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6

海南省地方标准

《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2020-Z-040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气候中心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 60 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海南省儋州市气象局

（六）标准起草人：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陈小敏 海南省气候中心 科长 高工

主要起草人，负责项目建议书

的编写和申报，负责各阶段规

范稿和编制说明的编写。

15008979197

2 梁彩虹
海南省儋州市气

象局
科员 工程师

负责规范起草、规范技术方案

的制定。
13307661557

3 邹海平 海南省气候中心 副科长 高工
负责规范的策划制定和组织

实施。
18789269219

4 张京红 海南省气候中心 主任 研究员 负责规范的策划和技术把关。 13876172366

5 李伟光 海南省气候中心 科员 高工
负责规范相关技术及规范的

编写修改完善工作。
13976242629

6 白 蕤 海南省气候中心 科员 高工 负责规范相关验证。 18389381080

7 吕 润 海南省气候中心 科员 高工 负责规范相关验证和调研。 18940711014

8 吴青兰 海南省气候中心 科员 高工 负责规范相关验证和调研。 13389822158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天然橡胶树（Hevea brasiliensis）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是国际战略

物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2015年和2017年国务院

两次提出“科学合理划定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我国是天然橡胶消费大国，20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9%A9%AC%E9%80%8A%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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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消费量355万t,消费量居世界第一位；消费量远远大于生产量，对进口依存度

超过80%。海南岛天然橡胶种植面积达54万公顷，干胶年产量35万吨,占全国半壁

江山。天然橡胶产业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和农场职工增收的支柱型产

业。

橡胶树是生长在热带地区的多年生高大乔木，蒸腾耗水巨大，割胶导致水分

流失，但胶园基本无灌溉条件，容易遭受干旱的影响。干旱会使橡胶树生长受阻，

抽叶减慢，造成橡胶割胶推迟、停割等现象，割胶时间缩短，而且导致橡胶树叶

片黄化脱落、甚至枝干树杆干枯死亡。据研究，在干旱胁迫下，橡胶树根系的活

力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叶片是植株各器官中对干旱胁迫反应最灵敏的部位,

在长期干旱胁迫下，叶片的形态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幼龄胶树和成龄胶树的

生长迟缓,减少割胶时间和胶乳外流,降低干胶含量和增加死皮（TPD）的发病率

等,严重时导致橡胶树死亡,橡胶园干旱呈逐渐加重的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海南垦区从1998—2012年的15年期间，共发生5次严重干旱，

造成327.5万亩、5852万株橡胶开割树不同程度受损，受害率达19.7%。其中，因

干旱死亡的橡胶开割树14.1万株，树冠枯枝264.2万株，推迟割胶2588万株，中

途休割2109.8万株，造成死皮树109.2万株，估计损失干胶1.78万吨，直接经济

损失约3.56亿元（按每吨干胶2万元计），严重制约了橡胶产业的发展。而最近的

2020年国内海南产区因干旱及橡胶树二次落叶影响，开割时间一再延迟，截止6

月中下旬才全面开割。可见，长时间干旱不仅影响到橡胶树的生长和产胶，还威

胁到橡胶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关于橡胶树干旱监测的研究，有专家利用遥感数据，以标准化植被供水指数、

综合气象干旱指数，与同步实测土壤含水量的数据融合；也有专家利用橡胶树第

一蓬叶稳定期等物候现象预测干旱的发生趋势。针对作物气象干旱等级研究，农

业气象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气象行业标准比如《甘蔗干旱灾害等级》，但尚未见有

关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指标的相关文献，也未有橡胶气象干旱监测、预警等

相关模型的构建和相关服务材料报道，建立《天然橡胶林干旱等级》标准，可为

橡胶树生产、抗旱等气象为农服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编制过程简介

2020 年 11 月 23 日，收到《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 年第

四批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后，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成员有陈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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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彩红、邹海平、张京红、李伟光、白蕤、吕润、吴青兰。

标准起草过程：

（1）2021 年 1-3 月，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制定工作进度计划。

（2）2021 年 4-6 月，编制小组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详细研读《农业干旱

等级》《甘蔗干旱灾害等级》《气象干旱等级》等国家标准；并多次赴橡胶林进行

干旱灾害调研。

（3）2021 年 7-10 月，编制提纲，起草初稿。

（4）2021 年 11-12 月，起草小组成员逐字逐句讨论初稿，经修改后形成《天

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征求意见稿，完成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的编写。

征求意见情况：2022 年 3 月 4 日，由起草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海南省气象局

负责通过门户网站方式公开征求意见。截止 2022 年 4 月 6 日，未收到修改意见。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标准制定的原则

