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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佛山市顺德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位于广东省南部、珠三

角腹地，广佛都市圈的核心，毗邻广州市，总面积约 806 平方

公里，属南亚热带季风区，又受海洋气候调节，日照时间长，

雨量充沛，常年温暖湿润，气候资源丰富。主要的气象灾害有

热带气旋、暴雨、强对流（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等）、低温

阴雨、大雾、灰霾、高温热浪等。

顺德区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是闻名海内外的制

造业重地，也是农业商品经济开发很早的地区，农业结构不断

优化，除种植粮食、蔬菜和经济作物外，花卉生产发展较快，

是全国著名的花卉种植基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

各业对天气的敏感性越来越高，社会公众对气象信息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对气象服务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为了让公众更加便捷地获取气象公共服务，我局特编写《佛

山市顺德区气象公共服务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气象信息获取

渠道、气象服务产品、常用气象术语等，指引市民获取和使用

气象服务产品。

本白皮书将随着气象业务的发展不断更新完善，欢迎社会

各界对顺德气象公共服务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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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顺德区大良街道蓬莱路 72 号

联系电话| 0757-22333082



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第一部分 | 2018 年气象服务总结回顾

1.1 2018 年天气气候概况..............................................................................................................................1
1.2 2018 年气象服务情况总结......................................................................................................................1

第二部分 | 2019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

2.1 扩展创新气象信息发布渠道...................................................................................................................2
2.2 完善预警发布机制...................................................................................................................................2
2.3 提升防灾科普能力...................................................................................................................................2

第三部分 | 气象信息获取渠道

3.1 缤纷微天气...............................................................................................................................................3
3.2 微信...........................................................................................................................................................4
3.3 微博...........................................................................................................................................................4
3.4 停课铃.......................................................................................................................................................5
3.5 网站...........................................................................................................................................................5
3.6 短信...........................................................................................................................................................6
3.7 咨询电话...................................................................................................................................................6
3.8 电视...........................................................................................................................................................7
3.9 气象频道...................................................................................................................................................7
3.10 电台.........................................................................................................................................................8
3.11 电台直播间.............................................................................................................................................8
3.12 气象服务站.............................................................................................................................................9
3.13 气象预警大喇叭.....................................................................................................................................9

第四部分 | 气象服务产品

4.1 预警信息类.............................................................................................................................................10
4.1.1 气象信息.........................................................................................................................................10
4.1.2 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11

4.2 天气预报类.............................................................................................................................................11
4.2.1 逐三小时天气预报.........................................................................................................................11
4.2.2 未来六小时天气预报.....................................................................................................................12
4.2.3 短时天气预报.................................................................................................................................12
4.2.4 早晚天气预报.................................................................................................................................12
4.2.5 未来十天天气预报.........................................................................................................................13
4.2.6 未来十五天天气预报.....................................................................................................................13
4.2.7 国内城市天气预报.........................................................................................................................14

4.3 实况信息.................................................................................................................................................14
4.3.1 气象观测站实况.............................................................................................................................14
4.3.2 自动气象站实况.............................................................................................................................14
4.3.3 微信预警信息推送.........................................................................................................................15

4.4 农业气象服务（旬报）.........................................................................................................................15
4.5 年度气候公报.........................................................................................................................................15



4.6 专项气象服务.........................................................................................................................................16
4.6.1 节假日专项气象服务.....................................................................................................................16
4.6.2 重大活动专项气象服务.................................................................................................................16
4.6.3 生活气象指数预报.........................................................................................................................16
4.6.4 气象扩散条件预报.........................................................................................................................17
4.6.5 提供定点气象预报服务.................................................................................................................17
4.6.6 “市民之窗”气象证明自助打印.................................................................................................17
4.6.7 突发事件气象应急现场服务.........................................................................................................18

4.7 防灾减灾服务.........................................................................................................................................18
4.7.1 防雷安全监督检查.........................................................................................................................18
4.7.2 气象防雷行政执法.........................................................................................................................19
4.7.3 雷电灾害调查鉴定.........................................................................................................................19
4.7.4 防雷检测诚信管理.........................................................................................................................19

4.8 气象行政.................................................................................................................................................19
4.8.1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19
4.8.2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活动审批.............................................................................19

4.9 气象科普.................................................................................................................................................20
4.9.1 科普活动、宣传活动.....................................................................................................................20

第五部分 | 常用气象术语

5.1 常用预报用语.........................................................................................................................................21
5.2 气温.........................................................................................................................................................21
5.3 降水量.....................................................................................................................................................22
5.4 风.............................................................................................................................................................22
5.5 气压.........................................................................................................................................................23
5.6 相对湿度.................................................................................................................................................23
5.7 能见度.....................................................................................................................................................23
5.8 切变线.....................................................................................................................................................23
5.9 雾.............................................................................................................................................................23
5.10 灰霾.......................................................................................................................................................24
5.11 热带气旋...............................................................................................................................................24
5.12 霜冻.......................................................................................................................................................25
5.13 雷雨大风...............................................................................................................................................25
5.14 冰雹.......................................................................................................................................................25
5.15 龙卷风...................................................................................................................................................26
5.16 回南天...................................................................................................................................................26
5.17 龙舟水...................................................................................................................................................26
5.18 四季划分...............................................................................................................................................27

附录 | 广东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28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体上，顺德区 2018 年平均气温偏高，降水偏多，强对流天气频繁，台风影响重。

