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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异常背景下的 2017 年龙城区气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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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 年龙城区气候特点是：温度高,降水量大,日照时数总量少。大多数地区的农业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和产量

形成。某些地区出现暴雨,大风,大风等气象灾害,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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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候概述

2017 年,龙城区的平均降水量为 729.8mm,比上一年

龙城区位于中纬度地区,属半干旱半湿润比较容易形成

(594.7mm)高出 135.1mm,从各个区域站的降水量看,总体呈

干旱的气候区。光热资源丰富,日照充足,雨量少,时空分布

现分布不均的情况。大平房镇年降水量 560.7mm,比上年减

不均[1]。年平均气温为 9.0°C,北部为 5.7°C,极端最高气

少 48.7mm。边杖子镇年降水量超过 600mm,达到 819.1mm,比

温为 43.3°C,极端最低气温为-36.9°C,各区域自动站年均

上年增加 230.8mm。召都巴、西大营子、联合、七道泉子等

降水量 476.7mm。

区域自动站年降水量分别为 814.4mm,709.2mm,635.2mm 和

2 气温要素分析

814.5mm。比前几年增加了 199.5 米,129.0mm,22.5mm 和

2017 年,龙城区 8 个区域自动站的年平均气温为 9.3°

251.4mm(表 1)。

C,比历年高 0.7°C。2017 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41.3°C,出

从每个月的降水分布来看(图 2),冬季(12 月,1 月,2 月)

现在大平房镇(5 月 18 日)；年最低气温为-24.7°C,出现在

的降水量与正常年份的降水量基本相同。4,5,6 和 9 月低于

联合镇(12 月 13 日)。从 2017 年各月气温距平分布（图 1）

正常水平,8 月和 10 月则超过正常水平。是一次极端性气候

可以看出上半年 1~5 月气温较常年偏高,下半年气温起伏较

事件,也补偿了前期偏旱的状况,作物生长发育总体较好。
表1

大,偏高偏低交替出现,但 4~9 月气温整体略偏高,还是比较
有利于大田作物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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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各月平均气温距平

3 降水要素分析

2017 年各区域站降水对比

降水量

2017 年

历年

距平

召都巴镇

814.4

623.3

191.1

边杖子镇

819.1

525.2

293.9

西大营子镇

709.2

515.4

193.8

大平房镇

560.7

457.2

103.5

联合镇

635.2

480.8

154.4

七道泉子镇

814.5

571.6

242.9

7 站平均

725.5

528.9

196.6

4 异常气候和极端天气事件
2017 年夏季(6 月至 8 月),龙城区出现了大量异常降水,
有 2 次大规模强降水天气过程。分别为 7 月 6 日至 7 日和 8
月 2 日至 4 日。从 7 月 6 日到 7 日,副高北抬明显造成了大
部分地区出现大雨,还有一些单点暴雨。从 8 月 2 日到 4 日,
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为 75.1mm(大平
房镇)。有 2 个乡镇,降水量超过 300mm,4 个乡镇降水量超过
250mm(大雨)。所有乡镇超过了 200mm(暴雨),打破了历史极
端值。
5 总结

图2

2017 年各月平均降水量距平

2017 年龙城区平均气温高于正常水平,上半年较高；降
水量超过正常水平,8 月降水量是气候异常事件,对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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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工艺及资源回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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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铅酸蓄电池是世界上各类电池中生产量最大、使用途径最广的一种电池,它以其性价比高、高低温性能优越、

运行安全可靠等优点在动力、储能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重要领域都有广泛应用。但是铅酸蓄
电池经过一定使用期限后,或者由于使用不当导致损坏,而且铅酸蓄电池经过长期的充放电过程,容量下降到很低或板栅腐蚀
严重,铅酸蓄电池难以修复时,铅酸蓄电池无法正常进行充放电工作,电池就应报废,产生废铅酸蓄电池。因此为了对其进行合理
处理,本文概述了铅酸蓄电池,简述了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的必要性,对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工艺以及资源回收策略进行了论
述分析。
[关键词] 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必要性；工艺；资源回收；意义；策略
1 铅酸蓄电池的概述