（1）连续性原则

2015 年颁布了国家标准《农业干旱等级》（GB/T 32136-2015），该指数在全

国农业气象干旱监测业务服务中得到应用和检验，较好地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干

旱频率分布和年内不同的等级干旱的季节分布特征，已积累了大量的观测资料。

为了与原有资料的衔接，保持资料的连续和统一，本标准基本保持了土壤相对湿

度指数原有的等级指标，保证原有资料的连续性。

（2）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的干旱方法可以进行自动化监测，并可以接入长期气候预测和天气预

报，形成自动化干旱灾害监测预警产品；市县人员可以根据台站的土壤相对湿度

指数进行干旱的监测；从事橡胶的基层工作人员，可采用橡胶树形态指标。标准

的观测内容和方法应具有方便、实用和可操作性。

2、标准制定的依据

海南岛的橡胶树种植在旱坡地和丘陵等地带，胶园基本无灌溉条件，降水少

的年份或时段，容易遭受干旱的影响，造成橡胶割胶推迟、停止割胶等现象。干

旱严重年份，橡胶树叶片黄化脱落、甚至枝干树杆干枯死亡，导致干胶产量损失

严重。尤其是海南西部地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旱季、雨季分明，雨量东多西

少，降水总量年际变化大，橡胶林干旱出现多发、频发现象。因此，海南省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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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象局联合海南省气候中心成功申报海南省气象局科研项目《儋州地区橡胶林

干旱指标研究和应用》，开展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监测和等级研究。

本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农业干旱等级》（GB/T 32136-2015）、《甘蔗干

旱灾害等级》（GB/T 34809-2017）、《气象干旱等级》（GB/T 20481-2017）等，

并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是新起草的标准，目前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

本标准的章节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等级划分和指标等共 3 章组成。其中

“基于水分亏缺距平指数的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 基于土壤相对湿度指数

的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和“橡胶树形态指标等级的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

级”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标准名称：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主要是针对海南岛橡胶种植区进行的

干旱灾害指标及等级的划分，旨在指导天然橡胶林干旱监测、预警提供针对性、

实用性和科学性的技术支撑，对指导割胶和提高干胶产量意义重大。综合相关单

位的建议，以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将“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作为本标准的

名称。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的指标及等级划分，适用于海

南岛对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的调查、监测、预警和评估。

术语和定义：本标准术语和定义参考了GB/T 32136-2015、GB/T 34809-2017

和GB/T 20481-2017。

等级划分：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分为4级，分别为1、2、3、4，对应的

干旱灾害等级类型为轻旱、中旱、重旱、特旱。采用天然橡胶林水分亏缺距平指

数、土壤相对湿度指数、橡胶树形态指标来界定。

使用原则：有土壤湿度观测的地区优先使用土壤相对湿度指数指标，没有土

壤湿度观测时，使用水分亏缺距平指数指标。当采用上述两种划分的天然橡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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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灾害等级不一致时，以土壤相对湿度指数划分的等级为准。当前两者资料均

不具备时，采用橡胶树形态指标。

3、干旱灾害等级指标

（1）基于水分亏缺距平指数的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

水分亏缺距平指数计算方法：

利用日气象要素数据，如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风速、水汽压、日照、

降水量等要素，计算旬时间尺度的潜在蒸散量；根据不同时段橡胶所处发育期阶

段的作物系数，计算旬时间尺度的天然橡胶林水分亏缺距平指数。

计算不同时段的水分亏缺距平指数（CWDIa）。计算公式 如下：

式中： 为某时段（10d）橡胶水分亏缺距平指数，%； 某时段（10d）

橡胶水分亏缺率，%； 所计算时段（10d）同期橡胶水分亏缺率 40 年

（1971-2010年）平均值，%； 按下式计算：

式中：n 为 30年；i=1,2,3,..,n.

按式计算：

式中： 某时段累计水分亏缺率，%； 第 j时间单位（本标准取

10d）的水分亏缺率，%； 第 j-1时间单位的水分亏缺率，%； 第

j-2时间单位的水分亏缺率，%；a、b、c 为各时间单位水分亏缺率的权重系数，

a取值为 0.6；b取值为 0.3；c取值为 0.1。其他产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

历史资料分析或田间试验确定系数值。

由下式计算：

式中： 为某 10d累计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为某 10d累计灌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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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mm）； 为橡胶某 10d需水量，单位为毫米（mm）；

可由式计算：

式中： 为某 10d橡胶所处发育阶段的作物系数，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实

验数据来确定本地的作物系数，无条件地区可以直接采用 FAO的数值或国内临

近地区通过试验确定的数值（表 2）。 为某 10d的橡胶潜在蒸散量（计算方法

见 GB/T 32136）。

表 2 天然橡胶林各月作物系数 kc 值

地区 1月 2月 3月 4 月 5月 6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海南 0.85 0.8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基于水分亏缺距平指数的灾害等级见表 3：

