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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资源是支撑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气候变化驱动下的水资源变化及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

国际前沿和热点问题。 以汾河流域冬小麦和夏玉米 2 种主要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 利用线性回归、 人工神经网络、
支持向量机、 随机森林、 径向基网络、 极限学习机等 6 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粮食产量模拟模型, 基于气候弹性系数

法分析水资源量对气候变化响应关系, 在流域尺度上研究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综合响应。 结果

表明: ① 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较好地模拟汾河流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产量; ② 降水增加 10%导致汾河流域水资源量

增加 19. 4% , 气温升高 1 ℃导致水资源量减少 4. 3%; ③ 当降水减少 10% ~ 30% 时, 冬小麦产量减少 6. 4% ~
19. 3%, 夏玉米产量减少 4. 0% ~ 15. 0% ; ④ 当气温升高 0. 5 ~ 3. 0 ℃时, 冬小麦产量预计增加 1. 8% ~ 17. 1% , 夏

玉米产量预计增加 1. 2% ~ 7. 9% ; ⑤ 汾河流域冬小麦产量对降水和气温变化的敏感性大于夏玉米。 相关成果对于

区域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生产策略制定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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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粮食关系密切, 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战略资源[1-2]。 中国水

资源短缺严峻, 其中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 65% , 水与粮食空间分布矛盾突出[3]。 作为水与粮食生长的初

级驱动力, 气候对水资源与农业生产起决定性作用, 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不断增强, 气候对水资源与农

业生产的影响也日益加剧[4-6]。 气候变化显著影响了中国主要江河的河川径流, 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矛

盾更加尖锐[7-8]。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种植制度、 病虫危害和作物产量等方面, 气温升高引起

作物耗水量增加, 区域水资源匮缺不能充分满足作物需水要求是作物减产的重要因素之一[9-10]。 科学评估未

来气候变化下水资源和粮食产量, 可为农业与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科技支撑, 对于保障国家水

安全与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及实用价值。
目前, 研究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主要有统计分析、 田间试验和模型模拟等 3 种方法。 统计分

析法主要利用历史观测数据对农业要素与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方法简单但是机理不足且难以

预测未来的演变趋势[11-12]; 田间试验法则是通过田间控制生长环境进行试验观测, 数据真实但操作不便,
耗费较多人力、 物力及时间[13-14]; 模型模拟法, 机理性较强, 也是常用的一种方法, 如作物生长模型是模

拟粮食动态生长过程及评估未来气候情景下粮食产量变化的常用方法。 孙茹等[15]、 李鸣钰等[16]、 Lobell
等[17]分别模拟评估了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小麦、 水稻、 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变化; 为了适应气候

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可以通过调整种植措施等人为干预手段进行补偿, 如秦晓晨等[18] 通过设置不同灌

溉方案, 发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采取适应性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产量损失。 但是, 作物生长模型结构十分复



856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杂, 多适用于田间单点尺度的作物生长模拟, 在大尺度应用上有一定难度, 且需要大量详尽的输入数据, 如

生长发育过程、 土壤状态、 田间管理措施等, 而这些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7]。 此外, 水分条件作为制约作

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包括作物有效降水和灌溉用水是中国北方作物生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同时对气候变

化极其敏感。 分析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不仅要考虑未来天然降水变化对产量的影响, 也要考虑气候

变化下区域水资源量的演变导致农业用水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资源情势的空间尺

度为大尺度的天然流域, 很难利用基于单点尺度的作物生长模型研究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

耦合响应。 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需求相对简单, 能够处理非线性复杂问题, 在粮食产量预估方面有成功的应

用[19 -20]。 如何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在流域尺度上以水资源为纽带开展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是水资源、 农业与气候交叉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选取黄河中游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的重要粮食产区汾河流域为研究区, 以冬小麦和夏玉米 2 种主要

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 在粮食产量与气候、 水资源、 农业生产等驱动因素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 6 种机器

学习算法分别构建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模拟模型, 利用气候弹性系数法分析水资源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关

系, 研究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综合响应。

1　 研究区概况及资料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汾河位于黄河中游, 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 如图 1 所示。 汾河流域位于 110°E—114°E、 35°N—39°N,
呈带状分布, 流域北部为山地高原, 中部和南部为平原河谷地带, 地跨太原、 吕梁等 11 个地级市, 流域面

