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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气象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市余杭区气象局、浙江省气象学会、杭州市气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楚岱蔚、杨志江、楼茂园、范辽生、史欣怡、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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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冻害预警信号图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枇杷冻害预警信号图标。

本文件适用于枇杷冻害的气象预警服务，有助于在农业生产中判断低温冻害的影响程度，提前采取

防御措施，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62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图标

QX/T 281 枇杷冻害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3.1

开花期 flowering stage

枇杷花序上第一朵花开放到最后一朵花花瓣脱落之间的时段，包括初花期、盛花期、终花期。

注：单位为天（d）。

[来源：QX/T 281—2015,2.2]

3.2

幼果期 young fruit stage

枇杷谢花后着果到果皮转绿之间的时段，包括果实滞长期、细胞迅速分裂期。

注：单位为天（d）。

3.3

枇杷冻害 freezing injury to Chinese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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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开花期至幼果期，因低温造成花朵、幼果受冻，致使花朵枯萎或脱落，着果率降低，种子或果

肉出现褐变，影响果实正常生长或停止生长，导致减产或绝收的现象。根据枇杷受冻时期分为开花期冻

害和幼果期冻害。

注：开花期冻害主要发生在11月至翌年1月，幼果期冻害主要发生在12月至翌年3月。

4 预警信号图标

4.1 开花期冻害预警信号图标

预警等级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预警信号图标根据 GB/T 27962—2011 的设计要求制作，

划分依据和预警信号图标详见表 1。

表 1 枇杷开花期冻害预警信号图标

预警等级 划分依据 信号图标

蓝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或已经达到枇

杷开花期轻度冻害等级。

黄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枇杷开花期中

度冻害等级，或已经达到轻度冻害等级且可能持

续。

橙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枇杷开花期重

度冻害等级，或已经达到中度冻害等级且可能持

续。



T/ZJMA 002—2021

3

红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枇杷开花期极

重冻害等级，或已经达到重度冻害等级且可能持

续。

注：轻度、中度、重度、极重的冻害等级对应 QX/T 281—2015 枇杷开花期冻害等级划分及表现症状，具体划分及判别方法参见附录 A。

4.2 幼果期冻害预警信号图标

预警等级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预警信号图标根据 GB/T 27962—2011 的设计要求制作，

划分依据和预警信号图标详见表 2。

表 2 枇杷幼果期冻害预警信号图标

预警等级 划分依据 信号图标

蓝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或已经达到枇

杷幼果期轻度冻害等级。

黄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枇杷幼果期中

度冻害等级，或已经达到轻度冻害等级且可能持

续。

橙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枇杷幼果期重

度冻害等级，或已经达到中度冻害等级且可能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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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预计 72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将达到枇杷幼果期极

重冻害等级，或已经达到重度冻害等级且可能持

续。

注：轻度、中度、重度、极重的冻害等级对应 QX/T 281—2015 枇杷幼果期冻害等级划分及表现症状，具体划分及判别方法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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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枇杷冻害等级

A.1 枇杷开花期冻害等级

枇杷开花期冻害等级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 4个等级，具体划分及判别方法见表 A.1。

表 A.1 枇杷开花期冻害等级划分及表现症状

等级 日最低气温（Tmin） 花朵冻害率（P1）

轻度 -4℃＜Tmin≤-3℃ 10%＜P1≤30%

中度 -5℃＜Tmin≤-4℃ 30%＜P1≤60%

重度 -6℃＜Tmin≤-5℃ 60%＜P1≤90%

极重 Tmin≤-6℃ P1＞90%

A.2 枇杷幼果期冻害等级

枇杷幼果期冻害等级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 4个等级，具体划分及判别方法见表 A.2。

表 A.2 枇杷幼果期冻害等级划分及表现症状

等级 日最低气温（Tmin）和持续天数（D） 幼果褐变率（P2）

轻度 -2.5℃＜Tmin≤-1.0℃，D≤3d 10%＜P2≤30%

中度 -3.5℃＜Tmin≤-2.5℃，D≤3d或-2.5℃＜Tmin≤-1.0℃，D＞3d 30%＜P2≤60%

重度 -4.5℃＜Tmin≤-3.5℃，D≤3d或-3.5℃＜Tmin≤-2.5℃，D＞3d 60%＜P2≤90%

极重 Tmin≤-4.5℃，D≤3d 或-4.5℃＜Tmin≤-3.5℃，D＞3d 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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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枇杷冻害防御指南

B.1 枇杷冻害防御指南

a)种植耐寒枇杷品种；

b)加强园地管理，培养健壮树势，提高树体抗寒力；

c)通过晾根、疏花序、疏花、根外追肥、施采前肥等措施，延迟开花时间或延长开花期；

d)其他方法：培土护根，主干涂白，束枝束叶，园地熏烟，喷水灌溉，果实套袋，设施栽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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