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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接高州市、茂名市郊，东

南邻吴川市，西南邻廉江市，西北和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陆

川市、北流市交界。化州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低纬地区，属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其主要特点是：阳光充足，雨量充沛，

水热同季，少霜无雪，光温雨资源分布不均，台风暴雨较多，

旱涝时有发生。南部濒临南海，北部是山区，气象灾害较多，

主要有台风、暴雨、干旱、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高温、

低温、霜冻、寒潮等。化州有着丰富的土地、矿物、旅游资

源，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和社会公众对气象信息

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气象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化州市气象局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以深化改革为

动力，以气象现代化为支撑，围绕我市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

目标，全面推进气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气

象公共服务产品，努力提升气象公共服务水平。

为了让公众更加便捷获取气象公共服务，我局特编写了

《化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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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民对气象工

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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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各界对化州气象公共服务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668-722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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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气象信息获取渠道

为方便公众获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气象信息服务，化州

市气象局加强与社会公共传播媒体合作，推进气象信息服务传播

渠道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获取气象信息服务的便利性。目前，公

众可以通过电视、电台、报刊等传统渠道和微博、微信、手机客

户端、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农村气象应急广播系统等新型渠道

获取气象服务。

1.1 气象网站

1.1.1 广东省气象局网站

介绍：广东省气象局网站作为提供气象服务和公开气象政务信息

的官方网站，是传播全省各市县气象新闻和文化、普及气象科普

知识、提供在线便民服务的重要渠道。

服务内容: 各类实时气象监测资料、气象预警信息、气候服务、

气象科普信息、气象政务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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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http://gd.cma.gov.cn/

1.1.2 茂名市气象局门户网站

介绍：广东省茂名市气象局门户网站作为提供茂名气象服务和公

开气象政务信息的官方网站，是传播茂名气象新闻和文化、普及

气象科学知识、提供在线便民服务的重要渠道。

服务内容：提供茂名市地区短时天气、灾害预警信号、未来七天

天气预测、乡镇天气精细化预报、每月气候评价等。提供各类气

象新闻资讯、科普防灾减灾知识、政务信息公开发布、气象互动

与调查等。

获取途径：http://gd.cma.gov.cn/mmsq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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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化州天气”官方微博

介绍：“化州天气”官方微博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开通，注重预

报预警发布、重大气象信息发布、科普，提高与公众的沟通互动。

服务内容：天气实况、天气预报、重大气象信息、气象预警、气

象科普等图文信息。

查看途径：

新浪微博搜索“化州天气”；

或直接进入 http://weibo.com/u/2301257670 关注

http://weibo.com/u/230125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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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常天气短信

介绍：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更方便、更快捷得到天气预报信息，

茂名市气象局于 2002 年开展手机短信气象服务，向手机用户提

供天气预报短信服务。

服务内容：提供 24 小时天气预报，天气预警，气象小贴士等。

获取途径：公众可根据个人需要主动订制。

移动用户:

(1)早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0668AMHZ”发送至“10620121”。

(2)晚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HZ”发送至“10620121”。

电信用户:

(1)早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AMHZ”发送至“10620121”。

(2)晚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HZ”发送至“10620121”。

联通用户:

(1)早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0668AMHZ”发送至“106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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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0668HZ”发送至“10620121”。

1.4 手机客户端

1.4.1“缤纷微天气”微信端

介绍：缤纷微天气基于实时位置提供精细化服务，在界面和功能

等方面强化了个性设置，预报时长由 6 天延伸至 12 天，服务区

域由省内扩展至全国，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部署在“化州天气”

微信公众号中提供服务。

获取途径：

1、在微信“通信录”中点击右上角“+”中“添加朋友”，选择

列表中的“公众号”，在搜索行中输入“化州天气”即可找到“化

州天气”微信号，点击“关注”，进入公众号后，点击菜单“缤

纷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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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停课铃”客户端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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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课铃”手机客户端能主动推送用户所在地区的停课预警及通

知至用户手机，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性天气给学生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的损失。

服务内容：停课预警信号、停课通知、一周天气预报、逐小时预

报、空气质量指数、pm2.5、天气黄历、潮汐数据。

获取途径：可在广东应急气象网、缤纷微天气以及各大电子应用

市场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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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咨询电话

1.5.1“12121”应急气象电话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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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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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人工服务热线

服务内容：人工服务热线

获取途径：0668-7222241

1.5.3 政务咨询

服务内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及其他行政服务咨询

获取方式：0668-7237006

1.6 电视

1.6.1 传统频道

介绍：化州市电视天气预报节目是政府部门、市气象局对外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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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布天气预报的重要窗口。

