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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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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粮食安全关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梳
理了作物产量影响因素及干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过程，进而从基于田间控制实验、统计模型、
作物生长机理模型以及遥感反演模型等 4 个方面系统回顾了干旱对全球主要作物产量影响评
估的最新进展，揭示出当前研究呈现出由单灾种向多灾种、由单目标向多目标、由统计模型向
综合模型转变的特征。文献计量分析表明，1990—2020 年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发文量呈
指数增长，且研究主题经历了由传统的作物水分胁迫到作物受旱影响与适应综合研究的转变
过程，体现出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化和综合。在学科分布上，农学、植物学和环境科学是研究干
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主要学科，建议应加强地理学多要素多尺度的系统性思维在粮食和水资
源耦合系统研究中的应用。最后，在分析现有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将未来应关注的重要议题
归纳为以下 4 个方面，即构建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多源信息数据库、阐明干旱对作物产量影
响的关键过程及机理、发展耦合宏观与微观过程作物生长机理模型和搭建作物产量与粮食安
全综合监测平台系统，旨在通过提高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监测预警和科学管控，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全球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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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粮食安全关乎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保障[1]。当
今世界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升促使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态势[2]，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实现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呈显著增加趋势[3]，并
已对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4-7]。资料显示，中国农作物受干旱
影响面积占农作物总受灾面积的 50%以上，世界饥饿人口在经历持续减少后于 2014 年趋
势逆转，表现出逐渐增加的态势[8]，且 2015—2016 年强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严重干旱进
一步导致全球多地出现严重粮食危机，对全球粮食供应和粮食价格产生严重影响[8-9]。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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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系统模式预测，未来全球干旱风险将进一步增加[3]，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
因此，准确评估干旱对全球粮食生产的影响作为提高全球变化适应能力和实现全球粮食
安全的关键环节，成为当今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为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干旱及其对粮食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内外学者已开
展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全球尺度上，Lesk 等系统研究了极端干旱事件对全球主要
作物产量的影响[4]，Leng 等则探讨了全球主要作物产量对干旱事件的敏感性[10]。区域尺度
上，Li 等以美国玉米产量为例指出极端湿润事件同样会造成与极端干旱事件幅度相似的
减产程度，证实了水资源丰欠对作物产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1]。与此同时，国际上也
发展了多个用于评估水资源对全球作物产量影响的作物模型比较计划，其中代表性比较
计划项目有 AgMIP 和 ISI-MIP[12-13]，该计划通过多模型集合的方式有效提高了气候变化对
全球粮食生产影响的模拟能力和可靠性。通过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多从水分亏
缺视角探讨干旱单一变量对全球粮食产量的影响，缺乏干旱与热浪等其他极端气候事件
的复合效应研究，难以准确刻画复合极端气候事件对全球粮食生产的影响。应指出的
是，以干旱和热浪耦合为主的复合极端事件对粮食系统的影响将超过任何单一事件亦或
2 个事件的总和，呈现出以正反馈为特征的耦合放大效应，成为威胁粮食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风险源。然而当前学界对干旱等极端气候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的全面认识尚未
完全形成，有必要对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进展与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以促进系
统认知干旱对全球粮食产量的影响。
理解和评估极端气候事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对于减轻灾害损失和提高气候变化适应
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4]。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亦强
调了世界应加快和扩大行动，增强人们及其生计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的能
力，实现 2030 年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8]。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看，中国
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系统受自然风险和影响较大，严重阻碍了农业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而提高应对极端气候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能力不仅是实现中国农业系统可持续
的关键环节，而且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首先从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研究内容和评估方法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国内外干旱对作物
产量影响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对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未来研究重点方向进行归纳与总
结，以期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抵御能力，实现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切
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进展
干旱是以长期降水亏缺为主要特征的极端气候事件，进而导致土壤水分亏缺、蒸散
发量减少，地表温度升高，进一步加剧土壤水分亏缺，形成正反馈过程[3]。干旱对作物产
量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土壤水分含量低于作物生长所需水量时，作物
生长状况受到限制，并出现作物长势下降，导致作物产量减少或失收[10]；二是干旱条件
下作物通过调节叶片气孔开度，在减少水分蒸腾的同时也减少了 CO2 的输入量，从而降
低作物光合作用速率，影响有机质合成，并最终对作物产量产生影响[15]。干旱被认为是
对全球作物产量影响最为显著的扰动事件之一，然而由于干旱本身的复杂性增加了干旱
对作物产量影响评估的难度，主要表现为不同作物物候期的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是不同
的，且不同强度、不同持续时间、不同干旱指数评估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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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作物产量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需要说明的是，作物生长和发育还受到诸多交互
过程的控制，如施肥、耕作、灌溉、作物品种等人工管理方面，以及高温热浪、洪涝、
低温、病虫害等其他极端事件干扰均会对作物产量产生显著作用，进一步加大了作物产
量影响评估的复杂性 （图 1）。

