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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宣城市宣州区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分析
田 青

汪金福

渊宣城市气象局袁安徽宣城 242000冤
摘要 本文对 2020 年宣城市宣州区温度尧降水尧日照时数进行了统计分析袁阐述了气候对农业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院
2020 年气候总体特征是温度偏高袁夏季平均气温最接近常年袁7 月气温比常年偏低较多曰年降水量偏多袁各季降水分布
不均袁冬尧夏尧秋季偏多袁春季偏少曰年度日照时数偏少袁除春季偏多袁其余季节均比常年同期偏少遥 2020 年气候条件对
油菜生长利大于弊袁对烟草生长弊大于利袁对双季早稻生长弊大于利袁对双季晚稻生长弊大于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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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年气候概况

5.3尧8.6 益袁分别比常年同期偏高 2.0尧2.1尧3.1 益遥

体气候特征院温度偏高袁年降水量偏多袁年日照数偏

高 1.6 益遥 其中袁4 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0.3 益袁3 月

2020 年渊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冤宣州区总

少遥 全年平均气温为 17.4 益袁较常年偏高 1.3 益曰年降
水量为 1 918.3 mm袁较常年偏多 41%曰年日照时数为

春季渊3要5 月冤平均气温为 17.3 益袁比常年同期偏

和 5 月气温分别比常年同期偏高 2.8 益和 1.8 益遥

夏季渊6要8 月冤平均气温为 27.2 益袁比常年同期偏

1 599.8 h袁较常年偏少 15%遥

高 0.3 益遥6 月尧8 月气温较历年偏高 1.1 益和 2.7 益遥其

1.1.1 全年温度偏高袁冬尧春季明显遥 全年平均气温为

是本站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渊图 2冤遥

1.1 温度

17.4 益袁较常年偏高 1.3 益袁其中冬尧春尧夏尧秋四季分
别较常年同期偏高 2.4尧1.6尧0.3尧0.9 益袁冬尧春季偏高明

显袁夏季接近常年袁其中 7 月异常偏低袁较常年同期偏
低 2.7 益袁由较长期梅雨所致袁使得 2020 年 7 月有野凉

夏冶之称渊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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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宣城市宣州区各季平均气温

1.1.2 四季平均气温偏高袁7 月温度偏低遥 由资料可

知袁冬季渊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冤平均气温比常

年偏高较多袁12 月尧1 月和 2 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7.2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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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 0.9 益遥 其中袁9 月尧10 月气温分别比常年同期偏
高 0.2 益和 0.4 益袁11 月气温较常年偏高 2.2 益渊图 3冤遥

1.2 降水

1.2.1 全年降水偏多遥 2020 年降水量为 1 918.3 mm袁

较常年偏多 560.9 mm袁偏多 41%袁各季降水分布不均

渊图 4冤遥

1.2.2 冬尧夏尧秋季偏多袁春季偏少遥 冬季渊2019 年 12 月

至 2020 年 2 月冤冬季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67%遥其中
12 月尧1 月降水量分别较常年同期偏多 60%和 114%遥

春季渊3要5 月冤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20%遥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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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尧8 月略微多出常年外袁其余月份均偏少渊图 6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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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宣城市宣州区各月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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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宣城市宣州区各月日照时数及距平

1.3.2 全年日照时数冬尧夏尧秋季偏少袁春季偏多遥 冬

历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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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常年同期偏少 21%遥 其中袁2020 年 1 月比常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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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偏多袁4 月尧5 月降水量分别较常年同期偏少 44%

和 48%遥

夏季渊6要8 月冤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袁但季内降

水时空分布不均遥 6 月尧7 月偏多袁8 月偏少遥 7 月降水

量异常多袁 雨日达 25 d遥 6 月 10 日入梅袁7 月 31 日出
梅袁降水量达 889.6 mm袁造成罕见超长超强梅雨遥

秋季渊9要11 月冤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5%遥 其

中袁10 月和 11 月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少袁9 月降水量异

常偏多袁较常年偏多超过 7 成渊图 5冤遥
600

4 月比常年同期偏多 37%遥

夏季渊6要8 月冤日照时数为 383.4 h袁比常年同期

偏少 34%袁6 月和 7 月均偏少袁尤其是 7 月袁只有常年
同期的 3 成遥

秋季渊9要11 月冤日照时数为 436.6 h袁比常年同期

偏少 7%袁其中 9 月尧10 月尧11 月分别比常年同期偏少
11%尧4%和 7%遥

2 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1 油菜气候条件利大于弊

苗期渊2019 年 10 月上旬至 2020 年 1 月上旬冤院播

种后至 11 月 17 日袁平均气温为 16.8 益袁比历史同期
高 1.8 益曰降水量仅 0.5 mm袁为近 50 年来同期降水量
多日照袁致使境内出现不同程度旱情袁油菜出苗推迟尧

