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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2009年到2018年间白山地区最低温度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白山地区的最低温
度受冷暖平流、云、风向、风速、地形等影响明显,温度的梯度变化非常大；预报最低气温时,在对天气
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要注意使用云图、加密站等观测资料,以及经验预报方法,同时应加强对数值产品的
本地化释用。
[关键词] 白山地区；平流；温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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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山最低温度预报存在的
问题
1.1对近10年的温度实况资料进行
分析发现,在最低气温预报中,预报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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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站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较高,而对

温差的波动趋势减弱；夏秋季主要受高

但是站点位于长白山脉西南坡,海拔高,

各县站温度预报准确率相对较低(如表1

压控制,天气过程稳定,最高、最低温差

所以最低气温较低。有冷平流影响情况

所示)。

维持稳定。冬季和秋季降水较少,温差主

下,当近地面风向由偏南转向偏北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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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天气过程影响,春夏季因为汛期雨

影响最明显的是位于白山地区北部、东

站与各县级台站最低温度预报质量对比

量大持续时间长,降水的量级和分布时

部的靖宇站和东岗站。在暖平流影响情

间可以有效影响地表温度,长时间的降

况下,东岗站是受暖平流影响最明显的

水可以有效抑制地表升温,减少最高和

台站,在天气回暖时会首先表现出来,最

最低温差。

低气温不易下降；长白站在我区东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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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暖速度最慢,通常要晚一天,在天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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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本站与各县级台站气温日较
差情况表

1.2表2列出了最近10年内的白山站

冷转暖时,最低气温一般出现在长白站。
850Hp等温线相同情况下,同一站点在受

台站

冬半年

夏半年

1-12月平均最低温度预报准确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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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山最低气温预报特点
2.1预报难点时段。每年12月份至

比靖宇站、长白站平均高3-6度。东岗站
气温规律不强,最低气温变化情况与其

由表3可见：各站夏半年气温日较差

他各站相比差异性较大。

次年2月份是白山最低气温预报的难点

相对稳定,冬半年气温日较差差异明显。

时段。

其中靖宇站冬半年最低气温较低,最高

低气温一般出现在06-07时,夏半年一般

2.2白山各站气温特点。

气温较高,日较差最大。主要原因为靖宇

出现在05-06时。

2.2.1各站气温平均日较差。气温日

站升温较快,其升温主要阶段在12时之

3 EC 2米温度预报产品的检验

较差的变化主要由不同季节天气过程主

前,夏季靖宇站气温在07-08时可升高10

EC产品在预报白山转折天气时的能

导的系统决定,冬季冷锋活动剧烈且频

度以上。

2.2.3最低温度出现时间。冬半年最

力相对较弱,需要预报员进行系统的本

率高,地面温度降温较高空迅速,冷空气

2.2.2各站气温变化特点。经统计,

地化经验总结。一般天气情况下,EC2米

促使温差呈波动性变化。春季冷空气较

一般情况下最低气温出现在靖宇站概率

温度预报预报值要偏高1.5℃左右。EC

弱,地面降温不如冬季迅速,最高、最低

较大,长白站次之,虽然长白纬度最低,

的相对湿度也是对最低气温预报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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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人口大国,因此对粮食的需求量非常多。近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正在逐渐地减少,农作
物的种植面积也减少。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也在逐渐提高,从而是在较少的耕地面
积上增加产量。实现农作物的高产不仅是农民的希望,还是整个社会的希望。但是,农作物在栽培的过
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环境也决定了农作物的产量,因此,必须控制好栽培技术过程中的影
响因素,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关键词] 农作物；栽培技术；高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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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作物栽培技术的影响因素
分析

物栽培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农作

生长十分重要。

物的生长离不开光照、水分、营养物质,

1.3田间管理

1.1播种时期的选择

而农作物的种植密度是影响农作物获

农作物的栽培除了要选择合理的

农作物栽培过程中,首先要做好农

得这些生长要素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播种时期、控制适当的种植密度外,后

作物栽培的前期准备工作,才能保证农

合理的控制种植密度也是为农作物生

期的管理也是重中之重,只有在农作物

作物的后期生长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对

长提供良好环境的保障之一。农作物的

的生长过程中做好各项田间管理工作,

于农作物生长的前期工作来说,最重要

生长离不开光照,良好的光照是保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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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种植密度,保持种植密度适中,保

工作主要包括维持土壤的疏松、处理田

长、能否高产的重要环节,只有选择了最

证农作物有足够的光照同时单位面积

间杂草、农作物的补苗、施肥灌溉、病

佳的播种时期,才能确保农作物生长所

的种植量最多,才能使得农作物的种植

虫害防治等,只有做好这些维持农作物

需要的温度、水分、光照等农作物生长

量达到最佳饱和度,從而实现农作物的

生长的田间管理工作,才能保证农作物

必备的条件能够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要,

高产量。另外,种植密度还会影响农作

实现高产的目标。因此,在现阶段的农

为期后期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以此

物对水分,土中营养物质的吸收,种植

业生产发展过程中,田间管理工作将逐

来提升种子的发芽率。

密度太高农作物无法得到足够的水分、

步成为影响农作物栽培技术的关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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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要加强对EC等数值产品的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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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状况有云存在,对夜间辐射降温起

化释用,相对于其他数值产品,EC2米温

05-08时的温度变化曲线,可以准确预报

到一定的反作用,而其值小于50%,说明

度预报产品更具稳定性和可靠性。

08-08时最低气温。

夜间为晴空,可以把最低气温在数值预
报的基础上再向下订正。

4.3要加强对各县级台站气候特点
的深入分析,现在取消了市县温度会商,

4 小结

对市局预报员来说,面临更艰巨的任务,

4.1提高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需在

必须要加强学习和思考,着力提高各县

对天气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冷

级台站温度预报准确率。

暖平流、云、风向、风速、地形等因素,

4.4注重08-08时温度预报,相对于

并注意使用云图、加密站等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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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经验预报方法。

更多的技巧性,如果是天气回暖,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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