图1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传递过程和影响因素

Fig. 1 Drought propag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rought impact on crop yield

2.1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评估
目前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
究的手段主要有样地控制实验、
统计模型分析、过程机理模型模
拟以及多源遥感数据反演等 4 种
方式，不同方法之间存在紧密的
联系，其中统计模型分析方法作
为最常用的分析工具，亦被广泛
应用于其他 3 种方法之中，在实
图 2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方法
际评估过程中不同方法呈现出综
Fig. 2 Approaches to drought impact on crop yield
合利用的趋势 （图 2）。
2.1.1 基于控制实验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 基于控制实验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人为控制作物
生长季田间水分含量，并通过与对照组实验进行比较，直接测量出不同作物产量对外界
气候条件变化的响应特征，该方法对于提高作物生长机理的认识和提高作物模拟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Çakir 等通过田间灌溉和控水实验揭示了水分亏缺对玉米长势和产量的显著
影响[16]；Hussain 等则研究了干旱和热胁迫共同发生对玉米形态学特征、产量和营养物质
的影响[17]；Prado 等从分子水平到植株水平系统总结了水分的调控作用[15]。在国内，姚宁
等[18]和王书吉等[19]分别利用遮雨棚人工控水试验，探究了不同生长阶段水分胁迫对冬小
麦产量和蛋白质形成的影响，指出返青期和灌浆期是冬小麦田间水分管理的关键时期；
宋利兵等通过田间控水实验发现灌浆期受旱可导致玉米明显减产[20]；王密侠等则探究了
玉米不同生育期实行不同水分调亏等级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及节水策略[21]；而 Ma 等则通过
田间实验探究了作物单作和轮作 2 种方式对水分利用的影响[22]。在研究手段上，学界逐渐
由单独的控制实验过渡到水分控制和作物模型相结合的方向，例如 Chen 等基于田间观测
实验和作物生长模型改进了玉米生长期灌溉制度，提高了玉米产量的预测精度 [23]；
Kisekka 等则通过 2006—2009 年田地实验修正了 CERES-Maize 模型，并对 Kansas 玉米灌
溉策略进行研究[24]。此外，另有学者亦探讨了不同灌溉水质对玉米产量的可能影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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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控制实验的方法通过直接测量获得的产量数据具有较高的精
度，因而实验数据可用于作物模型模拟的验证数据。然而该方法易受实验操作、作物品
种等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导致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实验周期长、控制情景
与真实自然界存在差异，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不强，且实验结论的尺度上推受限等。同
时，当前控制实验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实验标准与操作规范，从而导致不同地区实验结
果的可比性较差。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开放式 CO2 增肥试验 （Free-Air
CO2 Enrichment） 技术能够较为真实的模拟未来 CO2 增加的微域环境，探讨作物在不同
CO2 浓度施肥效应下的响应特征，然而当前学界对模拟真实水分条件的田间作物生长实
验相对匮乏，限制了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评估精度的提高。
2.1.2 基于统计模型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 基于统计模型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主要通过建
立历史观测的产量数据与气候数据之间的关系，揭示作物产量对气候要素的响应规律，
并利用这些关系和规律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作物产量，已成为研究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
最常用的方法。当前国内外学者利用该方法已开展了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历史时期干旱对
作物产量影响评估工作[26-28]，其中 Lesk 等在全球尺度上系统分析了极端气候事件对全球
作物产量的影响，指出干旱和热浪导致全球作物产量减少 9%~10%[4] ；Lobell 等则指出
美国玉米产量对干旱的敏感性在增加 [29] ；Leng 等探讨了不同等级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
的风险 [10] ，Madadgar 等则采用联合分布函数方法分析了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概率 [30]；
另有研究分别从不同干旱强度的损失概率差异[10]、作物对不同时间尺度干旱响应差异[31]，
以及未来情景下干旱胁迫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32]，并指出干旱频率和强度
的增加会抵消掉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对大豆产量的贡献[33]。在国内，余慧倩等[34]和黄健熙
等[35]分别采用 DSI 指数和各省产量统计数据，研究了不同干旱强度、不同历时以及不同
干旱发生时间对华北平原冬小麦产量的影响，表明不同生长阶段发生不同等级干旱对产
量影响具有显著差异；Guo 等[36]和刘维等[37]分别评估了中国东北地区干旱时空特征及其对
玉米产量的影响；朱冉等[38]则采用作物缺水指数研究了柯西河流域干旱对作物产量的影
响及其空间差异。
此外，国内外学者亦探讨了全球主要粮食作物对干旱和高温复合事件的响应[39-43]，如
Lobell 等发现热浪对非洲玉米产量对热浪响应的非线性特征[44]，且同样会抵消很大一部分