出苗不齐尧植株瘦小遥 2019 年 11 月下旬至 2020 年 1 月

降水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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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宣城市宣州区各月降水量及距平

1.3 日照时数

1.3.1 全年日照时数偏少遥全年日照时数为 1 599.8 h袁

较常年偏少 282.1 h遥 全年日照时数除 4 月偏多明显袁

略少于历年同期袁气象条件对油菜的生长发育十分有
利[2]袁发育期普遍提前 10~20 d遥

开花结荚期至成熟期渊2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冤院期

间平均气温 12.6 益袁降水尧日照适中袁光尧温尧水的配置

总体有利于油菜生长遥

总体上袁2020 年油菜生育期天气条件先弊后利袁
利大于弊袁属于略增年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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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烟草气候条件弊大于利

抽穗期院6 月下旬袁温度略偏低袁降水偏多尧日照偏

2020 年袁烟区移栽工作自 3 月 20 日前后开始袁采

少袁有利于病虫害发生袁不利于水稻抽穗扬花袁易造成

温稍高袁日照时数大幅减少袁降水量几乎是 2019 年的

灌浆成熟期院7 月上中旬袁同样是温度偏低袁降水

收工作于 7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遥 大田期与常年比袁积

秕谷率和空壳率上升遥

2 倍袁大田生长后期袁阴雨寡照遥

偏多袁日照偏少袁有利于病虫害发生袁水稻易倒伏曰不

苗期渊1 月至 2 月中旬冤院降水及日照条件比历年

差袁但热量条件好于历年及上一年袁烟苗生长快尧苗情

利于水稻灌浆袁易导致空秕率增加袁粒重下降遥
综上所述袁2020 年当地早稻全生育期温度略高袁

好袁移栽期比上年提前 10 d 左右 遥

降水偏多袁日照偏少袁气象条件总体弊大于利袁为减产

高袁降水偏多袁光照偏少遥 气候条件和历年相比属正

2.4 双季晚稻气候条件总体弊大于利

[3]

还苗期伸根期渊3 月下旬至 4 月底冤院平均气温偏

常遥 烟苗移栽后还苗进度快袁烟株生长快速遥
旺长期渊5 月冤院烟叶旺长期相较于历年袁平均气温
偏高袁降水偏少袁日照偏少遥 期间光尧温尧水正常袁烟叶
生长速度加快袁长势良好遥
成熟期渊6 月上旬至 7 月中旬冤院期间逢罕见的凉

夏天气袁温度偏低袁雨水多袁光照严重不足袁病害加重袁
对烟叶产量和质量十分不利遥
综合分析袁2020 年烟叶苗期及生长前期条件正
常袁大田期后期罕见的凉夏气候条件袁对烟叶生长及
质量提高有严重的不利影响袁烟叶产量和质量总体处
于历年偏差水平遥
2.3 双季早稻气候条件总体弊大于利

宣州区双季早稻为直播栽培袁全生育期约 110 d遥

期间积温偏高袁降水明显偏多袁日照时数明显偏少袁气
象条件总体弊大于利袁为减产年份遥

苗期院从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袁相比历年同期袁平

均温度偏高袁降水量偏少袁日照时数偏多袁光照充足袁
有利于苗期生长 遥
[4]

分蘖期院5 月中下旬普遍进入分蘖期袁与历年同期

相比袁平均温度偏高袁降水量略少袁日照时数偏少遥 总
体气象条件一般遥
拔节孕穗期院6 月上中旬袁较历年同期袁平均温度
偏高袁降水量偏多袁日照时数偏少遥 气象条件有利于病
虫害发生袁不利于水稻生长遥

年份遥
2020 年当地双季晚稻全生育期为 146 d袁期间积温

为 3 442.8 益袁日照时数为 689.4 h袁降水量 1 047.7 mm遥

秧苗期渊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冤院相较历年袁期间平

均温度偏低袁降水量偏多袁日照偏少遥 秧苗苗情一般遥

移栽尧返青期渊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冤院期间平均温

度偏低袁降水多袁日照偏少遥 该时段雨日集中在 7 月下
旬袁造成早稻腾茬晚袁晚稻移栽推迟遥

分蘖尧拔节和孕穗期渊8 月中旬至 9 月上旬冤院平均

温度偏高袁降水偏少袁日照偏多遥 气象条件好于历年遥

抽穗期渊9 月中下旬冤院期间平均气温偏低袁降水偏
多袁日照偏少遥 气象条件一般遥
灌浆尧成熟期渊10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冤院温度偏高袁

降水明显偏少袁日照充分袁利于晚稻后期灌浆成熟遥

综上所述袁双季晚稻气象条件总体差于历年平均
水平袁主要受雨水影响袁早稻收获较晚袁晚稻移栽偏
迟袁与历年平均水平相比属于减产年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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