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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子湖气温变暖趋势及影响分析
蔡文军
渊内蒙古自治区拐子湖气象站袁内蒙古额济纳旗 735400冤

摘要 本文对拐子湖 1981要2017 年逐年平均气温进行了统计分析遥结果表明袁拐子湖近 37 年总体气候趋于变暖袁其中年平均气温尧
年平均最高及最低气温气候倾向率分别为 0.367尧0.308尧0.450 益/10 a曰各月份平均日最高气温除 12 月略下降外袁1要11 月均趋于升高袁日最
低气温中除 1 月外袁其余月份均趋于升高遥气候变暖后利弊兼有袁应趋利避害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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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0 年全球气候趋于变暖袁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

新监测结果显示袁2000要2009 年是 1880 年全球有系统气象

拐子湖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为相对偏冷期袁21 世纪后为相
对偏暖时期遥

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 10 年曰2010 年 1要4 月全球地表

2.2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尧最低气温变化

拐子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袁地处内陆袁为温带大陆性气候袁

1要11 月均趋于升高袁1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3.6 益袁气候倾向

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69 益袁是 1880 年以来同期最高值区遥

分析近 37 年拐子湖地区月平均日最高气温变化可知袁

干燥少雨袁全年昼夜温差大袁春季多风沙天气遥本文对近

率 0.169 益/10 a曰2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为 10.6 益袁气候倾向率

化趋势袁以期为积极应对地方气候变化提供参考遥

气候倾向率分别是 1.466尧1.090 益/10 a曰5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37 年拐子湖地区气温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袁揭示了气温变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拐子湖观测站 1981要2017 年逐年平均气温

资料袁运用 Excel 软件统计计算袁并采用线性倾向估计尧累积
距平等方法分析拐子湖站气温变化趋势遥
年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由图 1 可以看出袁拐子湖站 1981要2017 年年平均气温

为 9.8 益袁近 37 年逐年平均气温呈波动升高趋势袁气候倾向
率为 0.367 益/10 a遥37 年中年平均最高气温尧最低气温均趋

于升高袁气候倾向率分别为 0.308尧0.450 益/10 a袁与年平均气
温变化一致且极值出现年份也相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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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益袁气候倾向率 0.18 益/10 a曰6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38.3 益袁

气候倾向率 0.535 益/10 a曰7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40.7 益袁气候
倾向率 0.33 益/10 a曰8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38.7 益袁气候倾向
率 0.376 益/10 a曰9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33.9 益袁气候倾向率

0.195 益/10 a曰10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26.4 益袁气候倾向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1.149 益/10 a曰3 月尧4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分别为 20.9尧34.6 益袁

0.755 益/10 a曰11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15.8 益袁气候倾向率
0.617 益/10 a曰12 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5.6 益袁呈现略下降趋
势袁气候倾向率-0.037 益/10 a遥

分析近 37 年拐子湖地区月平均日最低气温变化袁除 1 月

略下降外其他月均趋于升高遥1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24.1 益袁

气候倾向率-0.105 益/10 a曰2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20.5 益袁气
候倾向率 0.087 益/10 a曰3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14.6 益袁4 月
平均日最低气温-5.0 益袁5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 2.8 益袁气候倾
向率分别为 0.181尧0.576尧0.24 益/10 a曰6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
10.7 益袁7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 14.8 益袁8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

12.1 益袁气候倾向率分别为 0.742尧0.488尧0.067 益/10 a曰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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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日最低气温 3.3 益袁10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6.3 益袁11 月
平均日最低气温-15.7 益袁气候倾向率分别为 0.16尧0.272尧

0.606 益/10 a曰12 月平均日最低气温-22.4 益袁气候倾向率
0.225 益/10 a遥
3

年份

图 1 1981要2017 年年平均气温尧平均最高及最低气温
变化趋势
近 37 年中年平均气温正距平年有 23 年袁负距平年为

14 年遥其中袁20 世纪 80 年代年平均气温 9.3 益袁90 年代升至

9.8 益遥进入 21 世纪袁年平均气温明显升高袁2001要2010 年

结论与讨论
分析结果表明袁拐子湖地区年平均气温尧年平均最高及

最低气温均呈现升高趋势曰近 37 年中各月平均日最高气温

1要11 月均趋于升高袁12 月略下降袁各月平均日最低气温除
1 月外袁其余月份均呈升高趋势遥

全球气候变暖袁拐子湖地区气温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袁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袁气象灾害破坏程度逐年加大[1]遥气

平均气温 10.1 益袁2011要2017 年平均气温 10.2 益遥总体上袁

候变暖袁有效积温升高袁春霜结束早袁春播得以提前曰而秋季

作者简介 蔡文军渊1979-冤袁男袁四川大英人袁工程师袁从事综合气象观
测业务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2-15

利于喜温作物种植[2]遥但气温升高加速农作物生长发育袁生

194

初霜推迟袁秋作物受冻害几率下降袁同时延长农作物生育期袁
渊下转第 196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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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巡查信息员尧地质灾害信息员尧村级民政信息员等均纳入
了地方财政保障袁每年人均可获 500~1 000 元的工作补贴曰