年平均气温 23.8℃，较常年偏高 1.2℃，属显著偏高。年内 5月气温异常偏高，3 月、6 月显著偏高，

11 月偏高，其余月份正常。5 月 31 日录得极端最高气温 37.2℃，为历史 5 月最高气温。年内 5℃以下低温

日数 2 天，极端最低气温 4.8℃，寒冷（日平均气温≤10℃）日数 23 天，高温日数（最高气温≥35℃）41

天，较常年偏多 22 天，位列历史第六位，主要高温过程（持续 2 天以上）有 9 次，最长连续高温日长达

14 天，出现在 5月。

年降雨量 2055.0 毫米，较常年（1697.7 毫米）偏多 21%，入汛严重偏晚，“龙舟水”偏重。2018 年降

雨量分布不均，雨强大，出现旱涝急转，降雨集中汛期，前汛期偏多 35%，后汛期偏多 22%。1 月雨量异常

偏多 229%，为历史同期第 4 多，6 月异常偏多 97%，8 月显著偏多 61%，9 月偏多，2 月异常偏少 93%，12

月显著偏少 66%，3 月、4 月、7 月和 10 月偏少，5 月和 11 月正常。5 月 7 日全省进入汛期，较常年（4 月

6日）偏晚 31 天。汛期总雨量 1774.8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9%。“龙舟水”属偏重年景，“龙舟水”期间

（5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累积雨量为 555.8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85%。年雨日 130 天（日雨量≥0.1 毫

米），较常年偏少 12 天。暴雨日数 13 日，较常年偏多 6日。首场暴雨为冬季暴雨出现在 1 月 7 日，全年最

大日雨量为 192.7 毫米，出现在 6月 8日。

年内有 4 个台风和 2 个热带低压登陆广东省，其中“艾云尼”、“贝碧嘉”和“山竹”给我区带来明显

或严重风雨影响。超强台风“山竹”的影响给我区带来了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风灾，年内首度发布台风红色

预警信号，并实行“五停”。

全年日照总时数 1523.4 小时，与常年基本持平。全年雾日数仅 4 天，较常年偏少 7 天。年灰霾日数

32 天，较去年少 1 天，其中轻度灰霾 5天，轻微灰霾 27 天。

顺德气象局以“建设一流现代气象，服务第一经济强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你的冷暖，在我心

中；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为理念，积极开展公共气象服务，把“应急服务常态化”作为管理目标，为顺

德区委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提供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以及恰当科学的生活工作建议，较好地实现

了公众气象服务“报得准、发得出、看得懂、用得上”。

全年气象监测无错情，晴雨预报准确率达 93%，及时发布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153 次，启动气象灾

害应急响应 19 次；发布《重大气象信息快报》298 期，《气象信息专报》70 期，发送决策气象服务短信 509

条，服务人次 1759537。优质的气象服务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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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顺德气象局将保持建设“更高水平的气象现代化”的定力，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突出抓

好气象服务保障民生，增加气象服务有效供给，努力让公众有更多获得感。

在充分利用缤纷微天气、微信、新浪微博、停课铃、网站、短信、咨询电话、电视、电台、气象服务

站、气象频道、气象预警大喇叭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微信公众号预警信号推送功能，着重推出“缤纷微天

气”微信小程序等新式发布传播渠道，提升全省统一气象服务品牌宣传。同时实施“互联网+气象服务”战

略，集成全媒体服务信息发布渠道，优化网站、微信、微博等渠道，使气象预警信号信息有效、迅速、便

捷地传递给广大市民。

提高镇街精细化气象预报预警水平，建立台风、暴雨高级别预警信号预约传播机制；向广大家长、师

生推广使用停课铃 、缤纷微天气等应用程序，同时完善精细化分镇预报预警运作机制，实现靶向预警，有

针对性的进行防灾减灾；努力使台风、暴雨灾害停课信号及停课安排信息家喻户晓。

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防灾减灾工作的指导、服务和监督，切实增强其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丰

富气象科普活动，多形式、多渠道宣传 2019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太阳、地球和天气)，利用“迎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开展气象科普活动，普及极端天气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气象科普知识，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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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众可以通过缤纷微天气、微信、微博、停课铃、网站、短信、咨询电话、电视、气象频道、

电台、电台直播间、气象服务站、大喇叭等渠道获取顺德区气象信息服务。

缤纷微天气是基于实时位置提供精细化服务，在界面和功能方面强化了个性设置设计，利用“广东天

气”微信公众号和“顺德天气”微信公众号实现向公众推送气象预警和应急预警信息。

服务内容：提供用户所在地点精细化天气实况、预报预警信息、卫星云图、雷达图像、台风路径等图

像信息以及气象科普、公众互动等。

获取途径：微信搜索“顺德天气”或扫描“顺德天气”二维码关注，在一级菜单中选择“缤纷微天气”

或者点击微信主界面的搜索框，或者选择小程序，输入“缤纷微天气”，搜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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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天气”官方微信于 2014 年 9 月开通，主要向公众提供个性化、趣味性的气象信息服务。

服务内容：提供用户所在地实时天气实况、天气展望、预报预警信息以及气象科普等。

获取途径：微信搜索“顺德天气”或扫描“顺德天气”二维码关注。

“顺德天气”官方微博于 2011 年 4 月开通，依托新媒体平台，注重预警预报发布、科普和与公众的沟

通互动，是本地最快捷的实时气象信息获取渠道之一，目前粉丝数累积超 11 万。

服务内容：提供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天气实况、气象科普知识，跟踪发布灾害天气和突发事件的

最新动态。

获取途径：访问以下微博网址或扫描“顺德天气”二维码关注。

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sdq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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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1 日起，《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明确规定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黄色、橙色、红色预

警信号和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为停课信号。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停课铃”官方手机客户端，第一时间接收到

用户所在地区的停课信号以及天气预警信息，为儿童、学生上学出行做好充足准备。

服务内容：停课预警信号、停课通知、天气实况、逐天预报、逐小时预报、分钟降水、天气追踪、空

气质量指数、雷达图、天气黄历、全省预警、台风路径、科普视频等。

获取途径：可在广东应急气象网和各大电子应用市场直接查找“停课铃”或扫描二维码下载。

“佛山天气”网站作为公开气象政务信息和提供气象服务的官方网站，是传播气象新闻、普及气象科

普知识、提供便民服务的重要渠道。

服务内容：及时发布各类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各类气象监测信息、气候服务、气象科普信息、气象政

务服务等。

获取途径：http://www.fs1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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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3.53.5 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http://www.fs1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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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日常天气短信和应急预警短信。

服务内容：日常天气短信提供未来 24 小时天气预报服务、气象小贴士等信息；应急预警短信是发布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渠道之一。