积 3. 9 万 km2。 汾河流域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均降水量约 300 ~ 500 mm,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 34 亿 m3,
且年内分配不均。 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汾河流域内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42% 左右, 土壤肥

沃, 气候适宜, 种植历史悠久, 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粮食基地之一。 流域内种植农作物的种类包括粮

食、 油料、 棉花、 蔬菜、 瓜果等,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占比超过 85% , 以小麦和玉米为主, 分别占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的 20%和 50%左右。 受地域热量因素的限制, 汾河流域种植的小麦和玉米分别是冬小麦和夏玉米,
冬小麦的生育周期一般为 10 月至次年 6 月, 夏玉米的生育周期一般为 6—10 月。

图 1　 研究区概况

Fig.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Fenhe River basin

1. 2　 数据资料

地形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 ∥www. gscloud. cn / )STRM 90m 的数字高程数据。 汾河流域出口

控制水文站(河津站)的实测径流数据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 序列长度为 1960—2018 年。 气象数据来源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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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气象数据网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V3. 0)的站点数据, 利用汾河流域内及周边 17 个气象站点观

测的降水、 气温、 日照时数 3 个气象要素, 将 1998—2018 年的数据按反距离加权插值到地级市尺度上, 折

算出冬小麦和夏玉米各年生育期内的气象条件(总降水量、 平均气温、 总日照时数)。 流域内各地级市的水

资源量、 农业用水量数据来源于水资源公报, 农业相关数据来自统计年鉴, 包括种植面积、 灌溉面积、 粮食

作物产量、 成灾面积、 农业机械动力等, 资料年限均为 1998—2018 年。 对于公报及统计数据, 种植面积和

粮食产量是冬小麦和夏玉米的实际数据; 而灌溉面积、 成灾面积、 机械动力、 农业水资源量是地级市全部农

作物生产的年尺度数据, 同样折算为 2 种作物各自生育期内的数据。

2　 研究方法

2. 1　 水资源量对气候的弹性系数

参考气候弹性系数的概念, 水资源量对气象要素变化的弹性系数计算公式如下[21]:

ε = dQ
dY

Q
Y (1)

式中: ε 为水资源量的气候弹性系数; Q 为径流; Y 为降水量或气温等气象要素。
将式(1)改写为离散形式如下:

ΔQi

Q
= ε

ΔYi

Y
(2)

式中: Q 和 Y 分别为水资源量和气象要素的平均值; △Qi和△Yi为相对均值的变化值。 ε 可用最小二乘法计

算, 公式如下:

ε = Y
Q
∑(Yi - Y)(Qi - Q)

∑(Yi - Y)
2 = r

CQ

CY
(3)

式中: Qi 为第 i 年的年均径流; Yi 为第 i 年的年均降水或年均气温; r 为水资源量与气象要素的相关系数;
CQ、 CY分别为水资源量、 气象要素的变差系数。

若同时考虑降水(P)和气温(T)的影响, 可将公式(2)改写为

ΔQi

Q
= εP

ΔP i

P
+ εT

ΔTi

T
(4)

式中: εP 和 εT 分别为水资源量对降水和气温的弹性系数。 可利用公式(4)来估算降水和气温变化导致的水资

源量变化。

2. 2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粮食产量预估模型

利用 6 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汾河流域的粮食产量预估模型, 包括: 线性回归(LR)、 BP 神经网络(BP)、
支持向量机(SVR)、 随机森林(RF)、 径向基网络(RBF)和极限学习机(ELM)。 LR 简单便捷, 但无法描述非

线性关系; BP 算法应用广泛, 但训练速度较慢, 容易陷入局部极小点, 且对于学习速率的选择相对敏感;
SVR 算法具有良好的泛化性能, 对参数和核函数选择较敏感; RF 易于理解与实现, 数据准备简单, 但当决

策树个数过多时需要的时间较多, 在噪音大的样本中容易过拟合; RBF 训练简洁且学习收敛速度快, 能够

逼近任意非线性函数, 但 RBF 网络很可能需要比 BP 神经网络多得多的隐含层神经元来达到预期的训练目

标; ELM 算法学习速度快、 泛化性能好, 能够避免局部最优, 但在回归问题的测试和比较研究中, ELM 的

学习表现可能超过 BP 算法, 也可能略低于 BP 算法。 由于各算法的计算原理及参数优化结果不同, 模拟结

果不尽相同, 为充分考虑各算法的计算结果, 提高预估产量的稳定性, 采用算数平均法简单集成 6 种算法的

模拟结果, 得到集成模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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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汾河流域 2 种主要粮食作物冬小麦和夏玉米分别构建产量预估模型, 根据农业生产实践的相关经验,
模型输入选择冬小麦和夏玉米在各自生育期内气温、 降水量、 日照时数、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灌溉面积、 本