由技术、CO2 施肥和其他因素带来的产量增加，并指出气温和降水的长期趋势造成欧洲
小麦和大麦分别减产 2.5%和 3.8%[45]；Gammans 等采用历史产量数据和气象数据研究了法
国小麦和大麦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特征 [46] ；Zandalinas 等研究了干旱和热浪共同发生对
作物产量的影响，认为任何单一灾害或灾害组合对作物生物过程的影响机制都是有差
异的 [47] ；Vogel 等则指出极端气温和降水可以解释 18%~43%产量的变化，且不同作物类
型对极端气温和降水的响应存在差异[48]。可见，当前学界已将研究视角从单一关注干旱
向关注干旱和热浪等复合极端事件视角转变。需要说明的是，干旱不仅是雨养农业区作
物产量的最主要的限制因子[29, 49]，同时也对灌溉农业区可获取水资源量构成威胁。基于
统计模型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具有可操作性强，研究周期长等优点，是了解历史气候背
景下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当前统计方法也从线性向非线性转
变，如随机森林、贝叶斯网络分析等，显著提高了作物产量模拟精度。然而该方法仅从
数据本身规律上得出结论，对作物产量影响内部机理过程描述不足，且统计模型外推效
果较差，尤其是在未来情景作物产量预测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2.1.3 基于作物模型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 作物生长过程模型综合考虑了作物系统、土壤
系统、气候系统和田间管理系统等与作物生长密切相关的系统，用数学公式描述生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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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程、物理和化学过程，从而实现对作物生长全过程的精细化模拟实验。自 1969 年
de Wit 提出第一个农业计算机模型后，国内外学者已开发百余种作物生长模型，当前作
物生长模型主要分为单点作物生长模型和空间作物生长模型，并通过调节模型中水分供
给量实现干旱对作物生长和产量影响的定量刻画。国内外学者从站点尺度到全球尺度已
应用作物生长模型模拟气候变化对不同作物长势和作物产量的影响[50-51]，由于不同作物模
型在模拟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国际上已开展多项作物模型比较计划，旨在统一框架
和输入数据下开展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模拟，以减小单个模型模拟的不确定性，比
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比较计划有 ISI-MIP （The Inter-Sectoral Impact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13]和AgMIP （The Agricultural Model Intercomparison and Improvement Project） [12]，
前者作为部门间影响模型比较计划，旨在对气候变化对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影响以及不确
定性开展定量和综合分析；后者主要针对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旨在提
高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模拟能力，以提高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AgMIP 中的 Global Gridded Crop Model Intercomparison 实现了空间格点尺度上的气候变
化影响模拟，为研究空间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 Zhao 等 [41] 和 Liu 等 [43] 分别采用
AgMIP 模型比较计划输出结果，结合统计模型和田间观测实验，全面分析了气候变暖对
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Charles 等利用作物模型综述了气候变化对非洲玉米产量
的影响[52]；Peng 等提出了用于评估气候变化适应性的多尺度作物模型分析框架，该框架综
合考虑了基因型和农业管理等因素来提高作物适应能力，促进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53]。
在国内，Tao 等系统研究了不同作物模型结构、模型参数和气候情景输入数据对气
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研究的不确定性 [50] ；而孙扬越等则系统梳理了当前作物模型研
究现状，并指出作物模型能够有效评估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54]。
区域尺度上，Wang 等采用日尺度 SPEI 和作物生长模型定量评估了干旱对作物产量的影
响 [55]；王亚凯等利用 APSIM 模型模拟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变化，并用模拟产量与
SPEI 得到了显著的相关性 [56]；徐建文等 [57] 和张建平等 [58] 分别利用 DSSAT 作物模型和
WOFOST 作物生长模型模拟了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关键生育期干旱对产量的影响。需要说
明的是，作物模型实现了作物生长全过程的模拟，能够实现不同气候因子作用的定量模
拟，且能够对未来作物产量进行预测。然而当前作物模型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模
型仅简单刻画了最主要的生理生态过程、模型参数获取的不确定性、作物模型输入数据
在区域尺度上的代表性不足以及模型参数本地化等问题。作物模型评估水资源短缺对灌
溉农业作物产量的影响仍存在加大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水资源管理系统的复杂性[59]。当
前作物模型主要开展了无灌溉和全灌溉两种模式下作物长势和产量模拟，而对灌溉农田
水资源的可用性并没有刻画，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60]。此外，当前作
物机理模型对复合极端气候事件的模拟能力不足，亟待加强相关研究工作。
2.1.4 基于遥感观测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 基于遥感观测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一方面是将