获取途径：公众根据个人需要主动订制。

早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 顺德 AM”发送至“10620121”；

晚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 顺德”发送至“10620121”。

（1）“12121”应急气象电话

“12121”应急气象电话是查询天气信息的专用电话服务号。2012 年起新增“巨灾报平安”服务功能，

发生巨灾时，公众可拨打“12121”向亲朋留言报平安。

服务内容：“12121 应急气象电话”是面向市民咨询气象信息的公益电话，服务内容包括本地天气预报、

预警信息等服务查询、提供突发事件报平安留言等。

获取途径：电话拨打“12121”。

（2）顺德区气象局人工服务热线

服务内容：天气咨询人工服务热线。

获取途径：0757-22333082。

（3）行政咨询

服务内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

及其他行政服务咨询。

获取途径：0757-22271220。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3.73.73.73.7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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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3.63.6 短信短信短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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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

当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时，15 分钟内在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悬挂相应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必要

时以字幕形式滚动播放预警信号的含义和应对措施。

服务内容：天气实况、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重大气象信息、生活天气等内容。

获取途径：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全年每日 24 小时视天气情况随时播出。

（2）影视节目

影视节目业务于 1999 年开播，由顺德气象台提供天气预报等资料，每天两次在顺德频道播出。

服务内容：天气实况、本地未来三天天气预报、生活指数、国内主要城市和部分世界城市天气预报。

获取途径：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 19:30 首播、23:00 重播。

广东应急气象频道于2011年7月开播，依托中国气象频道发布我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和气象科普知识。

服务内容：提供天气实况、天气预报、生活指数及科普知识。

获取途径：有线电视网“中国气象频道”。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3.83.83.83.8 电视电视电视电视

3.93.93.93.9 气象频道气象频道气象频道气象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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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是播报天气预报信息的传统渠道之一，除了常规天气外，当灾害性天气发生时，及时多次播报顺

德区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信息，将最新的天气动态告知公众。

服务内容：每半点播报一次天气信息，提供最新 12 小时天气预报和 24 小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预

警及温馨提示等。

获取途径：佛山电台顺德频道 901 频道。

电台直播间是专门为顺德电台等媒体直播节目提供实时气象信息的服务专页。

服务内容：提供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当日天气及天气趋势、本地天气实况与天气展望、生活气象指数、

预警信号动态等信息。

获取途径：网址为：http://202.104.25.200:9080/fm901/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3.113.113.113.11 电台直播间电台直播间电台直播间电台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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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3.103.10 电台电台电台电台

http://202.104.25.200:9080/fm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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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站是为乡镇（社区）提供气象信息服务的主要载体，是乡镇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和综合信息服

务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目前已覆盖我区所有镇街。

服务内容：24 小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获取途径：乡镇气象服务站。

气象预警大喇叭是向公众传播高级别气象预警信息的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应急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与防御指引。

获取途径：收听气象预警大喇叭。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3.133.133.133.13 气象预警大喇叭气象预警大喇叭气象预警大喇叭气象预警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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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123.123.12 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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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通过智能电视、“顺德天气”新浪微博和微信、佛山电台顺德频道、12121 应急气象电话、

手机短信、佛山天气网站等向公众发布。

预计我区将出现台风、暴雨、强对流、高温、低温、寒潮等灾害性天气时，视情况发布各类气象警报。

主要有以下类型：

（1）雷雨警报。根据雷雨云团的移动方向和强度

变化，预计未来 1-6 小时可能对我区造成影响时发

布雷雨警报，内容包括灾害性天气类型（短时强降

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影响时间以及防御。

（2）台风消息、警报或紧急警报。视台风距离本

地预报责任区的远近与影响程度的轻重，不定时发

布台风消息、警报或紧急警报。内容包括台风最新

动态与未来发展趋势，对我区可能影响的范围、程

度分析，同时给出相应的防御建议。

（3）高温天气报告。一般在盛夏季节，预计未来

三天或三天以上我区最高温度≥35℃，提前发布高

温报告。

（4）冷空气消息。当年秋冬季至次年春季，北方

冷空气将影响我区，预计过程降温幅度达到 5℃或

以上时，发布冷空气消息。

（5）寒潮警报。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日平均温度的

降温幅度≥8℃，或 48 小时内平均温度的降温幅度

≥10℃，且最低温度降至 5℃以下时，发布寒潮警

报。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 气象服务产品气象服务产品气象服务产品气象服务产品

4.14.14.14.1 预警信息类预警信息类预警信息类预警信息类

4.1.14.1.14.1.14.1.1 气象信息气象信息气象信息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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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低温天气报告。当冷空气、寒潮等已经影响我区，气温持续下降，最低气温下降至 5℃以下时，

发布低温报告，报告一般预报次日至第三日的最低温度。

（7）转折性天气报告。当有转折性降水天气或预计未来几天出现强降水、暴雨等天气，发布天气报

告，提醒市民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信息内容：当预计灾害性天气可能影响或已经影响

我区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从 2014 年 11 月

起我区开展暴雨、雷雨大风、冰雹、大雾等四种预

警信号精细到镇街的发布工作。

气象预警信号包括台风、暴雨、高温、寒冷、大雾、

灰霾、雷雨大风、道路结冰、冰雹、森林火险 10

种（见附录）。

发布时次：全年、全天 24 小时根据灾害性天气的发

生发展情况发布全区或精细到镇街的预警信号。

提供方式：佛山天气网站、“顺德天气”新浪微博、微信、手机短信、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12121 应急气

象电话、智能电视等。

为进一步提高精细化预报水平，2013 年 10 月起顺德区气象局发布逐三小时天气预报。

预报内容：根据天气系统的移向和强度，滚动发布未来 24 小时顺德区逐三小时天气预报，包括天空状况、

最低气温、最高气温、风向风速。

发布时次：每天 08:00、11:00、14:00、17:00 时各发布一次。

提供方式：佛山天气网站。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4.1.24.1.24.1.24.1.2 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

