响袁并提出科学有效的农事气象服
务建议遥
2.2 高度重视应对工作

花生瓣发绿数量增加遥花生皮发黑发霉后袁会影响晒干销售

安阳市政府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袁严格落实责任袁将应

的花生价格袁且花生仁发芽虽然不会影响花生榨油袁但却不

对低温连阴雨天气作为当前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任务遥要科

利于农民预留花生种袁将会对翌年花生发芽率产生影响袁农

学判断苗情尧墒情和天气变化情况袁切实做好各项应对工作曰

民需花费大量时间挑出发芽尧发绿的花生仁遥

加强宣传袁及时将灾害预警信息和应对措施通过报纸尧电

1.2.2 对麦茬花生的影响遥若在麦茬花生收获期出现连阴

雨天气袁会使麦茬花生收获时间延迟袁导致 33.3%左右的花
生腐烂在土地中袁对麦茬花生的产量造成影响遥尤其是长期

视尧网络等媒介告知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袁将连阴雨天气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遥
2.3 全面落实防御措施

连阴雨天气为田鼠过冬储备食物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袁田鼠

一是加强田间管理遥及时采收已经成熟的农作物袁排除

会将大量麦茬花生储备到洞穴内袁降低了花生产量袁增加了

田间积水曰对可能发生冻害的麦苗应及时补施速效营养叶

鼠害风险遥

面肥袁促进作物恢复生长遥二是加强防冻保暖遥设施作物可

1.3 对棉花的影响

9 月是安阳市棉花裂铃吐絮旺期袁若此时出现持续性的

低温连阴雨天气袁将会对棉花裂铃吐絮产生影响袁使棉花烂
收稿日期 2019-01-18

采取加搭中小拱棚尧覆无纺布尧安装 LED 灯等保温增温补光
措施遥三是加强病害预防遥抢晴做好大棚蔬菜瓜果病害的防
治工作袁及时摘除老叶和病叶袁降低病菌基数袁降低连阴雨
渊下转第 189 页冤
187

王玉红院酒泉地区寒潮天气特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苗冻死袁不能按期发芽或者芽苗冻死遥经济作物种子或幼苗
冻死后袁如果补播会错过其最佳播种期和生长期袁不能获得
应有的收益袁只能改种其他对生长期不太敏感的普通作物袁
给农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遥

2011要2018 年最早 的一次 秋季寒 潮出 现在 2016 年

9月袁24 h 降温幅度达到 11.1 益袁地面温度降至-3.9 益袁形成

其次是 2012 年 4 月的 2 次寒潮渊降温幅度分别是 48 h 降温

了 13.3 益和 12.5 益冤曰3 月出现的寒潮天气过程最低气温达
到-8.9 益袁4 月出现的寒潮天气过程最低气温达到-4.7 益曰

在 2011要2018 年出现的寒潮天气过程中袁共有6 次过程伴
有降雪尧6 次伴有扬沙尧4 次有大风过程遥

酒泉地区春季寒潮暴发相对较多尧降温幅度较大袁通常

了最早的霜冻天气遥受影响最大的当属大田蔬菜袁农户最常

还伴有大风尧沙尘暴和降雪天气袁而春季是当地各种蔬菜尧

种植的茄子尧辣椒尧番茄尧豆角等蔬菜秧苗被冻死袁霜冻过后

瓜果尧农作物播种和开花结果的关键时期袁寒潮的暴发对农

这些蔬菜基本不能再继续生长袁无法形成产量遥11要12 月酒

业生产的影响极大遥农户应当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提早做

泉地区进入冬季袁已无大田农作物袁这个时期的寒潮不会对

好防霜冻准备袁适当提早或推后播种期袁或者采取诸如在田

农业生产造成大的影响袁只是对人们出行尧交通尧电力设施

中熏烟或者灌水的措施[3-4]袁避免寒潮暴发对农作物和瓜果

等造成一定的影响遥

造成大面积的损失遥

4 结论

综合分析 2011要2018 年酒泉地区寒潮天气过程可以

看出袁2011要2018 年酒泉地区共出现不同强度的寒潮天气

过程 14 次袁最早出现在 9 月渊2013 年冤袁最晚出现在 5 月
渊2016 年冤袁集中出现在 11 月至翌年 4 月袁其中以 4 月出现

寒潮天气过程的频率最高袁其次为 12 月袁再次为 3 月曰以

2016 年 4 月寒潮经过时降温幅度最大渊24 h 降温达 14.9 益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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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的大风尧雨雪尧降温和持续低温等灾害性天气对当地的

布朗李子树几乎全部死亡遥

的袁如空气质量下降尧低温冷害等曰有些灾害是寒潮天气直

2.5 寒潮对奈曼旗电力及通讯设施的致灾情况

接造成的结果袁如积雪尧道路结冰尧寒害尧霜冻害尧风灾等遥因

2000要2001 年冬季袁此次低温奈曼旗的大扁杏尧优质栆树尧

寒潮引发的冻雨天气会造成电线上积满雨凇袁雨凇最大

工农业生产和百姓日常生活影响都很大袁有些是间接引发

此袁应该对寒潮天气和寒潮灾害给予足够重视袁以便及时采

的危害是使供电及通讯线路中断袁造成输电尧通讯中断袁严

取防御措施[8-9]遥

区的电力及通讯设施造成较大损失的寒潮降水天气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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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遥1961要2010 年的 50 年间对奈曼地
1968 年 10 月下旬尧1970 年 10 月下旬尧1977 年 10 月下旬尧

2000 年 10 月下旬袁其雨夹雪量都在 15 mm 以上袁最大的在
1977 年 10 月下旬袁达 55 mm遥春季有 1962 年 4 月上旬尧

1967 年 4 月上旬尧1979 年 4 月上旬尧1982 年 4 月上旬尧1991 年
4 月上旬尧1997 年 4 月上旬尧1999 年 4 月上旬尧2002 年 4 月
上旬尧2008 年 4 月上旬袁其雨夹雪量都在 5 mm 以上袁最大

的在 2002 年 4 月 6 日袁达 21 mm遥根据调查结果和资料统计
来看袁秋季低温冻雨出现的概率虽少袁但对电力及通讯设

施的损坏程度要比春季大的多袁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一旦
出现较严重的冻雨天气袁对电力及通讯设施的破坏是非常
严重的遥
3 结论与讨论
分析结果表明袁寒潮天气是奈曼旗多发的气象灾害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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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尧国务院对农村气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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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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