服务内容：提供天气预报、重大气象信息、气象预警等。

获取途径：化州台 20：00 化州新闻后。

1.6.2 广东应急气象频道

介绍：广东应急气象频道于 2011 年 7 月开播，依托中国气象频

道发布我省应急预警信息和气象科普知识。

服务内容：提供全国、全省天气实况、天气预报、生活指数、应

急信息及科普知识。

获取途径：当地有线电视网“中国气象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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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LED/LCD）

介绍：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是向学校、镇、村、社区、车站和人

口密集地提供气象预警和气象服务的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 24 小时天气预报、重大气象信息、预警信息、防御

指引、气象科普等。

获取途径：其它单位建设或气象服务站的电子显示屏查看。

1.8 乡镇气象服务站

介绍：气象服务站是为镇、村提供气象信息服务的主要载体，是

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和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目前化

州 23 个镇（街）均建立了气象服务站。

服务内容：24 小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农用天气

预报等。

1.9 电台

服务内容：未来 24 小时天气预报、重大气象信息、天气预警、

气象科普等。

获取途径：化州人民广播电台 FM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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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化州天气”微信公众号

服务内容：发布化州地区重大灾害性气象服务信息、气象预报预

警信息及气象科普知识等。

获取途径：微信搜索公众号“化州天气”或扫描“化州天气”二

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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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气象服务产品

2.1 预警信息

2.1.1 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信息内容：当预计灾害性天气可能影响或已经影响本行政区域

时，由化州市气象台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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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情况随时发布。

提供方式：气象网站、手机短信、手机客户端、“化州天气”官

方微博、“化州天气”微信公众号、缤纷微天气、停课铃 app、

12121 应急气象电话、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电视、电台、传真、

电子邮件等。

2.1.2短时临近灾害性天气预警

信息内容：对即将影响或已经影响我市的短时临近灾害性天气及

时做出提醒和预警，并跟踪发布最新天气实况，未来发展趋势。

发布时次：根据灾害性天气变化随时订正更新。

提供方式：“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天气短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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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重大气象信息

信息内容：发布台风、暴雨、寒潮和

干旱等对我市责任地区可能带来较大

影响的重大灾害性天气动态及发展趋

势，按紧急和影响程度分为消息、警

报和紧急警报三种。

发布时次：当预测或监测到灾害性天

气出现后，根据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

展情况随时发布；当达到台风警报和

紧急警报时，增加时次发布。

提供方式：手机短信、“化州天气”

官方微博、“化州天气”微信公众号、气象网站、气象信息电子

显示屏、电视、电台、12121 应急气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

file:///E:/待办事宜/化州市气象公共服务白皮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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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信息内容：根据降水、地质环境等综合分析未来 24 小时出现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小，由化州市国土资源局和

化州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发布时次：根据降水、地质环境的发生发展情况随时发布，遇重

大强降水过程则加密发布。

提供方式：手机短信、“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化州天气”微

信公众号、气象网站、传真、电子邮件等。

2.1.5 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信息内容：根据降水、江河水位等综合分析未来 24 小时我市中

小河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由化州市水务局和化州市气

象局联合发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发布时次：根据降水、江河水位的发生发展情况随时发布。

提供方式：手机短信、“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化州天气”微

信公众号、气象网站、传真、电子邮件等。

2.1.6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信息内容：发生或可能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可

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发布时次：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随时发布。

提供方式：化州政府网、“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化州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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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12121”应急气象电话、气象信息电

子显示屏、电视、电台。

2.2 天气预报信息

2.2.1 短时临近和短中期天气预报

01 常规天气预报

信息内容：每日 6 小时或 24

小时间隔的天空状况、降

水、风向、风速、最高/最

低气温、相对湿度等气象要

素以及舒适度、紫外线、空

气质量等其它要素预报。

发布时次：每日 08 时、11

时、14 时、17 时分别发布

未来6小时短时天气和每日

16 时发布未来 24 小时的天

气预报，如有较大天气变化

随时订正更新。

提供方式：“化州天气”官

方微博、天气预报节目、气

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电视、

电台、电子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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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旬月报

信息内容：对前期天气气候进行分

析，对下一阶段天气进行预测，结

合天气情况提出农业生产生活建

议。

发布时次：每旬末发布下一旬的天

气预报，每月月末发布未来一个月

的天气趋势预报。

提供方式：传真、电子邮件。

2.2.2 一周天气趋势分析

信息内容：前期天气实况和未来一

周化州市天气趋势预测分析，包括

天空状况、降水情况、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和主要影响天气过程等。

发布时次：周一和周五 17：00 视情

况发布。

提供方式：手机短信、气象信息电

子显示屏、传真、电子邮件、电视、

电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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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况信息

