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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贺兰县设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袁介绍了贺兰县设施农业气象服务发展的规模及主要服务内容袁
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发展建议袁以期为提升贺兰县农业气象服务水平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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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属于中温带干旱气候区袁气候特点为四季分明尧

使用普及率相对还较低遥冬季频繁出现大风尧寒潮尧雾霾天

春季干旱少雨尧作物生长季日照时间长尧昼夜温差大遥区域

气袁低温寡照天气的出现对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

内引黄河水自流灌溉及其气候特点和土壤特性较为适合发

响遥当前设施补光加热设备的应用普及还不够尧效果不明显袁

展设施农业遥设施瓜菜在贺兰县已经发展成为继优质粮食后

一旦连续出现低温寡照天气袁将会对贺兰县设施农业生产

的第二大产业袁被银川市民称为野银川市的菜篮子冶袁但设施

造成重大的冲击遥当前设施温室等还普遍存在土地利用率

农业因为规模大尧投入大尧经济效益显著袁对气象灾害更加敏

低尧空间狭小尧立柱多尧设施简陋尧抗风雪能力差尧自动化和

感袁一次灾害性天气过程就可能导致较大的损失

遥加上设

[1-2]

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遥
优势特色产业规模较小袁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带动作用

施农业气象服务的指标不够精准尧服务产品针对性较差尧服
务人员受专业限制等因素影响袁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仍然

不强袁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袁管理不规范袁农业规模化尧标准化

面临不少的挑战遥本文旨在分析贺兰县设施农业发展和气

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遥设施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袁目前以个

象服务开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袁探索做好设施农业气象

体农户自主生产和经营为主袁包装尧保鲜尧冷藏和加工等基

服务的有效举措袁为贺兰县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尧转变农业

础薄弱袁延伸增值能力低袁品牌产品少遥蔬菜流通销售主要

发展方式尧促进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提供坚强的气象保障遥

以菜贩上门收购为主袁缺乏市场预测及信息发布的预警机

1

制袁市场信息服务欠缺袁缺少农民经纪人和营销队伍遥农产

1.1

贺兰县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品优质不优价尧增产不增收尧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还比较突

规模及成效
贺兰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设施农业蔬菜袁以供给侧结

出遥经营理念落后袁对发展绿色农业尧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构性改革为主线袁以农民增收尧农业增效为核心袁着力构建

的概念模糊袁高科技含量尧高附加值尧高市场占有率的名优

现代农业三大体系遥以高端化尧智能化尧绿色化尧规模化为方

高端精品瓜菜产品稀缺遥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袁设施农

向袁创新蔬菜产销野安品模式冶和野黄河绿康冶区域品牌优势

业野农业+互联网冶及野互联网+农业冶认识程度不够袁切入点

种植瓜菜遥按照野集中连片尧合理布局尧扩大规模尧专业生产冶

和示范带动发展共同点少遥

的思路袁共发展设施农业总面积 2 060 hm 2袁其中日光温室

1 840 hm 尧大中拱棚 220 hm 遥2019 年袁全县设施蔬菜栽培面积

2.1

大中 拱棚 296.53 hm 尧小 拱 棚 28 hm 袁 供 港 蔬 菜基 地 面 积

施农业在有效利用光尧温尧水等气候资源以及提高防灾减灾

时袁扩大贺兰县优势特色农产品外销影响力袁有效打破贺兰

始依托中央财政野三农冶气象服务专项和县政府匹配经费投

2

2

渊含供港菜冤累计 9 988.33 hm 2袁其中二代日光温室 5 013.4 hm 2尧
2

2

4 650.4 hm 2遥在满足银川市及周边市民野菜篮子冶需求的同
县蔬菜有量无价的瓶颈遥贺兰县与杭州联华华商集团就北
菜南运尧农超对接达成战略合作袁携手宁浙电商创业园入园

2

贺兰县设施农业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规模及内容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设施农业的迅速发展袁设

能力等方面对气象服务提出了新需求遥贺兰县从 2013 年开

资袁在全县范围内建设了自动气象服务站 69 套尧土壤水分

站 2 套尧设施农业小气候站 5 套遥按照野有专业人员尧有服务

相关浙商企业袁全面打开长三角地区市场遥安徽阜阳农产品

方案尧有指标体系尧有业务平台尧有适用技术尧有示范田块尧

物流中心宁夏蔬菜销售区尧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宁夏蔬菜销

有合作机制尧有直通服务尧有信息反馈尧有效益评估冶的野十

售区中蔬菜远销到上海尧重庆尧西安尧温州尧广州等地遥

有冶标准开展设施农业气象服务袁依托科研所尧气候中心尧服

存在的问题

务中心等单位的技术支持袁建立了农业气候资源数据库遥根

设施农业环境控制技术水平落后袁缺乏外源调控设备

据气候资源数据和设施作物气象指标数据结合设施作物生

和措施袁生产上仍以人工作业为主袁机械化程度极低袁特别

长需要以及当地光尧温尧水等气候条件袁科学指导设施农业

是耕作尧植保尧微灌等普及率较低袁先进的防虫网尧反光膜尧

生产遥根据农业气候资源数据库和搭建的设施农作物气象指

1.2

二氧化碳尧气肥等栽培技术和机械卷帘尧钠灯尧补光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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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建立作物区划指标 尧分析设施农业气象灾害特征袁应