料如不加以回收,都将成为环境的污染源,尤其是废铅酸蓄

铅酸蓄电池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顶部有可拧开的塑料密

电池,只有充分回收利用,才能避免其中的铅膏和硫酸污染

封盖,上面还有通气孔、安全阀。其主要部件是正极板、负

环境。回收废铅酸蓄电池可充分利用再生铅废料,减少原生

极板、电解液、隔膜或隔板、电池槽,此外还有一些零件如

铅矿石的开采量,延长其开采年限,有效的利用铅资源,是铅

端子、连接条、排气栓等。铅酸蓄电池具有结构简单、使用

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之路。因此从保护环境和资源角度

方便、性能可靠、价格较低等优点,因此在国民经济各部门

讲,回收处理废铅酸蓄电池都具有重要意义。

得到广泛应用,一直是化学电源中产量大、应用范围广的产

3 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工艺的分析

品,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铅酸蓄电池的各项

3.1 铅酸蓄电池的预处理工艺分析

性能有了大幅度提高,铅酸蓄电池在一些特殊应用领域的优

废铅酸蓄电池主要由极板、电解液、隔板及壳体、铅膏

势更加显现,其可以作为电动助力车、特种电动车、新型汽

等组成,首先通过破碎机的锤头上的刀口将废旧铅酸电池破

车电源。铅酸蓄电池常见的报废原因有极板的硫酸盐化、极

碎至 50-60mm 以下的碎片后进入振动筛,在振动筛内设置有

板用板栅腐蚀、极板上活性物质软化脱落等。处于报废状态

多道喷水喷头,在水力和振动的双重作用下,电池碎片中的

铅酸蓄电池为废铅酸蓄电池,废铅酸蓄电池应收集后集中处

铅泥通过筛板的网口被冲入铅泥沉淀机,再往铅泥沉淀机内

理,进行资源化综合再利用。

加入适当比例的絮凝剂后,促使铅泥成团,便于刮板机输送

2 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的必要性

机输送给压滤机压滤后形成铅膏。同时经过振动清洗分离后

随着汽车、电动自行车和储能等领域对铅蓄电池市场需

的聚丙烯、重塑料和铅栅由振动筛送至水力分离器,根据物

求的日益增长,铅蓄电池报废量也随之逐年增长。据不完全

料的比重不同将上述三种物料分别从水力分离器的上、中、

统计,目前仅电动助力车保有量就超过 2 亿辆,每年仅这一

下三个出口分别送出,为了能保证各种物料清洗分离彻底又

项增加的报废电池数量已达 350 多万吨,汽车、摩托车、储

对铅栅和重塑料进行了第二次清洗分离,从而保证了各种物

能、邮电通讯、动力电池等累加起来每年约有 700 多万吨。

料清洗干净,分离彻底。该系统采用全屏监控,自动控制,自

废旧铅酸蓄电池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高浓度硫酸溶液,其

动化程度高,主体设备采用 316L 不锈钢材料,耐腐蚀性能

无论是裸露在大气中还是深埋在地下,其重金属成分及硫酸

好；整个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酸废水、酸液、设备及地面

溶液都会随渗滤液溢出,造成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会严重

冲洗废水集中收集后进入含酸废水处理系统(采用中和+絮

危害人类健康。铅能够引起人体神经系统的神经衰弱、手足

凝沉淀+斜板沉淀+气浮+生物接触氧化+砂滤+活性炭过滤+

麻木、消化系统的消化不良、血液中毒和肾损伤。各种铅废

膜处理工艺)处理后全部循环使用；整个预处理过程各分体

的影响最大,其他月份降水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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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气象要素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极端

业生产的影响[J].中国农学通报,2016,32(36):142-145．

降水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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