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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嘴豆种植气候条件分析及高产对策
地力扎提窑多力坤

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气象局袁新疆库尔勒 841000冤

摘要 鹰嘴豆较耐寒袁本文对鹰嘴豆种植的气候条件及鹰嘴豆生长期气象灾害进行分析袁并提出了鹰嘴豆高产对策袁以期为鹰嘴豆的
广泛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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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嘴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豆科作物袁富含多种蛋白质尧
氨基酸尧维生素尧异黄酮和皂苷等生理活性物质袁营养价值
高袁且有很好的医疗保健功能遥鹰嘴豆主要分布在温暖而较
干旱地区袁具有耐旱尧耐寒尧耐贫瘠及生物固氮等特性 袁根

从 4 月 1 日开始袁随着鹰嘴豆播种期推迟袁种子产量

逐步下降曰到 5 月播种时袁种子出苗最差袁基本上没有开花

结实遥因为随着时间推迟袁气温逐渐上升袁蒸发加快袁土壤湿

[1]

度也开始降低袁种子出苗得不到充足水分袁导致大量种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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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达尧根瘤多而大袁固氮能力较强袁可固纯 N 50 kg/hm 袁在

出苗尧不能保证单位面积内苗数袁从而产量降低遥鹰嘴豆早

解决土壤干旱尧退化等问题中作用独特袁对于保持水土和生

春播种产量高的主要原因除早春土壤含水量高尧种子容易

态环境治理有积极作用遥新疆鹰嘴豆资源较丰富袁是我国鹰

出苗外袁还与幼苗早春时期在一定低温条件下能通过春化

嘴豆外贸出口的重要产地遥鹰嘴豆在干旱地区平均产量可

作用有关遥而晚春尧初夏播种由于土壤含水量低袁又缺乏低

达 2 250~3 750 kg/hm 袁丰产性居于食用豆类作物之首袁具有

温条件袁幼苗不能通过春化阶段袁开花结实少袁因而鹰嘴豆

析袁以期为鹰嘴豆广泛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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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开发利用前景遥本文对鹰嘴豆种植气候条件进行分
1 鹰嘴豆种植的气候条件

种子产量降低遥
3.1

1.1 温度

鹰嘴豆植株本身耐寒袁苗期或在雪覆盖的情况下能抵

鹰嘴豆生长期气象灾害
低温冻害

鹰嘴豆耐寒袁幼苗在-9 益条件下也不会发生冻害遥但新

疆春季强冷空气活动频繁袁如果气温低于鹰嘴豆种植适宜

抗-9 益温度遥鹰嘴豆生长期内袁以白天温度 21~29 益尧夜晚

温度袁需推迟播种时期曰而推迟播种期又会对鹰嘴豆产量有

所需要的活动积温为 750~800 益袁出苗至成熟所需活动积

3.2

温 1 900~2 800 益遥因此袁年均积温在此范围内的地区均可
以种植鹰嘴豆遥

尘暴袁会刮走浅层土壤中的种子或对幼苗造成严重伤害袁沙

1.2 水分

尘会覆盖在农作物叶面上袁影响其正常光合作用袁降低产量

温度 15~21 益最适宜遥根据品种不同袁鹰嘴豆出苗至开花

鹰嘴豆根系发达袁主根入土深度可达 2 m袁耐旱力极强袁

对于水分要求不高[2]袁在年降水量 200~600 mm 的地方都可
以种植遥鹰嘴豆不喜雨水过多尧土壤过湿的环境袁会因为田

严重影响遥
大风尧沙尘天气
春季正值鹰嘴豆播种期和出苗期遥大风带来扬沙和沙

和质量遥夏季出现大风会导致鹰嘴豆倒伏尧茎杆折断等遥同
时袁大风天气会吹掉花蕾袁影响鹰嘴豆开花授粉袁造成严重
减产尧品质下降遥

地内排水不良而导致植株生长发育受抑袁根瘤发育不好袁根

3.3

叶期和荚果形成期袁如遇干旱需及时灌溉浇水袁以保证鹰嘴

出现在 5要8 月袁冰雹砸坏茎杆袁会导致鹰嘴豆大面积倒伏袁

瘤固氮减少曰但在鹰嘴豆生长发育需水临界期袁即 4~6 片真

冰雹灾害
冰雹常伴有雷雨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遥巴州地区冰雹多

豆高产丰收遥

叶面堆积袁影响正常光合作用曰还会使植株受到病虫害侵

1.3 光照

袭袁引起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遥强对流天气产生的强降雨袁

种受光照情况影响不大曰但对于中晚熟鹰嘴豆品种袁长日照

发育袁导致根瘤发育不好尧根瘤固氮较少遥

鹰嘴豆属长日照作物袁对于光周期反应一般 [3]遥早熟品

能够使其花期提前袁短日照则会使其营养生长期延长尧植株
生长茂盛尧花期推迟遥

如果不及时将积水从鹰嘴豆田地里排出袁会抑制植株生长
3.4 连阴雨灾害
受到南疆盆地地形影响袁巴州经常出现降水多尧日照少

2 鹰嘴豆种植的适宜时间

的连阴雨天气袁对鹰嘴豆生长极为不利遥

豆种子发芽需要水分多尧温度较低袁而 4 月上旬温度较低

4.1

鹰嘴豆播种时期宜选择在 4 月 1要5 日袁这是因为鹰嘴

渊平均在 7 益左右冤尧土壤含水量较高渊48%冤袁满足鹰嘴豆种
子发芽要求遥

作者简介 地力扎提窑多力坤渊1992-冤袁男袁新疆库尔勒人袁助理工程师袁
从事综合气象业务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3-18