纵向比较袁浙北德清尧萧山等先进县局已将气象信息员补助

基础工作袁在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农业气象灾害数据库袁编制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图遥
2.3

提升野三农冶气象服务水平

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袁而温州市大部分县渊市冤尚无法实

2.3.1

现袁从而造成基层气象野四员冶队伍落而不实尧抓而不紧的现

的重点现代农业园区袁建立农田小气候观测站尧农业气象实

象出现袁严重影响了野三农冶气象服务实效遥

验基地及作物生长远程监控系统袁全面实现农业气象服务

2 以气象服务野三农冶振兴新农村的对策

2.1 完善基层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加强野三农冶气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遥选择有代表性

设施信息化尧自动化尧网络化遥
2.3.2

拓宽农业气象服务方式方法遥开展县域气象特色服

强化顶层设计袁在省级层面出台相关政策袁有效管理已

务野一县一品冶建设袁按照野有设施尧有方案尧有指标尧有服务尧

有的社会资源袁将基层信息员队伍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袁

有气候品质认证冶标准袁建立特色农业示范点遥积极融入温

并建立和完善气象防灾减灾基层野四员冶队伍的工作考评激

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遥在茶叶尧枇杷尧杨梅 3 种农业

励机制[3]遥基层各县局也可以进一步争取地方财政支持袁通

的理赔情况袁气象部门调整保险准入条件袁进一步加强农业

对气象信息员交通尧通讯尧误工给予固定补贴和适当补助袁

气象指数保险试点过程中不断汲取农户意见袁结合之前发生

过政府购买服务尧转移支付等手段袁实现气象野四员冶队伍

气象指数保险指标站建设袁完善固定保险周期尧细化赔偿区

保障经费的 落实遥 可 以借鉴 浙江富 阳等地 先进做法袁积

间尧兼顾海拔因素袁通过不断调整袁保障农业气象指数保险

极推动村级气象信息员队伍融入地方综治网格员队伍遥同

可持续发展[5]遥同时袁对温州市特有农业推行农业气候品质

时袁进一步落实乡镇渊街道冤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职责袁明确气

认证袁推广本土优质农产品袁帮助农户打开网络销售渠道袁

象协理员尧气象信息员的身份和职责袁强化基层气象防灾减

实现气象带动农业增产增收遥

灾工作绩效考核袁提升防灾减灾和公共安全气象保障服务
能力遥
2.2 提升野三农冶气象服务防灾减灾建设能力
2.2.1

加快推进野三农冶气象灾害监测网建设遥在现有气象

自动站的基础上袁增加自动站密度袁提高对中小尺度灾害性
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袁开展野三农冶气象服务精细化预报袁提
高农业气象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报预警在时间尧落点和
量级上的准确率遥构建农业尧交通尧水利等多部门灾害监测
预警信息共享机制袁促进跨部门基础信息共享袁扩大气象预
警信息传播覆盖面[4]遥

2.2.2 开展农村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遥温州市气象

部门致力于围绕灾前防范袁不断探索防范认证尧灾害应急等
管理机制袁稳步开展国家级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示范村渊社
区冤建设和气象灾害应急准备认证单位认证遥将气象工作列
入乡镇条线考核袁进一步落实基层气象灾害防御责任遥充分
利用野农村文化礼堂冶尧科普宣传栏等阵地袁深入开展气象科
普教育和气象信息应用培训袁提高农民气象灾害防御意识尧
知识尧技能遥积极开展农村气象灾害应急准备认证工作袁各村
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袁每年在农村开展气象灾害应急演
练 1 次遥

2.2.3 开展农村气象灾害普查和隐患排查遥影响温州市的
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有台风尧洪涝尧低温冻害尧高温干旱尧冰雹
大风遥农村气象灾害普查和隐患排查是野三农冶气象服务的
渊上接第 194 页冤

育期缩短不利于作物干物质积累袁而且气温升高加速蒸发
量袁增加干旱次数袁导致农用灌溉水不足袁农产品质量和产
量都无法保障遥暖冬又为农作物害虫及虫卵越冬提供有利条
件袁加剧病虫害影响袁加大农药和肥料喷施袁农业成本投入
增多袁造成土壤污染袁破坏生态环境遥因此袁应加强气候变化
应对袁趋利避害袁积极响应生态环境保护袁遏制气候变化的
不利影响[3-4]遥综上所述袁气候变暖增加积温袁冻害减少袁对农
196

2.3.3

发挥人工影响天气在农业中的作用遥实施人工影响

天气野耕云冶计划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 I 级标准化作业点建
设袁开展生态修复养护型尧农业抗旱型尧林业预防型尧供水
保障型人影作业袁有效提高人工影响天气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遥
3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指出农业尧农
村尧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袁必须始终把解
决好野三农冶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遥因此袁气象工作
者应认真总结野三农冶气象服务的不足袁客观分析评估野三
农冶气象服务现状袁找准差距尧改进工作尧提升能力袁积极推
动野 三农冶气象服务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袁充分发挥气象在

乡村振兴中的趋利避害作用袁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尧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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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长有利袁但要预防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尧频发影响袁
节约用水袁保护生态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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