地水资源量、 农业用水量、 化肥用量、 农业机械动力、 成灾面积等 10 个与粮食产量相关的要素。 各要素之

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在要素相关分析及共线性检验的基础上,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 将输入数据

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 汾河流域内大于 100 km2的地级市有 8 个, 资料长度为 21a, 冬小麦和夏玉米 2 种作

物的数据量均为 168 个, 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样本数分别为 120 个和 48 个。 将训练集的数据输入 6 种机器学

习算法训练模型参数, 并在测试集进行模拟验证, 训练集参数优选的目标函数采用相关系数(R2)和均方根

误差(ERMS), 计算公式如下:

R2 =
∑
N

i = 1
(Gobsi - Gobs)(Gsimi - Gobs)

[∑
N

i = 1
(Gobsi - Gobs) 2 ∑

N

i = 1
(Gsimi - Gobs)

2
]

1
2

(5)

ERMS =
∑
N

i = 1
(Gobsi - Gsimi) 2

N (6)

式中: Gobsi和 Gsimi分别为第 i 个样本的实测产量与模拟产量, t; Gobs和 Gsim分别为实测产量与模拟产量均值,
t; N 为样本总数。 R2越接近 1, ERMS越小, 表明模拟值越接近实测值, 模拟效果越好。 综上, 基于机器学习

算法及集成方法构建了汾河流域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预估模型。

2. 3　 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响应评估方法

根据气候模式评估结果[22 -23], 预计到 21 世纪中期黄河流域气温与降水将分别变化 0. 5 ~2. 0 ℃、 -10% ~
20% , 到 21 世纪末期气温与降水变化范围则是 0. 5 ~ 3. 0 ℃、 -10% ~20% 。 未来降水变化均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与基准期相比降水总体减少趋势和极端气候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 针对汾河流域未来可能的气温

和降水变化做出如下情景设置。 将气温在现状基础(1960—2018 年)上分别增加 0.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将降水量在现状基础上分别增减 10% 、 20% 、 30% , 共建立 12 种不同的气候变化

情景。 参考《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和《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各类土地利用

规划文件进行调整和规划。 主要以耕地面积调整为主, 设置 3 种未来土地利用情景: 基期现状年、 近期目标

年、 远期目标年 3 类耕地情景, 相对于基期现状年, 近期目标年和远期目标年下的耕地面积分别减少 3%
和 5% 。

气候变化会对区域水资源量造成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水分是限制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以气候变暖为

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作物物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情景下, 降水与气温的变化导致流域水资源

量变化和作物生育周期的变化, 基于弹性系数法计算流域水资源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并依据相关关系推求

农业用水量的变化。
(1) 基于历史统计资料构建作物生育周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进一步推求生育周期变化导致的日照时数

变化, 综合整理在每种情景下降水、 气温、 作物周期、 日照时数、 本地水资源量、 农业用水量的综合变化作

为模型情景输入。
(2) 在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下, 依据情景设置相应改变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种植面积, 并依据相关关系相应

改变灌溉面积, 同样整理每种情景下的种植面积和灌溉面积作为模型的情景输入。
(3) 将气候变化情景和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交叉组合, 即在 12 种气候变化情景、 3 种土地利用情景

下分别模拟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 各情景的模拟结果与基准期模拟结果(降水、 气温、 土地利用保

持不变时的产量模拟结果)的相对变化即为汾河流域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

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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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 1　 粮食产量驱动要素分析

根据农业生产实践和历史研究经验, 综合考虑气象条件、 耕地状况、 农业管理措施、 机械条件、 灾害因

子等多种影响因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要素, 包括气温、 降水量、 日照时数、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灌溉

面积、 本地水资源量、 农业用水量、 化肥用量、 农业机械动力、 成灾面积等 10 个因子。 由于各个地级市的

面积、 产量等数据差距较大, 将地级市数据统计到流域尺度, 统一分析 1998—2018 年间汾河流域的冬小麦

和夏玉米产量与各驱动要素的相关关系, 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结果表明: 对于冬小麦, 除日照时数、 种植面