遥感观测数据与作物模型进行同化，提高作物产量模拟的空间信息模拟能力；另一方面
是利用遥感反演模型估算作物产量，进而将作物产量与气候因子进行相关分析以解析极
端气候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该方法的重点在于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农作物长势和产量信
息提取，而农作物长势监测作为农情遥感监测的重要基础，通常采用不同光谱波段建立
的植被指数对农作物长势进行表征[61]。当前国内外已发展近百种植被指数，如归一化植
被指数、比值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以及植被条件指数等均被广泛用于作物产量估产研
究。就国家层面而言，美国农业部于 1974 年应用 Landsat 卫星开展了大面积作物估产试
验 （LACIE），随后又开展了不同种类粮食作物产量预报的遥感调查计划项目，欧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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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提出了 MARS 计划，该计划旨在应用 SPOT 卫星影像对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作物产
量进行监测预报[62]。而中国作物遥感监测与估产研究由陈述彭院士于 1979 年提出，随后
农业部牵头利用 NOAA/AVHRR 卫星数据对我国重点农业区开展了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
遥感估产研究，奠定了中国大规模遥感估产工作的基础。不同学者也利用遥感数据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 Lobell 等通过 MODIS 反演了印度西北地区作物在高温环境下生长
期变短，导致作物减产，发现模型结果低估了产量下降程度[63]，并进一步利用遥感数据
估算了美国中西部玉米产量时空变化特征[64]；Azzari 等将遥感数据与作物模型相结合开
发了基于遥感数据的多尺度作物产量高精度制图系统[65]。在国内，吴炳方等利用遥感手
段建立了中国农情遥感监测速报系统，能够实现大尺度作物长势和粮食产量等农情信息
的快速监测预报[66-67]；而陈仲新等则对中国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与产量估算进行系统梳理和
回顾 [68]；李强子等通过作物生长过程曲线分析了 2010 年西南干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69]；
黄健熙等综合利用植被指数和蒸散发同化数据进行冬小麦遥感估产，显著提升了估测
精度[70]。
在数据源方面，遥感数据以其高空间覆盖、高重放周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农用地
制图和作物估产研究，且随着高时空分辨率传感器的发展，与产量密切相关的地块尺度
的农情信息 （产量、播种日期、作物类型） 提取得到快速发展，为作物产量影响评估提
供了数据基础[71]。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叶绿素荧光遥感通过对光合作用过程释放叶绿素
荧光的探测实现对生物量的反演，可实现从区域到全球尺度上的农作物长势监测和产量
精确估算，进而结合气候信息可以得出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72]，其中 Peng 等评估
了荧光数据与传统植被指数产品在作物产量估算中的差异，指出高质量的荧光产品可有
效提高作物估产精度[73]。在遥感作物信息提取方法方面，随着深度学习、随机森林、支
持向量机、蜂群和蚁群算法等机器学习方法的不断丰富，大大提高了传统遥感信息分类
方法的精度。将遥感信息提取算法与 Google Earth Engine 进行有机结合，克服了当前遥
感信息提取计算能力不足的限制，实现了对海量遥感数据源的综合利用和快速提取。需
要说明的是，新型遥感传感器的不断丰富，显著提升了对地观测的时空分辨率和光谱分
辨率，实现了地块级、区域级或全球级作物信息的高精度提取和动态变化分析。因此，
基于遥感观测的方法有效弥补了传统田间观测数据少且分布不均、统计数据缺乏空间信
息以及作物模型模拟空间分辨率低等不足。然而基于遥感的作物产量估算研究仍面临着
估产指标对产量指示能力不足、遥感反演精度不高、与模型同化方法尚不能满足估产需
求，且无法表征作物品种更替对作物产量估算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序列不均一性等不
足。此外，中国耕地破碎化程度高和种植结构复杂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作物长势监测和
产量估算的难度，限制了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精确评估和预测，因而如何将遥感与作
物模型进行同化成为未来遥感作物产量评估的重要研究内容 （表 1）。
2.2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的发展历程，本文进一步从文献计量分析
视角全面系统回顾了近 30 年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发展脉络。以“drought and crop
yield”作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 （检索时段为
1990—2019 年，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4 日）。文献统计结果表明，1990—2020 年干旱
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文献发文量和引文量均呈现指数增长态势，其中 2005 年之后增速尤
为显著，说明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图 3a）。笔者进
一步利用文献关键词统计了研究主题的演变特征，可以发现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主
题经历了由传统的作物水分胁迫研究到作物受旱影响与适应综合研究的转变过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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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方法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on drought impact on crop yield
研究手段
控制实验

