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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农业气象服务现状及发展建议
李琳玉
渊河南省项城市气象局袁河南项城 466200冤

摘要 本文结合项城市农业气象服务实际袁分析了项城市农业气象服务现状袁并提出了几点发展建议袁以期更好地为促进地方农业气
象服务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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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天气尧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袁
因而对当地气候资源环境进行全面了解袁第一时间获取到
天气尧气候预报信息对确保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遥
作为气象部门面向社会和大众服务工作的重要方面袁气象为

人影作业 2 次袁有效缓解了全市旱情袁促进了项城市农业生
产工作的顺利推进遥

2 农业气象服务发展建议

2.1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提升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农服务肩负着服务农业尧促进农业发展的重任遥近年来袁随

人才队伍是增强气象为农服务水平和能力的关键因

着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袁再加上农业产业结构的

素袁气象部门应积极营造气象为农业务人员良好的学习环

调整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使用袁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气象服

境袁并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袁增强气象为农业务人员工

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袁气象为农服务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

作和学习的积极性袁将培训和项目带动进行结合袁尽快培养

挑战遥

出专业农业气象服务人才袁以更好地满足气象为农服务需

1 项城市农业气象服务现状

1.1 气象为农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求遥组建气象服务队伍是保证气象服务到户尧到田间地头的
重要环节袁主要负责信息传递尧理论指导等方面的工作袁可

项城市气象局在全市布设了多套区域自动气象站袁乡

利用培训工作来增强整体气象服务队伍素质曰应加大基础

镇覆盖率不断拓宽袁可对全市气象数据进行实时和历史查

服务设施建设袁提高气象服务能力袁促进气象为农服务工作

询袁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袁同时为小麦尧玉米尧大豆等农

持续健康的发展[1-2]遥

作物生长发育提供高准确度的气象资料遥气象局工作人员

2.2

转变观念袁增强气象信息服务质量

可自动接收气象数据袁通过科学合理分析袁对相关气象指标

农业是项城市的基础性产业袁应高度重视农业气象信

进行了解袁为广大农民提供科学有效的浇水尧追肥尧预防病

息服务袁利用气象现代化技术做好农业服务工作袁可根据项

虫害等信息袁以确保粮食增产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袁充分

城市气象灾害发生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袁制定农业

发挥出了气象为农服务效益遥

防灾减灾对策遥项城市气象局应加强与当地农业部门间的

1.2 携手多部门多方式服务助力野三夏冶

2018 年野三夏冶期间袁市气象局通过移动平台对市领导尧

沟通交流袁一起深入田间地头袁了解农民的所需尧所求袁制作
春耕尧秋收等农忙时节的气象服务产品袁提升气象为农服

市直局委领导尧乡镇协理员尧种植大户尧镇渊办冤一把手尧信息

务的针对性水平曰增强气象服务的主动性袁深入到全市设施

员等发布野三夏冶专题预报曰在全市秸秆禁烧工作微信群尧种

蔬菜大棚种植户中袁积极开展直通式设施农业服务[3]遥

植大户服务群等袁每日早尧晚 2 次发布天气预报袁及时将最

2.3 完善公共服务手段袁拓宽气象信息服务渠道

新天气尧预警情况向各镇办负责人以及种植户传递曰主动与

一是夯实工作基础袁加大县尧镇尧村三级气象基础设施

市农机局对接袁每天通过农机局信息渠道定时向全市农机

建设袁构建气象服务网络平台袁加大气象为农服务示范村建

手推送气象信息袁提供气象咨询服务曰通过农业局尧邮政储

设袁确保气象服务可延伸到乡村尧预警广播覆盖到农户曰二

蓄网点尧各镇渊办冤政府显示屏对外发布麦收期间专题气象

是提供优质尧高效的气象服务袁提升公共气象预报准确率袁

服务信息遥与此同时袁市气象局联合农业局深入田间地头袁

特别是要将灾害性和转折性天气预报工作做好袁结合不同用

采取野直通式冶服务将近期气象信息尧农用专题天气预报及

户需求袁积极开展针对性强的专业气象服务袁并增强气象服

时传达给农民袁为麦农合理安排收割时间提供参考遥

务产品质量曰三是加强与广播电视尧通信部门等之间的合

1.3 人工影响天气效果显著
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袁
项城市农作物在科技支撑下取得了较高的产量袁且转变了以
往靠天吃饭的农业状况遥在降水量不足的情况下袁可通过人
工增雨作业为农作物营造较好的生长环境袁保证农作物生长

作袁适当增加播出频率袁对气象灾害信息及时插播袁并交给
专人负责袁保证农民可第一时间接收到气象信息和各种预警
信息袁降低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4]遥

3 结语

农业气象服务是一项长期尧复杂尧艰巨的工作袁在促进

过程中有充足的水分遥2014 年出现了项城市 85 年来最严

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如何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尧农

3 次人工增雨作业袁作业效果明显曰2016 年上半年成功开展

务袁是新形势下摆在气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袁也是新时期

重的一次干旱袁气象部门主动作为袁充分发挥优势袁共开展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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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全方位和精细化的气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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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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