4.24.24.24.2 天气预报种类天气预报种类天气预报种类天气预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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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2.14.2.14.2.1 逐三小时天气预报逐三小时天气预报逐三小时天气预报逐三小时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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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内容：本地未来六小时天气趋势，包括天气状况、降水情况、最低气温、最高气温、风向风速、相对

湿度等。08 时、17 时均发布过去十二小时天气实况。

发布时次：每天 08:00、11:00、14:00、17:00 时各发布一次。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新浪微博。

预报内容：根据天气系统的移向和强度，分别发布本地 24 小时天气预报，包括天空状况、降水、风向风

速、最低气温、最高气温、相对湿度等。

发布时次：每天 08:30、11:00、14:00、17:00

时更新一次，截止至当天 20:00 以及当日

20:00 至次日 08:00 的天气预报。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微信、广播电台、

智能电视、佛山天气网站。

预报内容：根据各类气象要素资料以及天气形势的变化趋势分析，发布顺德区未来 12 小时及 24 小时天气

预报，主要包括天空状况、降水、风向风速、最低气温、最高气温、相对湿度等。同时根据天气情况的不

同特点，搭配相关的天气实况图（气温图、相对湿度、风向风速、能见度、台风图等）。

发布时次：每天 08:30、16:00 时各发布一次。

提供方式：佛山天气网站、“顺德天气”新浪微博、顺德政务平台、顺德电台、顺德电视台、12121、传真

等。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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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2.24.2.24.2.2 未来六小时天气预报未来六小时天气预报未来六小时天气预报未来六小时天气预报

4.2.44.2.44.2.44.2.4 早晚天气预报早晚天气预报早晚天气预报早晚天气预报

4.2.34.2.34.2.34.2.3 短时天气预报短时天气预报短时天气预报短时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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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起每天 16 时滚动发布本地未来十天天气预报。

预报内容：本地未来十天的天空状况、降水情况、最低气温、最高气温等。

发布时次：每天 16:00 时发布。

提供方式：微信、智能电视、电台网站、佛山天气网站。

2018 年 4 月起每天 16 时发布本地未来十五天天气预报。

预报内容：本地未来十五天的天空状况、降水情况、最低气温、最高气温等。

发布时次：每天 16:00 时发布。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新浪微博。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4.2.54.2.54.2.54.2.5 未来十天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天气预报

4.2.64.2.64.2.64.2.6 未来十五天天气预报未来十五天天气预报未来十五天天气预报未来十五天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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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内容：转播全国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发布时次：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顺德气象影视节目

19:30 首播、23:00 重播。

提供方式：佛山电视台顺德频道。

信息内容：发布顺德国家气象观测站的实况数据，包括气温、风向风速、实时雨量等。

发布时次：实况滚动显示，气温、降水、风向风速、气压、相对湿度每 5 分钟更新一次，能见度每 15 分

钟更新一次。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微信、佛山天气网站。

信息内容：顺德区范围内自动气象观测站监测信

息，包括实时气温、实时风向风速、实时降雨、日

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累计降雨量、3 小时累

计雨量、1 小时累计雨量、时极值、时内逐 5 分钟

雨量等。

发布时次：每 5 分钟更新一次。

提供方式：电台直播间网站、智能电视、“顺德天

气”微信、佛山天气网站。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4.2.74.2.74.2.74.2.7 国内城市天气预报国内城市天气预报国内城市天气预报国内城市天气预报

4.34.34.34.3 实况信息实况信息实况信息实况信息

4.3.14.3.14.3.14.3.1 气象观测站实况气象观测站实况气象观测站实况气象观测站实况

4.3.24.3.24.3.24.3.2 自动气象站实况自动气象站实况自动气象站实况自动气象站实况

第
四
部
分

||||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
产产产产
品品品品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息内容：气象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解除将实时推送

至已关注“顺德天气”微信公众号的用户手中，点

击“详情”可以显示预警内容。

发布时次：预警信号发布/升级/解除时。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微信。

服务内容：利用统计分析方法，预测本旬天气趋势，

并提供气象预报应用建议和农业生产建议，对于农

业生产安排部署具有参考意义。

发布时次：每旬（每月 10 日、20 日、30 日）发布。

提供方式：通过传真或信件发到相关农业/企业服

务单位。

服务内容：顺德区年度气候特征、天气气候事件及

其影响、气象要素概况等。

发布时次：每年第一季度发布上年度气候公报。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微信、新浪微博、佛山天

气网站等。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4.54.54.54.5 年度气候公报年度气候公报年度气候公报年度气候公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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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3.34.3.34.3.3 微信预警信息推送微信预警信息推送微信预警信息推送微信预警信息推送

4.44.44.44.4 农业气象服务农业气象服务农业气象服务农业气象服务（（（（旬报旬报旬报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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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内容：针对每年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

午、中秋、重阳、国庆等重要节日，提供专题天气

预报服务。

发布时次：节假日前夕，至少提前 2 天（48 小时）

发布节假日期间的天气预测，并跟踪预报服务至假

期结束。

提供方式：“顺德天气”微信、新浪微博、智能电

视、电台、电视台、传真给各部门单位等。

服务内容：为春运、50 公里徒步、“两会”、两考、美食节、龙舟赛等重大活动提供专项气象服务保障。

发布时次：在每个重大活动到来前，根据方案提前发布活动期间的天气预测以及气象服务专报，并跟踪预

报服务至活动结束。

提供方式：传真到活动主办方、顺德政务平台、活动短信群组、活动 QQ 群组、活动微信群组、“顺德天气”

微信、新浪微博等。

服务内容：每天向公众发布火灾危险度、郊游指数、晨练指数、雨具指数、洗车指数、穿衣指数、人体舒

适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紫外线强度等气象指数预报。

发布时次：每天 17:00 时发布。

提供方式：电台直播间网站、气象影视节目、佛山天气网站。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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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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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
产产产产
品品品品