4 鹰嘴豆高产对策
适地选种
根据品种特性袁鹰嘴豆分为两大类袁一类是抗逆性强袁成

熟时种子半起皱袁稳定性较好袁商品性低袁适宜在山旱地种
植曰另一类产量高尧品质好袁成熟时种子呈球形尧带小鹰嘴袁
宜种在可以灌溉的水浇地上或旱山槽子地中遥因此袁种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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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尧设施马铃薯测产验收会尧工厂化育秧大棚马铃薯示范

订产地直销协议袁保障马铃薯商品薯的畅销遥成员单位安徽

观摩会等全省性的系列观摩尧培训活动袁累计培训基层农技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合肥

人员 232 人次袁种植户 574 人次遥组织联盟成员单位技术人

员 11 人次袁先后到云南昭通尧贵州荔波尧内蒙古海拉尔等地

参加全国马铃薯大会和观摩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学习和取
经袁提高相关人员的技术能力[1-2]遥

综合试验站为平台袁通过技术指导尧品种示范尧基地带动等
形式袁在安徽阜南尧临泉尧蒙城尧怀远及肥东等 10 余个县袁带
动马铃薯发展近 1.33 万 hm2袁为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
挥了重要作用遥

2 主要成效

3

2.1.1 育成品种 5 个遥育成具有联盟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

传册等加大宣传力度遥二是如期编制联盟工作简报袁将马铃

铃薯 5 号尧皖马铃薯 6 号尧黄宝石遥

术交流会袁认真组织召开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2.1 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成果

薯新品种 5 个袁分别为皖马铃薯 1 号尧皖马铃薯 2 号尧皖马
2.1.2 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遥取得授权发明专利为野马铃

发展对策
一是加大宣传袁利用网站尧公众号尧新媒体尧设计联盟宣

薯领域的最新动态最快反馈给联盟成员遥三是如期筹备技
盟年度建筑工业化技术交流会遥四是如期组织技术培训与

薯超高产容器栽培方法冶野大棚马铃薯多次才收高产栽培

交流会袁根据成员单位培训需求袁组织多次技术尧标准培训

方法冶遥

工作遥组织成员单位经常调研袁加强联盟成员单位间交流活

2.1.3 制定省级标准 2 项袁申请 1 项遥2 项省级标准分别为

叶马铃薯要水稻连作栽培技术规程曳渊DB34/T 2678要2016冤尧

叶绿色食 品 设 施马铃 薯春 早熟栽 培技术 规程曳 渊DB 34/T

3169要2018冤遥

2.2 带动产业发展

通过技术示范袁带动界首市逾 2 000 hm 大棚马铃薯生
2

产种植袁平均产量较 2014 年增产 4 500 kg/hm2 以上袁马铃薯
商品性和品质大幅度提高遥公司在抓基地进行设施马铃薯

生产的同时袁积极开拓马铃薯销售市场袁与上海尧常州尧苏
州尧宁波尧武汉尧南京尧合肥等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经销商签

动袁进一步了解各单位技术尧产业发展需求袁进一步突出产
业技术创新袁把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工作
提高一个层次[3-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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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和鹰嘴豆种植户之间长期服务合作关系袁研究观测

需根据实际情况选取适宜本地生长的种子袁以充分发挥品

鹰嘴豆生长发育及气候条件关系袁对鹰嘴豆种植各阶段跟

种的增产持性遥

踪服务遥通过各种形式袁如气象短信尧灾害天气预警预报尧旱

4.2 加强田间管理

涝情分析报告等袁加强部门联动袁实现资源共享袁全方位为

做好鹰嘴豆播种工作袁按照行距 40~50 cm尧株距 13 cm

进行机械播种遥在出苗前如果土地板结袁需及时耙耱破除板

结袁以利于出苗 [4]遥通过机械深松耕作袁深度达 20 cm 以上袁
利于鹰嘴豆植株根系深扎袁提高其产量遥鹰嘴豆生长期做
好中耕除草尧花期追肥灌水和病虫害防治工作袁以保证其产
量和质量遥
4.3 提高气象服务水平
鹰嘴豆种植离不开气象条件的支持袁应加强气象为农服

鹰嘴豆种植开展气象服务袁积极提高预测预报和灾害防御
能力袁做好灾害预报预警工作袁开展人工增雨消雹作业袁使
鹰嘴豆种植损失降到最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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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哈密瓜产量和质量袁增加农民经济效益袁要充分掌握哈密

地头给农民种植户提供哈密瓜种植的科学指导袁使农民掌握

市气候条件袁避免或减轻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种植损失遥气

哈密瓜种植的有利气候资源袁使哈密瓜产量和质量得到有

象部门要做好全面气候监测工作袁为哈密瓜种植提供科学

效提高遥

指导袁提升气象为农服务水平袁推动哈密市哈密瓜种植产业

渊2冤气象部门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与哈密瓜种植现状袁
建立农田小气候监测站袁实时对哈密瓜生长发育进行温度尧
湿度尧光照及土壤水分等气象要素的自动监测袁充分掌握好
各类气象要素对哈密瓜生长发育的影响袁为发展哈密瓜种
植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袁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遥
4 结语
哈密瓜是哈密市主要农业经济作物之一遥为进一步提
78

健康有序地发展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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