统计模型

过程模型

遥感观测

尺度

优点

点、样地

① 能够提供详细的资料

① 实验样地小，扩展性差

③ 实验数据能够建模或调参

③ 实验与真实环境存在差异

② 实验结果精度较高

① 能够充分利用历史产量数据

点、行政区

② 可开展不同时空尺度的研究
③ 操作简单、重复性强

① 综合考虑作物生长过程

点、空间像元

② 能够开展定量模拟实验

③ 能够结合气候模拟数据开展预测
① 能够提供空间分布信息

空间像元

② 反演结果时空分辨率高

③ 空间范围大、重访周期短

图3

缺点
② 试验周期长、人为影响大
① 机理描述不足

② 受统计方法影响较大
③ 指标选取不确定性大
① 内部过程简化
② 模型参数较多

③ 模型模拟空间分辨率较低
① 存在长势与产量脱钩问题
② 产量反演指标敏感性低
③ 无法表征作物品种信息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文献计量分析

Fig. 3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drought impact on crop yield

了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化和综合。从不同国家和不同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来看，排在前五名
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德国，共占发文总量的 62.18%；而排在前
五名的研究机构分别为美国农业部、中国科学院、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费萨拉
巴德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且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涉及农学、大气科学、水资源、环境科学、土壤学以及植
物生理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学科发文量来看，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所涉及的各个
学科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学发文量最大，占所有发文量的 36.28%，紧随其后的分
别为植物学、环境科学、水资源和大气科学，分别占总发文量的 17.99%、7.81%、5.09%
和 3.80%，以上 5 个学科发文量占总发文量比例超过 70% （图 3b）。需要说明的是，干旱
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是植物—土壤—大气连续体在水分亏缺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研
究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系统间的耦合关系和互馈机制，加强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虽然
地理学的多要素和多尺度系统性研究范式对于系统认知植物—土壤—大气连续体下的干
旱对作物产量影响机理和综合评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4]，然而当前地理学在干旱对作
物产量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稍显不足，建议未来应加强地理学在粮食安全和农业系统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的作用，从时空视角综合分析区域和国家尺度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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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展望
粮食安全受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控制[75]，而气候
变化及其引致的极端气候事件作为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主要诱因，是引发严重粮食
危机的重要因素，且逐渐损害粮食安全的所有维度，即粮食的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
定性[8]。虽然当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干旱对作物产量
影响研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然而
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一方面在于作物产量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如
作物生长过程和产量形成过程受多种因素共同控
制 （图 1），单一灾种无法刻画作物损失；另一方
面则是产量估算的不确定性，如不同时间序列的
产量结果受作物品种更替的影响、遥感监测作物
长势与最终产量脱钩问题以及作物机理模型本身
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在基础数据搜集、干旱
对作物产量影响机理、作物生长过程模型以及粮
食安全监测平台等方面都亟需开展系统性和综合
图 4 粮食安全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性的集成研究，从供需平衡视角确保中国粮食安