积、 成灾面积与产量间呈负相关关系(其中日照时数、 种植面积与产量间的关系不显著, 而成灾面积与产量

负相关显著)外, 其余因子均与冬小麦产量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 降水、 农业用水量与产量间的相关系数相

对较高, 分别为 0. 440、 0. 506。 对于夏玉米, 降水、 气温、 日照、 和农业机械 4 个因子与产量间的相关关系

并不显著, 成灾面积与产量间呈负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余因子均与夏玉米产量呈正相关关系(通
过显著性检验)。 其中, 种植面积、 灌溉面积、 农业用水量、 施肥量等因子与夏玉米产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大

于 0. 9, 是影响夏玉米产量的重要要素。 相对而言, 冬小麦散点图中的点群分布相对较为分散, 考虑是因为

各地级市上冬小麦的种植面积相对较小, 除气象因子外其余数据是由年尺度的统计数据换算到生育期尺度,
存在一定的误差。 其中, 种植面积与冬小麦产量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是因为近年来汾河流域冬小

麦的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而总产基本不变或略有增加, 这与单产的提高有关; 夏玉米的点群分布相对集中,
其中农业机械动力与产量的散点图中有 3 个奇异点, 这是 2016—2018 年 3 a 内的机械动力情况, 根据国家统

计局相关资料显示这一变化与国家政策相关, 中国农业机械动力 2015 年前不断增长而 2016 年后受经济补

贴、 市场和环保等方面制约, 机械动力大幅度下降, 这也说明 1998—2015 年间农业机械与产量间关系相对

密切, 2016 年后关系相对不显著。

图 2　 各驱动要素与汾河流域冬小麦产量间的相关关系

Fig. 2 Correlation among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winter wheat yield

虽然降水、 气温、 日照 3 个气象要素与粮食产量相关系数并不高, 但不能否定其与粮食产量间的重要关

系。 研究及生产实际表明, 降水量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降水在生育期内分配不均, 或许不能很

好地与粮食作物需水时间完全吻合, 造成生育期内的降水总量无法准确表征降水要素与粮食产量间的相关

性[24]。 大多研究表明气温升高对粮食产量产生影响[25], 然而不同地区、 不同作物类型、 不同生长阶段对气

温的需求不同, 生育期平均气温与产量间的相关性也被部分掩盖。 此外, 光照的明暗交替过程有利于植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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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驱动要素与汾河流域夏玉米产量间的相关关系

Fig. 3 Correlation among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summer maize yield

行光化合及光呼吸[26], 光照持续时间越长, 光合过程越彻底。 生育期内的总日照时数可以表征光照的数量,
但无法说明明暗交替的频率[27]。 因此, 虽然降水、 日照和气温与产量间的相关系数不高, 但都是影响产量

的重要因素, 需要被充分考虑。

3. 2　 粮食产量预估模型模拟结果

经共线性检验, 10 个驱动要素的共线性统计量容差≤0. 2, 即要素间存在严重共线性情况, 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降维处理为 4 个相互独立的主成分变量作为模型输入, 并将冬小麦和夏玉米在地级市上的年产量作为

模型目标输出, 计算时段为 1998—2018 年, 随机抽取样本数据作为训练集与测试集, 进行率定与验证, 模

拟结果如图 4 所示。
汾河流域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在各算法下的模拟结果都良好, 所构建的粮食产量预估模型能够较好地

模拟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 整体来看, 随机森林最好, 其次分别是神经网络、 支持向量机、 线性回归、 极限

学习机和径向基网络。 冬小麦的模拟结果相对更好, 各算法在训练期及测试期的 R2均大于 0. 8, ERMS均小于

10。 夏玉米除径向基网络模拟在测试期的 R2为 0. 70、 ERMS为 17. 95 外, 其余模拟精度都相对较高。
不同的学习算法具有不同的原理、 结构、 假定、 条件, 适用范围并不相同, 导致最终的模拟结果也不相

同, 由于模型结构、 模型输入、 模型参数等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各种算法的模拟结果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

