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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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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台站观测的日照时数换算成日辐射量袁然后用逐步订正法对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进行计算分析袁并从
温度限制产量尧水分限制产量及潜力开发指数等方面对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进行评估遥 结果表明院夏玉米光合尧光温和
气候生产潜力均呈缓慢下降趋势曰温度对产量的限制主要在灌浆后期曰水分虽然总体能满足玉米需水量的 90%左右袁
但由于年际之间及同一年内玉米各生育阶段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袁造成水分限制产量偏高曰产量潜力开发指数呈快速下
降趋势袁但目前气候资源总体开发利用程度不到一半袁开发潜力仍然较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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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鹤壁市位于黄淮海农业区袁是全国整建制

国黄淮平原和东北地区的玉米高产纪录已经接近

推进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市袁高产纪录连续刷新袁尤其

甚至超过了模型输出产量[16-18]遥 因此袁本文选用环境因

是夏玉米高产创建创 19 项全国高产纪录[1]遥 市域热量
较充足袁雨热同季袁具有可观的气候生产潜力[2]遥 近年

子逐步订正模型计算夏玉米光温生产潜力 [19] 遥 利用
1965要2017 年气象资料和同期的夏玉米实产数据袁计

来袁 玉米生长发育期间的气候生态条件与过去相比

算鹤壁市夏玉米光合生产潜力尧光温生产潜力尧气候

有一定的变化袁 因而作物气候生产潜力也发生了相

生产潜力袁研究近 53 年夏玉米温度限制产量尧水分限

遥

[3-7]

应变化

制产量和潜力开发指数的变化特征袁分析夏玉米增产

已有研究证明袁农作物生产潜力不仅与光能利用
效率有关 [8]袁也与温度尧水分等有关袁农作物生产潜力

遥

[9-10]

模型因为引入了多种因素而得以逐步修正和完善
[11]

黄秉维 对农业生产潜力与积温尧降水等气候因素的
关系进行研究袁首次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袁并得出
了更为简便的生产潜力计算公式遥 陈明荣等[12]将温度
系数引入生产潜力估算袁至此气候生产潜力的研究思路
基本形成袁相关实证理论与方法研究也逐步展开[13-14]遥

逐步订正法是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渊FAO冤推荐

使用的气候生产潜力计算方法袁是先利用辐射量估算
出光合生产潜力袁再由温度尧降水量数据对温度与水
分订正系数进行逐步订正袁从而得出光温生产潜力和
气候生产潜力的方法[15]遥 作物模型虽然可以定量模拟

气候尧土壤尧作物品种和栽培管理等因素对作物生长

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影响袁但受作物尧土壤等相关参数
的限制袁 对夏玉米光温生产潜力的模拟结果偏低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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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及限制性因素袁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尧充分挖掘
玉米生产能力尧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20]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气象数据来自鹤壁市淇县气象观测站建站以来
渊1965要2017 年冤逐日资料袁主要包括平均气温尧降水

量尧日照时数遥 夏玉米实际产量数据来自鹤壁市统计
局袁时间序列为 1965要2017 年遥

1.2 气候生产潜力计算

气候生产潜力是指在 CO2尧养分尧群体结构等得到

满足或最适状态条件下袁由当地太阳辐射尧温度和水
分所确定的产量遥 从农业气候资源角度分析袁通常计
算光合生产潜力袁 然后对光合生产潜力进行温度订
正得到光温生产潜力袁再进行水分订正得到气候生产
潜力遥
地面太阳辐射量受天文辐射尧大气透明度尧云量
等因素影响袁其变化主要由天文辐射和云量决定遥 气
象台站一般只有云量和日照百分率的观测遥 因此袁可
运用埃斯屈朗方程袁由日照百分率换算袁近似得到逐
日辐射量袁其计算公式如下院

王福州等院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与评估
Q渊t冤=Q0渊t冤伊[a+b伊 s渊t冤 ]
DL渊t冤

渊1冤

式中袁Q渊t冤表示第 t 天总辐射模拟值[MJ/渊m2窑d冤]袁

Q0渊t冤表示第 t 天的天文辐射量袁即大气顶层接收到的
短波辐射曰s渊t冤为第 t 天实际日照时数袁为第 t 天的日
长曰a尧b 为模型参数袁不同气候区域取值不同袁本文取
a=0.25袁b=0.45遥 其中 Q0渊t冤计算公式如下院