Fig. 4 Future directions of food security
全，实现农业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4）。
3.1 构建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多源信息数据库
当前国内外学界已利用统计数据和作物模型从全球尺度、国家尺度、省域尺度以及
样地尺度系统开展了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然而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高精度空间
分布信息却依然匮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多源信息数据库的缺失[76]，如不同区域、不同
作物类型以及不同作物品种的多尺度产量数据，农田管理中的灌溉、施肥以及人工管理
等数据，尤其是地块级作物和田间管理统计数据更为缺乏，严重阻碍了干旱对作物产量
影响的高精度模拟，而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系统，标准化的数据搜集流程以及统一数据
框架的多源信息数据库被认为是解决上述困境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应建立田间观测
实验信息平台，实现不同区域田间观测数据的共享和分发，完善不同行政级别作物统计
数据的统计内容和上报规范，以及提高作物模型模拟空间分辨率等。此外，作物品质作
为作物生长和人类营养的重要内容，未来应加强作物品质数据的收集，提高学界对作物
品质及人类营养的关注与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站点数据、统计数据、遥感数据以及模型模拟数据等不同数据
的格式不同，为了更好地整合多源信息数据库，必要的技术与方法支持需要不断完善，
如数据空间化、数据同化以及数据衍生技术等，将不同来源的数据在统一框架下生成高
时空分辨率农情基础信息数据集。而遥感数据与作物模型模拟数据进行同化被认为是作
物生长机理与空间分布信息的有力结合，因而遥感反演技术及其与作物模型数据的同化
技术亟需不断完善。另外，可靠的作物产量影响评估方法是明晰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
重要支撑，当前学界主要采用统计方法和定量实验方法开展作物产量影响评价，然而不
同学者采用的方法的差异导致结论间的可比性不强，难以真实反映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
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建议未来应建立普适性的评估方法，以消除因数据和方法差
异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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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阐明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关键过程及机理
系统认知干旱对作物生长影响机理是提高作物模拟能力的重要基础与关键环节。作
物水力胁迫是作物受旱的最主要特征，虽然当前研究中充分考虑了不同生育期内水分胁
迫对最终作物产量的影响，然而对于作物生长、碳吸收、水分利用、营养元素变化以及
产量形成过程的认识相对欠缺，且对于作物产量受损的水分胁迫阈值尚不明晰。因此，
未来应加强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关键过程和作用机理的认识，重点关注作物水分胁迫
条件下的长势响应规律及其对产量作用的机理。从产量形成过程视角综合分析干旱导致
作物减产原因，并从作物的光合生理、根系生长、作物形态、产量形成等方面分析作物
生长对干旱响应的生理机制，明晰不同等级干旱对作物生长的促进与抑制作用过程[77-78]。
另外，还应关注作物水分胁迫条件下的碳吸收和水分胁迫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相对贡献
率，探索碳吸收与水胁迫间的互馈关系，明晰作物产量变化的机理等。
高温胁迫会对粮食产量造成显著影响，并且和干旱形成复合灾害放大效应[39]。然而
当前研究中多将不同灾害分开研究，对于复合灾害特征及其对作物影响机制的认识知之
甚少。未来应加强对复合灾害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叠加放大效应的关注，研发复合灾害检
测方法及其对作物产量影响的耦合机制分析，并将复合灾害特征纳入作物生长模型，提
高模型刻画复合灾害的能力。此外，未来还应注重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级联效应研
究，例如干旱等极端事件对全球粮食价格和人类营养状况等级联效应的评估。虽然当前
国内已有学者初步尝试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开展干旱对玉米供应链级联效应影响的案例研
究[79]，然而对级联过程的机理尚缺乏定量化理解，建议未来应加强对级联效应的关注与
研究。应说明的是，粮食作为流通性的资源，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未来应在数据
搜集基础上，加强干旱及其影响的综合评估方法的探索，为机理研究和模型构建提供方
法支撑。
3.3 发展耦合宏观与微观过程作物生长机理模型
作物生长模型是开展作物长势监测、产量预估以及作物产量对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