用 GIS 开展了全县气候资源区划袁使得设施农业区划布局和
作物的选择更加科学遥在设施环境调控方面袁贺兰县利用设

施农业小气候站袁对温室内平均气温尧最高温度尧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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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科学
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袁对黄瓜尧番茄尧青椒尧茄子等温室蔬菜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0 年第 15 期

专家驻站指导机制尚未建立袁贺兰县气象局多数依靠指导

作物的适宜农业气象条件和不利农业气象条件进行了分

产品直接开展服务袁缺乏专家指导开展针对性的基础研究

析袁为指导设施农业防灾减灾提供了依据遥对温室内小气候

或服务研究遥七是相应的调查设备未配 备袁贺兰县气象局

要素变化规律进行监测袁研究了温室内气候变化过程和垂直

人员到大棚调查基本上以与种植户交流为主袁缺少调查瓜

分布规律与温室外气候要素的关系袁为农业生产过程提供科

菜长势尧作物病虫害等的移动设备袁现场调查数据不足袁难

学管理依据遥

以支撑精准服务遥

贺兰县气象局根据临近天气预报尧短期和中长期气候

3

预测等天气预报结论袁结合作物气象指标袁常态化制作农
用天气预报袁通过电视广播尧气象 121尧微信和手机短信等方

贺兰县设施农业气象服务的发展建议
一是建议依托宁夏推进业务技术体制改革试点的优

势袁及时取消不适应需求的产品袁减轻业务人员工作负担袁

式发布到各生产单位气象信息员和农业种植户手中袁为他

设立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专岗袁让业务服务人员有更多的精力

们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范尧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提供

和时间进行学习尧研究或深入大棚开展调查遥二是建议全力

了气象保障遥

推进自动监测保障设备社会化[3]袁宁夏气象局和宁夏铁塔公

为充分发挥农业专家和气象专家优势袁牵头成立了农

司已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将自动站交由社会专业公司保

业气象专家联盟袁在设施农业蔬菜关键期或者预测将出现

障袁既能提高保障效率袁又能有效解放业务服务人员遥三是建

对设施农业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时袁及时组织联合会商袁

议收集服务产品需求袁围绕野一县一品冶特色需求统一研发

共同分析有效对策袁联合发布农用天气预报产品袁一定程度

针对性的服务系统和产品袁并根据贺兰县气象局应 用情 况

上提高了农用天气预报服务产品的针对性遥

不断改进袁彻底改变过去单打独斗尧业务系统多尧服务效率

2.2

不高的现状遥四是建议设置基础性设施蔬菜研究项目袁由专

存在的问题
一是虽然依托中央财政野三农冶专项和贺兰县政府农业

家牵头袁在贺兰县气象局开展 3~5 年基础性试验研究袁尤其

主要设施农业园区的自动气象站尧服务显示屏和预警大喇

业务人员参与项目研究遥五是为贺兰县气象局招聘 1~2 名

发展资金的支持袁贺兰县建设了覆盖全县 61 个行政村中各
叭袁但由于保障能力薄弱袁建立的各类 气象监测服务设备

针对设施瓜菜病虫害的发生机理尧棚内气象致害指标等袁让

应用气象或者遥感相关专业人员袁为设施农业气象服务储

故障频发遥同时袁由于质控水平差袁不能及时剔除监测异常

备专业技术人员遥六是加大对贺兰县气象局现有业务人员

的数据并解决此问题袁监测收集的数据不能为设施农业气

转型的培训力度袁县局要向研究型尧应用型转变袁就需要开

象服务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遥二是服务产品照抄照搬现象

展一定的培训遥建议宁夏气象局牵头袁根据学员需求聘请农

严重袁科研所尧服务中心等单位提供的指导产品袁在业务服

业尧环境尧自然灾害等各类专家开展培训袁提升现有业务人

务人员在没有深入开展实际调查的情况下就直接使用袁未

员知识储备遥七是建立财政保障气象服务机制 [4]袁每年将气

结合县域设施农业瓜菜的品种特性开展服务袁导致服务产品

象服务设备采购尧下乡调查等经费足额纳入预算袁为设施农

种植户满意度不高遥三是服务指标多年不更新袁县域设施农

业气象服务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充分保障遥八是积极争取国

业发展迅速尧无土栽培等技术深入发展袁服务指标大部分

家尧自治区气象局和贺兰县委政府支持袁依靠专项资金支持

采用以往大田种植的相应指标袁服务效果较差袁并且种植户

有效提升设施农业气象服务水平[5-6]遥

面临的大棚病虫害较多等核心需求的气象指标尚未建立遥
四是专业技术力量储备不足遥贺兰县气象局职工过去多是
气象观测员出身袁对蔬菜的生长发育过程了解较少袁编制较
少遥截至目前袁贺兰县气象局尚无大气 科学或者应用气象
专业毕业的职工遥对贺兰县气象局职工的培训针对性不强袁
多是对专家的气象研究成果进行介绍袁而很少普及农业种
植相关基础知识遥五是科研能力薄弱袁县局申报的课题基本
上就是做一些小程序袁对一些服务指标进行简单整理袁没有
深入研究设施瓜菜的病虫害发生机理尧病虫害出现的天气
形势等袁因而不能有效发挥科研促进业务的作用遥六是气象
渊上接第 210 页冤
提供支持 遥
[4]

3

结语
综上所述袁气象灾害是导致经济受损的主要原因袁而气

象灾害所固有特点决定了对其进行预测的难度极大袁只有
对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加以科学合理利用袁才能弥补气象防
灾所存在的缺陷遥通过减小灾害发生可能性的方式袁以减轻
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袁无论对生产活动还是对社会发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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