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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冬季进行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因气温下降,有些农户可能会疏于管理,从而导致部分越冬作
物,例如小麦,油菜和其他的蔬菜等等遭受冻害,若是不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可能会导致农作物生
产减产甚至是绝收。所以对于已经受害的越冬作物,需要进行积极的土壤改造,还有就是增加有机肥,通
过水肥耦合来使农作物等越冬性能得到增强。在下文当中就将对加强冬季土肥管理降低农作物冻害损
失的相关举措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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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soil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and reduce the
loss of crop freezing damage in winter
Kunlin Zhong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of Hongxiang Town in Wuwei City,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crops in winter, some farmers may neglect management due to the drop of
temperature, which leads to freezing damage to some overwintering crops, such as wheat, rape and other
vegetables.If effective measures cannot be taken in time, it may lead to crop production reduction or even final
harvest. Therefore, for the overwintering crops that have been injured, we need to carry out active soil
transformation, and there is to increase organic fertilizer, through water and fertilizer coupling to enhance the
overwintering performance of crops and other crop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e relevant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oil and fertilizer in winter to reduce the crop freezing loss will b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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