4.64.64.64.6 专项气象服务专项气象服务专项气象服务专项气象服务

4.6.14.6.14.6.14.6.1 节假日专项气象服务节假日专项气象服务节假日专项气象服务节假日专项气象服务

4.6.24.6.24.6.24.6.2 重大活动专项气象服务重大活动专项气象服务重大活动专项气象服务重大活动专项气象服务

4.6.34.6.34.6.34.6.3 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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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4.6.64.6.64.6.6 ““““市民之窗市民之窗市民之窗市民之窗””””气象证明自助打气象证明自助打气象证明自助打气象证明自助打

4.6.54.6.54.6.54.6.5 提供定点气象预报服务提供定点气象预报服务提供定点气象预报服务提供定点气象预报服务

第
四
部
分

||||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
产产产产
品品品品

4.6.44.6.44.6.44.6.4 气象扩散条件预报气象扩散条件预报气象扩散条件预报气象扩散条件预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内容：提供未来九天气象扩散条件要素，包括

云天状况、风向风力、最低气温、最高气温、AQI

预报等。

发布时次：每天 16:30 时发布。

提供方式：顺德大气扩散条件 QQ 群组。

服务内容：企业或者社会组织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根据需要提供某一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的天气保障服务。

发布时次：根据企业或社会组织需要，提前咨询，跟进回复。

提供方式：拨打气象咨询电话：0757-22333082，工作时间：08：30-12:00、14:00-17:30。

服务内容：免费提供气象证明材料，为市民因气象因素（暴雨、大风、雷电、冰雹等）引起的有关纠纷（如

保险理赔、法律证明和经济纠纷等），或者因事故调查以及科研应用等需开具气象证明。

提供方式：可到各镇街行政服务中心“市民之窗”自助服务终端自主打印或到顺德区气象局开具。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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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74.74.7 防灾减灾服务防灾减灾服务防灾减灾服务防灾减灾服务

4.6.74.6.74.6.74.6.7 突发事件气象应急现场服务突发事件气象应急现场服务突发事件气象应急现场服务突发事件气象应急现场服务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4.7.14.7.14.7.14.7.1 防雷安全监督检查防雷安全监督检查防雷安全监督检查防雷安全监督检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内容：突发事件发生区域，进行实时天气跟踪，提供对点的天气预报。

发布时次：全年 24 小时视情况随时提供。

提供方式：通过电话及手机短信，将突发事件区域的天气状况通知到突发事件相关处理人，视情况出动气

象应急保障车到现场进行气象服务保障。

服务内容：雷电灾害安全防御的检查和指导工作，

组织开展对危险品化学品场所、气象灾害防御重点

区域、重点单位等的气象防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提供方式：防雷安全减灾办公室（咨询电话：

0757-22836976）

第
四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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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
产产产产
品品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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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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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
产产产产
品品品品

4.7.24.7.24.7.24.7.2 气象防雷行政执法气象防雷行政执法气象防雷行政执法气象防雷行政执法

4.7.34.7.34.7.34.7.3 雷电灾害调查鉴定雷电灾害调查鉴定雷电灾害调查鉴定雷电灾害调查鉴定

4.7.44.7.44.7.44.7.4 防雷检测诚信管理防雷检测诚信管理防雷检测诚信管理防雷检测诚信管理

4.84.84.84.8 气象行政气象行政气象行政气象行政

4.8.14.8.14.8.14.8.1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4.8.14.8.14.8.14.8.1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活动审批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活动审批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活动审批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内容：依法监管和查处不符合国家防雷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提供方式：防雷安全减灾办公室（咨询电话：0757-22836976）

服务内容：雷电灾害事故的调查和鉴定工作，并做好气象防雷领域安全生产数据的统计分析。

提供方式：防雷安全减灾办公室（咨询电话：0757-22836976）

服务内容：依法组织、管理雷电灾害安全防御工作，

加强对防雷检测机构资质管理，进一步规范辖区内

防雷装置检测行为，推进防雷工程专业检测资质企

业诚信体系建设。

提供方式：审批服务科（咨询电话：0757-22836976）

服务内容：对顺德区范围内的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

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

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负责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

工验收行政许可。

提供方式：行政服务窗口（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西座一楼 36 号窗口）

http://www.gdzwfw.gov.cn/portal/branch-hall?orgCode=007055848（广东政务服务网→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气象局网上服务窗口），咨询方式 0757-22836970。

服务内容：对顺德区范围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活动进行审批。

提供方式：行政服务窗口（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西座一楼 36 号窗口）

http://www.gdzwfw.gov.cn/portal/branch-hall?orgCode=007055848（广东政务服务网→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气象局网上服务窗口），咨询方式 0757-2283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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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4.94.9 气象科普气象科普气象科普气象科普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让社会更了解气象和让气象更好地服务市民，市民可通过联系顺德区气象局免费团体预约报名参

与气象局举办的科普宣传、免费讲座等活动获取气象科普宣传资料和学习气象科普知识。

在“3.23 世界气象日”、5月 12 日“全国防灾减灾日”、6月的“安全生产宣传月”等国际性、全国性

以及市内主题科普宣传活动期间，或在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等特殊天气情况下，区气象局结

合部门职能组织策划的系列有关气象知识、气象防灾减灾知识、气象法律知识等的科普宣传活动。

气象科普形式包括：“市民公众开放日”、气象科普知识讲座、气象科普宣传片播放、气象科普专题网

站外挂、气象科普宣传资料印制发放、气象科普知识媒体宣传等方式。

4.9.14.9.14.9.14.9.1 科普活动、宣传活动科普活动、宣传活动科普活动、宣传活动科普活动、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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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气预报中所说的气温，是指标准观测场内百叶箱中距地面 1.5 米高处所测得的温度，它与露天下或