理想工具，能够定量分离和刻画不同环境驱动因子对作物长势和产量的贡献[54]。虽然作
物模型已由最初的单系统和单过程模型逐步发展成为耦合多系统和多过程的综合模型，
然而当前作物模型仍主要用于单点尺度作物生长过程的模拟研究，缺乏高空间分辨率作
物产量及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模拟能力，难以反映区域尺度上的作物生长和产量状况。加
之目前对作物生态系统过程、作物生长各过程间耦合机制以及模型参数初始化问题等仍
不明确，极大限制了作物模型对作物生长过程和产量形成的高精度模拟。因此，未来应
大力发展兼具空间模拟能力和微观机理模拟能力的综合作物模型。具体而言，在宏观层
面上，构建作物生长模型与遥感数据同化系统，借助遥感观测数据优化作物模型参数，
提高作物模型空间模拟能力；在微观层面上，研发作物品种对作物产量影响以及生理生
化过程模拟模块[80]。同时，构建作物生长模型标准框架，以减少模型结构、参数以及输
入数据带来的模拟误差[50]。
目前农业灾害呈现出由单一灾种向多灾种并发的特征转变，主要表现为干旱和高温
事件同时发生并相互加强，从而形成灾害耦合放大效应，然而目前作物模型对复合极端
气候事件的模拟能力尚显不足，难以准确刻画复合灾害情景下作物长势及其产量的变化
特征。加之当前作物模型中对灌溉模式的描述仍过于简单，难以准确刻画灌溉活动对作
物长势及产量的影响，因此，未来应加强对复合灾害 （如高温和干旱） 和灌溉活动的模
拟能力，提高作物模型对作物生长的模拟精度。此外，农业系统作为自然系统和人类系
统高度交织的领域[81]，作物生长模型的功能还应充分考虑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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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建议未来作物模型的发展一方面要与气候模型相结合，以开展未来气候情景预
测研究；另一方面作物模型要与社会经济模型、决策支持系统以及专家系统进行耦合，
形成对作物产量、粮食供给、粮食价格和社会经济等级联影响的一体化评估模型，为宏
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3.4 搭建作物产量与粮食安全综合监测平台系统
灾害监测预警作为减轻农业灾害损失最有效的手段受到了国内外政府和学界的高度
关注与研究。当前国内外已建立多个农情监测系统，用于农业气象条件、作物长势、产
量预测以及全球粮食贸易监测，其中，中国 Crop Watch 作为全球农情监测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66]。应指出的是，粮食安全由
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供给侧的粮食产量、种植面积、灌溉措施以及品种改良等和需求
侧的人口数量、饮食结构、粮食价格
和食物应用等均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影
响 （图 5）。因此，未来在粮食监测
系统中应充分考虑粮食安全的各个维
度信息，搭建多尺度联动的作物产量
与粮食安全综合监测平台，实现由粮
食育种到粮食生产再到粮食消费的全
过程监测预警与科学管理，以减少一
系列灾害风险对全球作物产量和粮食
安全的影响。具体而言，监测系统在
图 5 粮食安全供需系统框架
时间维度上应具有定期或实时监测的
Fig. 5 Framework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food security
能力，在空间维度上应具有县市、省
域、国家尺度的监测预警能力。
2015 年联合国提出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
和促进可持续农业是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保障
粮食安全问题上仍存在诸多极具挑战的现实问题，其中水资源与粮食生产的空间错位问
题是阻碍中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中国目前依然面临“北粮南运”和
“南水北调”的双重挑战，而如何增强中国南方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和北方地区作物抵御干
旱等气候风险能力将成为未来粮食安全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因此，中国粮食安全监测
平台系统应充分考虑上述问题与挑战，综合利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监测水资源和能
源资源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基础性资源，并从系统协同发展的视角开展基础性资源
的全面监测评估，建立定期发布农情产品并支持决策和灾害快速响应与预警的粮食安全
监测平台，旨在通过系统认知粮食安全框架和科学管控，实现粮食安全和农业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干旱作为农业系统面临的最主要灾害之一，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系统可
持续发展。本文从基于田间控制实验、统计模型、作物生长机理模型以及遥感反演模型
等 4 个方面系统回顾了干旱对全球主要作物产量影响评估的最新进展，指出当前研究呈
现出由单灾种向多灾种、由单目标向多目标、由统计模型向综合模型转变的特征，体现
了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化和综合。然而由于作物产量估产的不确定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