2.3.1 气象站实况信息

信息内容：全市范围内自动气象观测站监测信息，包括气温、气

压、风向风速、小时降水量、累计降水量等。

发布时次：实时更新。

提供方式：乡镇气象服务网站、中国天气网、缤纷微天气、停课

铃 app 等。

2.3.2 雷达图像

信息内容：提供全省气象雷达拼接图像和单部雷达图像。

发布时次：雷达拼图图像和单部雷达图像分别为每 10 分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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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钟更新一次。

提供方式：乡镇气象服务网站、中国天气网、缤纷微天气、停课

铃 app 等。

2.3.3 卫星云图

信息内容：风云气象卫星提供的南海及华南区域卫星云图。

发布时次：每半小时更新一次。

提供方式：气象网站、手机客户端、缤纷微天气、中国天气网等。

2018 年第 22 号台风“山竹”卫星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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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台风定位信息

信息内容：进入广东海洋防区的台风监测信息，包括位置、中心

风力、中心气压、大风圈范围等。

发布时次：进入防御区后每 3小时发布一次，随着台风距离靠近，

增加时次发送短信。

提供方式：手机短信、“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化州天气”微

信公众号、缤纷微天气、停课铃 app、气象网站等。

2.4 农业气象服务

2.4.1 农情调查

服务内容：对前期天气气候和农业气象条件进行分析，结合下一

阶段天气气候情况提出农业生产建议。

发布时次：每旬旬末发布。

提供方式：气象网站。

2.4.2 农用天气预报

服务内容：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预测未来天气条件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

发布时次：春耕春播气象服务专报、秋收秋种农用天气预报、灾

害性天气等农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制作发布。

提供方式：气象网站、传真、电子邮件、电台、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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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气候服务

2.5.1 化州气候

信息内容：每年对化州市气温、降水、风、日照等各种气象要素

进行统计，对洪水、暴雨、干旱、台风、强对流、雷电等气象灾

害进行分析后，得出当年化州市气候概况。

发布时次：每年更新

提供方式：化州市志、年鉴。

2.5.2 重大气候专报

服务内容：预测汛期、今冬明春等中长期内的气温、降水、台风、

寒潮等天气概括。

发布时次：每年 3 月底发布汛期预测，10 月至 11 月发布今冬明

春预测。

提供方式：传真、电子邮件、电台、电视台。

2.5.3 化州年鉴

服务内容：综合分析化州气候特征、灾害性天气预报和专题天气

预报，为化州应对气候变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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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次：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及时提供（气象灾害和防灾减灾

部分）。

提供方式：出版物。

2.6 专项服务

2.6.1 节假日气象预报

预报内容：针对全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重阳、国

庆、元旦等重要节假日，提供专题天气预报服务。

发布时次：节假日到来前，至少提前 1-2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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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短信、“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化州天气”

微信公众号、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电视台、电台、传真、电子

邮件。

2.6.2 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务

服务内容：为“春运”、“两会”、“高考”、“中考”等重大

活动提供专题气象保障服务。

发布时次：根据重大活动需求发布。

提供方式：气象短信、“化州天气”官方微博、“化州天气”微

信公众号、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电视台、电台、传真、电子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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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突发事件应急现场服务

服务内容：针对突发事件发生区域，进行实时天气跟踪，提供点

对点的天气预报。

发布时次：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随时提供。

提供方式：电话、传真、手机短信、现场保障服务。

2.6.4 提供气象证明

服务内容：免费提供气象证明，为市民因气象因素（暴雨、大风

等）引起的安全事故调查（如保险理赔、案件侦查审理、法律证

明等）开具气象证明。

提供方式：由化州市气象局下属预报股提供，咨询电话

0668-7222241。

2.7 防灾减灾服务

2.7.1 人工影响天气服务

服务内容：在一定的有利时机和条件下，通过人工催化等技术手

段，引导大气朝着有利的方向改变，目前我市人工影响天气活动

以人工增雨为主。

提供方式：在干旱、冰雹多发、森林防火等关键时期，视天气气

候条件允许，在市政府的领导下，由茂名市气象局组织实施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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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服务内容：按照国家、行业、地方有关规范标准，对防雷设计说

明、防雷基础接地平面图、天面防雷平面图等相关防雷装置设计

图纸资料进行技术评价，并出具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报告。

提供方式：化州市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联系电话：

0668-7237028）

2.7.3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服务内容：按照国家、行业、地方有关规范标准，结合项目所在

地雷电活动规律，对项目所在区域进行雷电灾害风险估算，出具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提供方式：化州市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联系电话：