室内测得的温度是完全不同的，气温常用单位是摄氏度（℃）。

当气象站录得日最高气温≥35℃时称为出现高温天气；当气象站录得日最低气温≤5℃时称为出现低温

天气。

常用天气预报用语 含义

晴
无云或有零星的云，但云量占天空面积不到 1/10。或有高薄云，

但对透过阳光很少影响

少云 中低云量占天空的 1/10-3/10 或高云量占天空的 4/10-5/10

多云 中低云量占天空的 4/10-7/10 或高云量占天空的 6/10-10/10

阴天 中低云量占天空≥8/10

晴间多云 有时晴，有时多云

阳光充足，天气晴朗 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照时间 5 小时以上

部分时间有阳光 阳光间断出现,日照时间 1-4 小时

短暂时间有阳光 阳光间断出现,日照时间小于 1小时

阵雨
开始和终止很突然，一阵大一阵小，24 小时雨量不超过 10 毫米，

多出现在夏季

雷阵雨 下阵雨时，伴有雷暴和闪电

微雨 一般指阴天为主，偶有零星小雨，有毛毛雨等

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第五部分 |||| 常用气象术语常用气象术语常用气象术语常用气象术语
5.15.15.15.1 常用预报用语常用预报用语常用预报用语常用预报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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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常常
用用用用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术术术术
语语语语

5.25.25.25.2 气温气温气温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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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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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5.45.4 风风风风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而积聚的深度，规定以毫米（mm）为计量单位。降水分为

液态降水（雨）和固态降水（雪、冰雹）。气象学上经常使用 24 小时雨（雪）量等级来描述降水强度。

降水量（降雨、降雪）等级（单位：mm）

雨量等级 24 小时量值 雪量等级 24 小时量值

小雨 0.1-9.9 小雪 0.1-2.4

小到中雨 5.0-16.9 小到中雪 1.3-3.7

中雨 10.0-24.9 中雪 2.5-4.9

中到大雨 17.0-37.9 中雪到大雪 3.8-7.4

大雨 25.0-49.9 大雪 5.0-9.9

大雨到暴雨 38.0-74.9 大雪到暴雪 7.5-15.0

暴雨 50.0-99.9 暴雪 ≥10.0

暴雨到大暴雨 75.0-174.9

注：雪量等级中相应量值为雪花水量
大暴雨 100.0-249.9

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75.0-299.9

特大暴雨 ≥250.0

风是指空气的水平流动现象，用风向和风速表示。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常用 16 个方位表示。风速

是指单位时间内空气移动的水平距离，以米/秒（m/s）为计量单位。为便于使用，把风速按一定量级区间

划分为风力等级（目前国际上通用“蒲氏风力等级”）。下表为风速与风力等级对照表。

蒲氏风力等级表

风力等级 风速（m/s） 风力等级 风速（m/s） 风力等级 风速（m/s）

0 0～0.2 6 10.8～13.8 12 32.7～36.9

1 0.3～1.5 7 13.9～17.1 13 37.0～41.4

2 1.6～3.3 8 17.2～20.7 14 41.5～46.1

3 3.4～5.4 9 20.8～24.4 15 46.2～50.9

4 5.5～7.9 10 24.5～28.4 16 51.0～56.0

5 8.0～10.7 11 28.5～32.6 17 ≥56.1

5.35.35.35.3 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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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65.65.6 相对湿度相对湿度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5.55.55.55.5 气压气压气压气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气压是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大气压力，即等于单位面积上向上延伸到大气上界的垂直空气柱的重量。

气压的国际制单位是帕斯卡，简称帕，符号是 Pa。一个标准大气压等于 1013.25 百帕。气压跟天气有密切

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地面由高气压控制的地区往往是晴天,地面由低气压控制的地区往往是阴雨天。

相对湿度，指空气中水汽压与饱和水汽压的百分比，表征空气的干湿程度，其数值介于 0%到 100%。相

对湿度越大，空气中水气压越接近饱和。

能见度是反映大气透明度的一个指标，指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在当时的天气条件下能够看清楚目标轮廓

的最大距离。

指风向或风速的不连续线，实际上也是两种相互对立气流间的交界线。在切变线上，经常存在气流的

水平辐合和上升运动，容易产生云雨天气。

近地面空中浮游的大量微小水滴或冰晶。根据水平能见度大小分“轻雾”（能见度 1.0～10.0 千米）、

“雾”（能见度 0.2～1.0 千米）、“浓雾”（50～200 米）和“强浓雾”（能见度不足 50 米）。

5.75.75.75.7 能见度能见度能见度能见度

5.85.85.85.8 切变线切变线切变线切变线

5.95.95.95.9 雾雾雾雾

第
五
部
分

||||
常常常常
用用用用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术术术术
语语语语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55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78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1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4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80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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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115.115.11 热带气旋热带气旋热带气旋热带气旋

第
五
部
分

||||
常常常常
用用用用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术术术术
语语语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量的烟、尘等微粒均匀地悬浮在空气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10 千米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

即民间俗称的台风，指在（副）热带海洋上发生的气旋性涡旋。根据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分

为 6 个等级：

热带气旋分级表

热带气旋等级
底层中心附近最大

平均风速(m/s)

底层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级）

热带低压（TD） 10.8～17.1 6～7

热带风暴（TS） 17.2～24.4 8～9

强热带风暴（STS） 24.5～32.6 10～11

台风（TY） 32.7～41.4 12～13

强台风（STY） 41.5～50.9 14～15

超强台风（SuperTY） ≥51.0 ≥16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5.105.105.105.10 灰霾灰霾灰霾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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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125.125.12 霜冻霜冻霜冻霜冻

5.135.135.135.13 雷雨大风雷雨大风雷雨大风雷雨大风

5.145.145.145.14 冰雹冰雹冰雹冰雹

第
五
部
分

||||
常常常常
用用用用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术术术术
语语语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某气象站某天观测到地面有白霜或地面最低温度≤0℃或地面有结冰时，则称该地出现霜冻或结冰。

指在出现雷、雨天气现象时，阵风风力达到或超过 8 级(≥17.2 米/秒)的天气现象。

冰雹是指坚硬的球状、锥状或形状不规则的固态降水。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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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5.155.155.15 龙卷风龙卷风龙卷风龙卷风

第
五
部
分

||||
常常常常
用用用用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术术术术
语语语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龙卷风也称龙卷，是从积雨云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其产生的旋转风达 12 级以上，最大甚

至可达 200 米/秒。

回南天（俗称“回南”）是指每年冬春转换之际，因偏南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华南地区气温回暖、湿度