表 3 基于水分亏缺距平指数（CWDIa）的灾害等级

等级 类型 天然橡胶林水分亏缺距平指数%

1 轻旱 35≤CWDIa＜50

2 中旱 50≤CWDIa＜75

3 重旱 75≤CWDIa＜90

4 特旱 CWDIa≥90

（2）基于土壤相对湿度指数（R sm）的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

土壤相对湿度指数的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见表 4。由于橡胶树属于高大

乔木，根系发达，因此本标准采用 50cm 厚度的土壤相对湿度，适用范围为旱区。

表 4 基于土壤相对湿度指数（R sm）的灾害等级

等级 类型 土壤相对湿度指数%
1 轻旱 60≤ Rsm ＜65
2 中旱 55≤ Rsm ＜60
3 重旱 45≤ Rsm ＜55
4 特旱 Rsm ≤45

（3）橡胶树形态指标等级

橡胶树形态指标等级见表 5。

表 5 天然橡胶林形态指标等级

等级 类型 天然橡胶林形态

1 轻旱 橡胶林 20%嫩芽、嫩叶生长缓慢，叶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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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旱 橡胶林 40%嫩芽、嫩叶出现卷曲、焦黄，其他叶片开始变黄。

3 重旱 橡胶林 60%嫩芽、嫩叶干枯、脱落；一半以上面积叶片变黄，叶片数量减少。

4 特旱 橡胶林 60%以上叶片出现枯黄、脱落，树冠干枯，部分树干干枯。

4、干旱灾害等级验证

选取海南省西部昌江地区进行干旱灾害等级验证。昌江县是干旱多发区，每

年都有可能出现干旱。2020 年春季，海南西部地区天然橡胶林出现干旱情况，

导致昌江县邦溪、十月田等地天然橡胶林出现叶卷曲、黄化甚至脱落，枝条干枯。

该地区农场甚至停止割胶。

因此，基于昌江县 2020 年 3 月-6 月的日气象数据，计算橡胶水分亏缺距平

指数，并统计到月平均。同时统计对比 50cm 深度的土壤相对湿度指数，如表 6。

气象监测数据可见，天然橡胶林水分亏缺距平指数对应的干旱灾害等级与土壤相

对湿度指数基本一致，尤其在重旱等级一致性效果很好；同时两者对降雨都有很

好的反应；相对而言，土壤相对湿度更能反应干旱的演变情况。但是大部分天然

橡胶林或乡镇自动站，没有土壤相对湿度的观测设备，因此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水

分亏缺距平指数进行监测和预警，而且水分亏缺距平指数的计算，代入了温度和

风速，对天然橡胶林割胶的指导意义更大。

表 6 水分亏缺距平指数与土壤相对湿度指数的对比

方法

时间

水分亏缺距平指

数值

对应干旱灾害等

级

土壤相对湿度指

数值

对应干旱灾害等

级

3 月上旬 0.0 无旱 68.8 无旱

3 月中旬 11.0 无旱 61.1 轻旱

3 月下旬 78.8 重旱 55.5 中旱

4 月上旬 74.7 重旱 52.1 重旱

4 月中旬 84.6 重旱 51.5 重旱

4 月下旬 -5.9 无旱 75.8 无旱

5 月上旬 62.8 中旱 61.4 轻旱

5 月中旬 71.2 中旱 52.4 重旱

5 月下旬 89.9 重旱 49.2 重旱

6 月上旬 79.8 重旱 48.0 重旱

6 月中旬 37.9 轻旱 75.3 无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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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 62.6 中旱 65.6 无旱

基于天然橡胶林形态指标的干旱灾害等级，主要参考王立丰等人（不同旱害

级别对开割和未开割橡胶树形态和生理特性的影响，2017）的橡胶开割树的干旱灾害

等级表型（图 1）。

图 1 橡胶树干旱灾害等级的表型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

施日期等）

本标准颁布后，建议各地开展天然橡胶林干旱监测时积极使用。使用中有何

问题或建议，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及时反馈给起草单位，以便今后修订。

（九）预期效果

使市县气象部门技术人员、海胶集团技术人员和胶农在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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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过程中提供参考。使用该标准，使得干旱灾害监测、预警评估规范化、标准

化和定量化，评估结果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为橡胶干旱防御提供

了科学依据。同时该标准对海南合理利用农业气候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

快提升特色农业的抗旱灾害能力等均有重要意义。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海南省地方标准《天然橡胶林干旱灾害等级》编制组

2022 年 5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