0668-7237028）

2.7.4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防雷装置检

测

服务内容：按照国家、行业、地方有关规范标准，对新建、改建、

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防雷装置进行质量检测，出具检

测报告。

提供方式：化州市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联系电话：

0668-723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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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防雷装置定期安全检测

服务内容：按照国家、行业、地方有关规范标准，对投入使用的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防雷装置进行定期检测，并出具防

雷装置定期检测报告。

提供方式：化州市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联系电话：

0668-7237028）

2.8 气象行政

2.8.1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服务内容：对各类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防雷装置进行设

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提供方式：化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化州市橘城北路 500 号行政服

务中心三楼气象窗口）、http://www.gdzwfw.gov.cn/?region=

440982（广东政务服务网茂名市化州分厅），电话 0668-733106

9。

2.8.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部门提供的气象资料

审查

服务内容：对具有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资格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

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机构提供的气象资料进行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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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化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化州市橘城北路 500 号行政服

务中心三楼气象窗口）电话 0668-7331069、http://www.gdzwfw.

gov.cn/?region=440982（广东政务服务网茂名市化州分厅）。

2.9 气象科普

为了让社会更了解气象和让气象更好地服务市民，市民可关

注气象局发布的相关活动，免费参与气象局举办的科普宣传、免

费讲座、获取气象科普宣传资料等。

2.9.1 气象科普宣传活动

在每年的 3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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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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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象科普知识讲座、气象科普知识进校园以及气象科普宣传资料印

制发放、气象科普知识现场答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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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气象科普资料

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及社会关注

的气象热点，编写形式多样的科普

手册。目前向全市免费发放的科普

手册有《中小学生气象灾害防御指

南》、《气候变化知多少》、《广

东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指引》、

《看到四种预警 依法自行停课》、

《气象知识知多少》、《如何应对

强对流天气》、《暴雨洪水后安全

方面要注意》、《洪水暴发时的救

命宝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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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常用气象术语

3.1 天空状况

天空状况是指观测时天空云量的多少。把整个天空划分成十

份，云彩遮盖天空的成数叫“云量”。根据云量的多少，把天空

状况分为以下四种：

晴天：云量不到二成；

少云：云量二成到四成；

多云：云量五成到七成；

阴天：云量在八成以上。

如天空云量变化不定，则用“晴到少云”、“多云间阴”等

来说明。

3.2 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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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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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降水量

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而积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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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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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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到大雪 3.8～7.4

大雨 25.0～49.9 大雪 5.0～9.9

大到暴雨 38.0～74.9 大到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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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风

风是指空气的水平流动现象，用风向和风速表示。风向是指

风吹来的风向，常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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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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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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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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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雾”（能见度 0.2～

1.0 公里）、“浓雾”（50～200 米）和“强浓雾”（能见度不

足 50 米）。

3.7 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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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

3.8 热带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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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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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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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雷雨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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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冰雹

冰雹是指坚硬的球状、锥状或形状不规则的固态降水。

3.12 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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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每秒。

3.13 回南天

回南天（俗称“回南”）是指每年春季交接之际，因南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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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开汛日

每年 3 月 1 日起，全省有二分之一的人工观测站出现日雨量

≥38mm 的日期。开汛后，广东进入主汛期，降水增多。

3.15 龙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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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东主要降水集中期。目前一般定义“龙舟水”

期为每年 5 月 21 日至 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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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广东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一、台风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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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风白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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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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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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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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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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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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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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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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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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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以上并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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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船舶防御措施，防止走锚、搁浅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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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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台风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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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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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暴雨预警信号

暴雨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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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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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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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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应当加强值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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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洼地段室外供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7.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三）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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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洼地段室外供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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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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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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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温预警信号

高温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含义：天气闷热，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5℃或者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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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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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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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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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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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寒冷预警信号

寒冷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寒冷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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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寒冷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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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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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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寒冷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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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雾预警信号

大雾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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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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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雾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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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人员应当控制车、船行驶速度，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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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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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雾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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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渡暂时停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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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灰霾天气预警信号

灰霾预警信号，以黄色表示。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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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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雷雨大风预警信号

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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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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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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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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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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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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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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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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路结冰预警信号

道路结冰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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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2.驾驶人员注意路况，安全行驶。

（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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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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行驶。

（三）道路结冰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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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冰雹预警信号

冰雹预警信号分二级，分别以橙色、红色表示。

（一）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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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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等赶到带有顶篷的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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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冰雹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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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等赶到带有顶篷的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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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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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森林火险预警信号

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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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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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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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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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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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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加强值班调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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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一切野外用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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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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