回升而出现返潮天气现象。

“龙舟水”是指在端午节(五月初五)前后 10 天内出现的频繁降水现象，是我区降水集中期。目前一般

定义“龙舟水”期为每年 5 月 21 日至 6月 20 日。

5.165.165.165.16 回南天回南天回南天回南天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5.175.175.175.17 龙舟水龙舟水龙舟水龙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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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185.185.18 四季划分四季划分四季划分四季划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气象上采用气温值为标准来划分四季，标准如下：

入春

立春（2 月 4 日左右）以后，出现连续五日日平均气温≥10℃，则为入春，其首日为春季首日。顺德

区多年平均入春时间为 2 月上旬。

入夏

立夏（5 月 5 日左右）以后，出现连续五日日平均气温≥22℃，则为入夏，其首日为夏季首日。顺德

区多年平均入夏时间为 4 月下旬。

入秋

立秋（8 月 7 日左右）以后，出现连续五日日平均气温＜22℃，则为入秋，其首日为秋季首日。顺德

区多年平均入秋时间为 10 月下旬。

入冬

立冬（11 月 7 日左右）以后，出现连续五日日平均气温＜10℃，则为入冬，其首日为冬季首日。顺德

区多年平均入冬时间为 1 月中旬。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第
五
部
分

||||
常常常常
用用用用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术术术术
语语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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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台风预警信号台风预警信号台风预警信号台风预警信号

（一）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一）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一）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一）台风白色预警信号

（三）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三）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三）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三）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

广东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台风预警信号分五级，分别以白色、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含义：48 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

防御指引：

1.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

2.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

含义：24 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6 级以上，

或者阵风 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

6～7 级，或者阵风 8～9级并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

2.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

3.加固紧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 妥善安置室外物品搁置物和悬挂物。

4.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

含义：24 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8 级以上，

或者阵风 10 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 平均风力

为 8～9 级，或者阵风 10～11 级并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台风防风状态，密切关注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台风通知。

2.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

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二）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二）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二）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二）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29

（五）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五）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五）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五）台风红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处于危险地带和危房中的人员应当

及时撤离，确保留在安全场所。

4.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

5.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应当适时停止营业，关闭相关区域，组织人员避险。

6.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撤离，回港避风船舶不得擅自离港，并做好防御措施。

7.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加强值班，实时关注灾情，落实应对措施。

含义：12 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0 级以

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

力为 10～11 级，或者阵风 12 级并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台风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注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台风通知。

2.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学校应当妥善安置寄宿学生。

3.居民避免外出，确保留在安全场所。

4.停止室内大型集会，立即疏散人员；。

5.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应当停止营业，迅速组织人员避险。

6.加固港口设施；船舶应当落实防御措施，防止走锚、搁浅和碰撞。

7.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含义：12 小时内将受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

达 12 级以上，或者已达 12 级以上并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台风特别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注台风最新消息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台风通知。

2.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学校应当妥善安置寄宿学生；建议用人单位停工（特殊行业除外），

并为滞留人员提供安全的避风场所。

3.居民切勿外出，确保留在安全场所。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四）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四）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四）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四）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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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一）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一）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一）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一）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应当保持戒备和防御，以防台风中心经过后强风再袭。

5.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严密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暴雨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6 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

降雨，且降雨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暴雨戒备状态，关注暴雨最新消息。

2.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

3.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做好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含义：在过去的 3 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暴雨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

2.学生可以延迟上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3.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

4.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

险区域。

5.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灾情，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疏导和排水防涝；转移危

险地带和危房中的人员到安全场所暂避。

6.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二、暴雨预警信号二、暴雨预警信号二、暴雨预警信号二、暴雨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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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三）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三）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三）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含义：在过去的 3 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 100 毫米以上，

且降雨将持续。

防御指引：

1.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政

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暴雨通知。

2.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在

安全情况下回家或者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的安全。

3.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人员应当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危险地带和危房中的人员应当撤离。

4.地铁、地下商城、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设施和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减少

损失，保障人员安全。

5.行驶车辆应当就近到安全区域暂避，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

应当立即弃车逃生。

6.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应当严密监视灾情，做好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高温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天气闷热， 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5℃或者

已达到 35℃以上。

防御指引：

1.注意防暑降温。

2.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

3.加强防暑降温保健知识的宣传。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三、高温预警信号三、高温预警信号三、高温预警信号三、高温预警信号

（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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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一）寒冷黄色预警信号（一）寒冷黄色预警信号（一）寒冷黄色预警信号（一）寒冷黄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含义：天气炎热， 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上

或者已经达到 37℃以上。

防御指引：

1.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

2.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

3.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4.有关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提供防暑降温指导，有条件的地区开放避暑场所。

5.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

含义：天气酷热， 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9℃以上。

防御指引：

1.采取有效措施防暑降温，白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2.对老、弱、病、幼、孕人群采取保护措施。

3.除特殊行业外，停止户外露天作业。

4.单位和个人要特别注意防火。

5.有关单位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有条件的地区开放避暑场所。

寒冷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预计因冷空气侵袭，当地气温在 24 小时内急剧下

降 10℃以上，或者日平均气温维持在 12℃以下。

防御指引：

1.关注寒冷天气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寒冷通知。

2.注意做好防寒和防风工作，居民适时添衣保暖。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三）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三）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三）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三）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四、寒冷预警信号四、寒冷预警信号四、寒冷预警信号四、寒冷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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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寒冷红色预警信号（三）寒冷红色预警信号（三）寒冷红色预警信号（三）寒冷红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含义： 预计因冷空气侵袭，当地最低气温将降到 5℃以

下或者日平均气温维持在 10℃以下。

防御指引：

1.密切关注寒冷天气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

防御寒冷通知。

2.居民尤其是老、弱、病、幼、孕人群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3.采取防寒救助措施，适时开放避寒场所。