Q0渊t冤= I0窑T2 渊子0sin渍sin啄+cos渍cos啄cos子冤
仔窑籽s

渊2冤

式中袁渍尧啄尧子 分别表示纬度尧太阳赤纬尧太阳高度
角袁I0 为太阳常数袁籽s 为日地平均距离订正因子袁T 为
日长遥
渊3冤

式中袁Y W 为气候生产潜力袁Y Q 为光合生产潜力袁

f渊t冤为温度订正函数袁 f渊w冤为水分订正函数遥

Y Q =CS着渍渊1-琢冤渊1-茁冤渊1-籽冤渊1-酌冤渊1-棕冤f渊L冤E

移Qt/q渊1-浊冤渊1-孜冤

渊4冤

式中袁Y Q 为单位面积光合生产潜力曰C 为单位换

算系数曰Qt 是生长季总辐射量曰S 为作物光合固定 CO2

能力的比例袁 取 1.00曰着 为光合辐射占总辐射的比例袁

取 0.49曰渍 为光合作用量子效率袁取 0.224曰琢 为植物群
体反射率袁取 0.08曰茁 为植物群体透射率袁取 0.06曰籽 为

非光合器官截获辐射比例袁取 0.10曰酌 为超过光饱和点

光的比例袁 取 0.01曰棕 为呼吸消耗占光合产物的比例袁
取 0.30曰E 为作物经济系数袁玉米取 0.4曰 f渊L冤为作物叶
面积动态变化订正值袁玉米取 0.58曰q 为单位干物质含

热量袁取 17.20 MJ/kg曰浊 为成熟谷物含水量袁取 0.14曰孜

为植物无机灰分含量比例袁玉米取 0.08遥
0

渊t约tmin袁t跃tmax冤

t-tmin 渊tmin臆t约t0冤
f渊t冤= t0-tmin

tmax-t 渊t0臆t臆tmax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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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夏玉米主要生育阶段三基点温度
发育阶段
播种-拔节
拔节-抽雄
抽雄-乳熟
乳熟-完熟

t0
26
25
25
22

1.3 气候生产潜力评估方法

tmin
20
23
20
16

tmax
35
35
33
30

渊益冤

渊1冤温度限制产量遥 定义光合生产潜力与光温生

产潜力之差为温度限制产量袁它反映了温度因子对产
量的影响遥
渊2冤水分限制产量遥 定义光温生产潜力与气候生

产潜力之差为水分限制产量袁它反映了水分因子对产
量的影响遥
驻Y w=Y t-Y w

渊3冤潜力开发指数遥 计算公式如下院

k=[1-实际产量/光温生产潜力]伊100

k 值大小反映玉米气候生产潜力的已开发利用程
度遥 k 越大袁表明已开发利用程度低袁尚有较大的开发
潜力袁或未来开发利用潜力强遥 k 越小袁表明已开发利
用程度高袁未来开发利用潜力弱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光合生产潜力分析

由图 1 可知袁 近 53 年来鹤壁市夏玉米光合生产

潜力为 17 000耀25 000 kg/hm2袁 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袁平

均每 10 年下降 544.1 kg/hm2袁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日照

时数减少袁日照时数平均每 10 年减少 43.5 h遥 1996 年
光合生产潜力最小袁 为 17 658.0 kg/hm2袁1965 年最大袁

为 24 121.0 kg/hm2遥 光合生产潜力下降趋势没有达到

温度订正函数计算公式如下院
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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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量曰ET0 为作物参考蒸散量曰K C 为作物需水系数遥

驻Y t=Y q-Y t

气候生产潜力计算公式如下院
Y W=Y Q伊 f渊t冤伊 f渊w冤

式中袁ETC=K C伊ET0曰R 为时段内降水量曰ETC 为作物

极显著水平袁没有出现突变下降点遥

渊5冤

2.2 光温生产潜力分析

由图 1 可知袁 近 53 年来鹤壁市夏玉米光温生产

潜力为 15 000耀22 000 kg/hm2袁 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袁平

tmin尧t0尧tmax 为作物生长发育期三基点温度袁 分别为

均每 10 年下降 415.75 kg/hm2遥光温生产潜力下降幅度

6要9 月袁将夏玉米生长季划分为播种-拔节尧拔节-抽

平均气温每 10 年上升 0.13 益袁上升趋势缓慢袁小于日

发育期观测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袁确定各生育阶段的

潜力仍呈下降趋势遥 2011 年最小袁 为 15 121.6 kg/hm2袁

下限温度尧最适温度和上限温度遥 夏玉米生长季节为
雄尧抽雄-乳熟尧乳熟-完熟 4 个阶段袁根据夏玉米多年
三基点温度渊表 1冤遥

R 渊0约R约ETC冤
ET
C
f渊W冤=
1
渊R逸ETC冤

照时数的下降趋势袁故虽然温度缓慢上升但光温生产

1965 年最大袁为 21 544.29 kg/hm2遥
2.3 气候生产潜力分析

水分订正函数计算公式如下院
扇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小于光合生产潜力下降幅度袁 主要因为历年 6要9 月

渊6冤

由图 1 可知袁近 53 年来鹤壁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

为 3 600耀13 800 kg/hm2袁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袁平均每

10 年下降 61.4 kg/hm2遥2004 年最大袁为 13 763.89 kg/hm2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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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00

