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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落叶类的果树中,大樱桃树种开花较早,受气候条件影响,春季晚霜冻害也就成了其果实产量
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在春季后期,正是大樱桃开花之际,如果此时遭遇冷空气袭击,气温骤降,频繁出现
晚霜冻害,大樱桃的产量将会大幅度下降。为了对晚霜冻害加以有效预防,尽最大限度确保大樱桃产量,
本文特对晚霜冻害发生和预防措施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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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Late Frost Damage in Cherry
Cheng Liu
Haiya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Among deciduous fruit trees, big cherry trees bloom earlier, and the late frost injury in spring has
become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 fruit yiel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limatic conditions. The late spring is
when the big cherry blossoms, if the cold air attacks, the temperature drops suddenly, and the late frost damage
occurs frequently, the yield of the big cherry will drop greatl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late frost
damage and ensure the yield of cherry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occurrence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late frost
damage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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