4.做好牲畜、家禽的防寒防风，对热带、亚热带水果及有关水产、农作物等采取防寒措施。

5.高寒地区应当采取防霜冻、冰冻措施。

含义： 预计因冷空气侵袭，当地最低气温将降到 0℃以

下或者日平均气温维持在 5℃以下。

防御指引：

1.严密关注寒冷天气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

防御寒冷通知。

2.居民尤其是老、弱、病、幼、孕人群加强防寒保暖工作。

3.采取防寒救助措施，开放避寒场所。

4.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供电等单位应当采取防寒防冻措施。

5.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应当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大雾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二）寒冷橙色预警信号（二）寒冷橙色预警信号（二）寒冷橙色预警信号（二）寒冷橙色预警信号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五、大雾预警信号五、大雾预警信号五、大雾预警信号五、大雾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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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三）大雾红色预警信号（三）大雾红色预警信号（三）大雾红色预警信号（三）大雾红色预警信号

（一）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一）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一）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一）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含义：12 小时内将出现能见度小于 500 米的雾，或者已

经出现能见度小于 500 米、大于等于 200 米的雾且将持

续。

防御指引：

1.驾驶人员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加强管理，保障安全。

3.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含义：6 小时内将出现能见度小于 200 米的雾，或者已

经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等于50米的雾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驾驶人员应控制车、船行驶速度，确保安全。

2.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轮渡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调度指挥，保障安全。

3.减少户外活动。

含义： 2 小时内将出现能见度低于 50 米的雾，或者已

经出现能见度低于 50 米的雾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有关单位按照行业规定适时采取交通安全管制措施，

如机场暂停飞机起降、高速公路暂时封闭、轮渡暂时停

航。

2.各类机动交通工具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安全。

3.驾驶人员采取合理行驶方式，并尽快寻找安全停放区域停靠。

4.避免户外活动。

（二）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二）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二）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二）大雾橙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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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灰霾预警信号六、灰霾预警信号六、灰霾预警信号六、灰霾预警信号

（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七、雷雨大风预警信号七、雷雨大风预警信号七、雷雨大风预警信号七、雷雨大风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灰霾预警信号，以黄色表示。

含义：12 小时内将出现灰霾天气，或者已经出现灰霾天

气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驾驶人员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机场、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采取措施，保障安全。

3.居民需适当防护，减少户外活动，建议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适时停止户外活动。

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6 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6

级以上，或者阵风 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

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 6～7 级，或者阵风 8～9

级，并伴有强雷电，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关注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

2.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

避。

4.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做好防护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5.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易受雷击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的安全。

6.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安全。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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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含义： 2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8级以上，或者阵风 10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

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 8～9 级，或者阵

风 10～11 级，并伴有强雷电，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密切关注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迅速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

2.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

4.居民应当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切勿在树下、电

杆下、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5.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及时发出警示信息，适时关闭相关区域，停止营业，组织居民避险。

6.在建工地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加强工棚、脚手架、井架等设施和塔吊、龙门吊、升降机等机械、电器设

备的安全防护，保障居民安全。

7. 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8.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含义： 2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0 级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

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 10 级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严密关注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迅速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

2.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

4.居民切勿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切勿在树下、电杆下、

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5.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立即发出警示信息，立即关闭相关区域，停止营业，组织人员避险。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三）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三）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三）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三）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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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路结冰预警信号八、道路结冰预警信号八、道路结冰预警信号八、道路结冰预警信号

（一）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一）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一）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一）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

（三）道路结冰红色预警信号（三）道路结冰红色预警信号（三）道路结冰红色预警信号（三）道路结冰红色预警信号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在建工地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加强工棚、脚手架、井架等设施和塔吊、龙门吊、升降机等机械、电器设

备的安全防护，保障人员安全。

7.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8.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道路结冰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12 小时内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

防御指引：

1.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要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2.驾驶人员应注意路况，安全行使。

含义：6 小时内将出现对交通有较大影响的道路结冰。

防御指引：

1.行人出门行注意防滑。

2.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注意指挥和疏导行驶车辆。

3.驾驶人员应当采取防滑措施，听从指挥，慢速行使。

含义：2 小时内将出现或者已经出现对交通有很大影响的道路结冰。

防御指引：

1.居民尽量减少外出。

2.有关部门适时采取交通安全管制措施，必要时封闭结冰道路。

3.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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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一）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一）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一）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一）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九、冰雹预警信号九、冰雹预警信号九、冰雹预警信号九、冰雹预警信号

十、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十、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十、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十、森林火险预警信号

（一）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一）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一）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一）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二）冰雹红色预警信号（二）冰雹红色预警信号（二）冰雹红色预警信号（二）冰雹红色预警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冰雹预警信号分二级，分别以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6 小时内将出现或者已经出现冰雹，并可能造成雹灾。

防御指引：

1.户外人员及时到安全的场所暂避。

2.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车辆等。

3.将家禽、牲畜等赶到带有顶蓬的安全场所。

4.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方案。

含义：2 小时内出现冰雹的可能性极大或者已经出现冰

雹，并可能造成重雹灾。

防御指引：

1.户外人员立即到安全的场所暂避。

2.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车辆等。

3.将家禽、牲畜等赶到带有顶蓬的安全场所。

4.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含义：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三级。林内可燃

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

防御指引：

1.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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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佛 山山山山 市市市市 顺顺顺顺 德德德德 区区区区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局局局局
ShundeShundeShundeShunde 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Meteorological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附
录

||||
广广广广
东东东东
省省省省
气气气气
象象象象
灾灾灾灾
害害害害
预预预预
警警警警
信信信信
号号号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

2.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

3.进入森林防火区，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勿留火种。

4.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含义：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四级。林内可燃物

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

防御指引：

1.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

2、加大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

3.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

4.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含义：极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五级。林内可燃

物极易燃烧，森林火灾极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极快。

防御指引：

1.进入紧急防火状态，加强值班调度，密切注意林火信息动态。

2.进一步加强巡山护林，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及时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3.严格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

4.政府可以发布命令，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

5.做好扑火救灾充分准备工作，森林消防队伍要严阵以待。

6.发生森林火灾时要及时、科学、安全扑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

（三）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三）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三）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三）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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