光合潜力

光温潜力

20 000

平均降水量 443 mm袁 从总量看能满足玉米需水量的

气候潜力
y=-54.41x+129 598

90%左右袁 但由于年际之间和同一年内玉米各生育阶

段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袁特别是初夏旱尧卡脖旱及秋旱

15 000

y=-41.575x+101 097

多发袁导致水分限制产量偏高袁气候生产潜力中水分
订正函数平均 0.57袁远小于平均降水量对玉米生育需

10 000
5 000

求的 90%满足率遥

y=-6.142 5x+22 433

2.4.3 产量开发潜力系数 k遥 由图 3 可以看出袁鹤壁市

的夏玉米平均单产由 1965 年的 907.5 kg/hm2 增加到

0

2017 年的 6 834.0 kg/hm2袁 线性倾向率每 10 年产量增
加 1 196 kg/hm2袁达极显著水平遥 产量潜力开发系数 k

年份
图 1 光合尧光温尧气候生产潜力年际变化趋势

1997 年最小袁为 3 671.49 kg/hm2袁同年的光温生产潜力

达到 16 689.20 kg/hm2袁 气候生产潜力只有光温生产
潜力的 22%袁 主要因为 1997 年 6要9 月降水异常偏
少袁仅 167.3 mm袁只有历年平均的 30%左右遥 气候生产
潜力历年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3.7 倍以上袁远远大于

光合潜力和光温潜力变幅袁 主要因为年际间降水变

潜力开发空间仍然很大渊图 4冤遥
8 000
7 000
6 000
5 000

气候生产潜力评估

2.4.1 温度限制产量遥 由图 2 可知袁温度限制产量为

1 800耀6 000 kg/hm2袁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袁平均每 10 年

2 000
1 000
0

下降 128.35 kg/hm2遥 温度对产量的限制主要表现在灌

年份

浆后期袁9 月中下旬温度订正函数只有 0.73袁 9 月下旬

仅 0.61遥 温度限制产量最高在 1997 年袁1997 年玉米灌

浆后期的 9 月中下旬平均气温只有 18.1 益袁较灌浆适

宜温度异常偏低 4 益袁 因温度偏低导致气候产量减少
5 958.33 kg/hm 遥 温度限制产量多年平均 3 000 kg/hm
2

2

左右遥

14 000

y=119.62x-233 696

4 000
3 000

幅较大遥
2.4

也由 1965 年的 0.96 下降到 2017 年的 0.64袁玉米产量

温度限制产量

12 000

水分限制产量
y=-35.433x+78 663

10 000
8 000
6 000

图 3 1965要2017 年鹤壁夏玉米实际产量趋势
1.2
1.0

y=-0.007x+14.761

0.8
0.6
0.4
0.2
0
年份

图 4 潜力开发指数年际变化趋势

4 000
2 000

y=-12.835x+28 501

0
年份

图 2 温度尧水分限制产量年际变化趋势

3 结论与讨论
灌浆后期是温度对产量限制的主要时期遥 玉米生
长后期袁即秋季降温早且快袁热量紧张袁影响玉米的灌
浆和成熟袁温度因子成为产量进一步提高的主要限制
因子遥 可以通过麦垄套播尧抢收抢种尧种植早中熟品

2.4.2 降水限制产量遥 由图 2 可以看出袁降水限制产

种尧适宜晚收等措施缓解热量不足袁进而提升产量遥

均每 10 年下降 1 354.33 kg/hm2遥 水分限制产量最高在

之间和同一年内玉米各生育阶段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袁

量为 4 000耀13 200 kg/hm 袁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袁平
2

1965 年袁玉米生育期间降水量达到 208.4 mm袁其次是

1997 年袁降水量仅 167.3 mm遥 1965要2017 年 6要9 月
160

降水能基本满足玉米生长发育需求袁但由于年际
水分限制产量偏高袁尤其以初夏旱和野卡脖旱冶影响最
为严重袁水分订正函数远小于总体水分满足率遥 对于

王福州等院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与评估
农田水利条件较好袁夏玉米单产已经较高袁特别是高
产田产量很多年份已超过气候生产潜力的地区袁水分
不是产量进一步提升的主要限制因子遥 重点要做好中
低产田改造袁完善水利设施袁做到旱能浇尧涝能排遥
随着气候生产潜力利用程度的提高袁产量潜力开
发指数呈减少趋势遥 夏玉米产量除受日照尧温度尧水分
等单因子限制外袁还受花期阴雨尧大风尧冰雹等多种气
象因子叠加影响袁均制约夏玉米高产稳产遥 另外袁其他
多方面因素例如土壤因素渊中低产田冤尧栽培技术渊肥
料搭配与比例不合理尧施肥时期尧和方法不当冤尧玉米
品种多乱杂和水利设施不完善及社会因素等都不同
程度地影响夏玉米产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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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遥 这样不仅保证了检测结果袁还缩短了样品的检测

测袁否则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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