2642

地 理 学 报

76 卷

性，导致当前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研究仍存在较大挑战。建议未来应从构建干旱对作物
产量影响的多源信息数据库、阐明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关键过程及机理、发展耦合宏
观与微观过程作物生长机理模型和搭建作物产量与粮食安全综合监测平台系统等方面开
展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以提高干旱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监测预警和科学管控，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粮食安全。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李强子研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何建强教授和福州大学王
前锋副教授对本文成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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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ught impacts on crop yield: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
LIU Xianfeng1, 2, FU Bojie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Food security, one of key compon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a top priority for
human surviv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we first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p yields and the process of drought impacts on crop yields. We then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effects of droughts on major global crop yields from four aspects:
field control experiments, statistical models, crop growth models, and remote sensing inversion
models. Recent progress in crop yield impact assessment reveal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hazard to multi- hazard, from single target to multiple targets, and from
statistical models to a comprehensive model.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olume of
research on drought impacts on crop yields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theme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crop water stress t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crop drought impacts and adaptation, reflecting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griculture, plant scien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re the three main disciplines in research on drought impacts on crop
yields.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 that is, systematic
thinking concerning multiple factors and multiple scales to study the coupling of crop yields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Finally, we suggest the following four priority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establishing a multi-source database of drought impact on crop yield, revealing the key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drought impacts on crop yields, developing a coupled macro and micro
process crop growth model,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platform system for
crop yields and food security. This will help ensur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food security by improving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the
impacts of droughts on crop yields.
Keywords: drought; crop yield; food security; research progress; research prosp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