差。 因此, 为减少误差、 提高精度, 考虑将各种方法的模拟结果进行简单的集成去综合各种算法的优点, 改

进粮食产量预估模型的整体性能。 将 6 种机器学习算法的模拟结果进行算术平均, 得出冬小麦和夏玉米产量

的集成模拟结果(图 4), 图中对比发现集成后的模拟结果基本不会劣于任意单一算法的模拟算法, 2 种作物

在测试集模拟的 R2分别是 0. 96 和 0. 92, 集成后的 ERMS大多数均小于单一算法的 ERMS, 明显提升了单一算法

的模拟结果, 集成后的结果效果较好。

3. 3　 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响应

根据气候弹性系数法, 计算得出汾河流域水资源量对降水的弹性系数是 1. 94, 说明水资源量随降水增

加而增加, 即当降水增加 10%时, 流域水资源量将增加 19. 4% ; 水资源量对气温的弹性系数是 - 0. 41, 表

明水资源量随气温升高而减少, 即当气温升高 1 ℃时, 汾河的水资源量将减少 4. 3% 。 水资源量对降水变化

的敏感性高于对气温变化的敏感性。 在不同气候情景下, 汾河流域水资源量的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 当降水

分别增加 10% 、 20% 、 30%时, 汾河水资源量增加 19. 4% 、 38. 8% 、 58. 2% , 降水减少时变化则相反。 当气

温升高 0.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时, 汾河流域的水资源量在( -12. 8%, -2. 1%)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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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 种机器学习算法的模拟结果

Fig. 4 Simulation result of six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内变化。 汾河流域水资源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与王登等[28]、 蔺彬彬等[29] 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 结论

可信。
利用构建好的粮食产量预估模型和评估思路, 分别改变模型输入, 计算得出变化情景下的粮食产量变

化, 结果如表 1 和图 5 所示。 汾河流域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均随降水增加而增加, 随气温升高产量增加,
产量对降水变化的敏感性高于气温变化的敏感性, 2 种作物产量对降水变化的响应较为接近, 对于气温升高

的响应则是冬小麦更加敏感。
将水资源量作为中间变量计算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时, 结果表明在现状土地利用水平下, 当降水

减少时产量减少(降水减少 10% ~ 30%时, 小麦产量减少 6. 4% ~ 19. 3% , 玉米产量减少 4. 0% ~ 15. 0% );
当降水增加时产量增加(降水增加 10% ~ 30% 时, 小麦产量增加 6. 4% ~ 18. 8% , 玉米产量增加 5. 0% ~
15. 3% ), 小麦产量对降水变化的敏感性大于玉米。 一般而言气温升高会导致作物生长速度发生变化, 从而

影响作物的生育周期及产量, 且气候变暖对冬季播种作物的影响大于夏播作物[30]。 相关资料显示, 中国北

方地区冬小麦的全生育期平均缩短 1. 9 d / 10a[31 -32], 夏玉米的全生育期则有所增长, 平均增加 0. 4 d / 10 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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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气候变暖 0. 5 ~ 3. 0 ℃时, 汾河流域冬小麦的生育周期预计缩短 1 ~ 15 d, 产量预计增加 1. 8% ~ 17. 1% ;
而夏玉米的生育期预计延长 0 ~ 5 d, 产量预计增加 1. 2% ~ 7. 9% 。 在现状土地利用情景向近期目标年和远

期目标年土地利用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种植面积的减少造成了相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粮食产量随之减少, 即在

耕地面积减少 3%时, 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分别减少 1. 8% 、 2. 2%左右; 在耕地面积减少 5%时, 产量分别减

少 3. 1% 、 3. 6%左右。

表 1　 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响应 %
Table 1 Response of grain yield to climate change driving water resources change

类别 响应关系
降水变化率 气温变化量

- 30% -20% -10% 10% 20% 30% 0.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水资源量 水资源量变化率 - 58. 2 - 38. 8 - 19. 4 19. 4 38. 8 58. 2 - 2. 1 - 4. 3 - 6. 4 - 8. 5 - 10. 7 - 12. 8

冬小麦
产量

对气候变化直接响应 - 17. 3 - 11. 5 - 5. 7 5. 7 11. 3 16. 8 1. 9 4. 0 5. 9 7. 9 12. 8 17. 6

对气候-水资源综合响应 - 19. 3 - 12. 9 - 6. 4 6. 4 12. 7 18. 8 1. 8 3. 8 5. 7 7. 6 12. 4 17. 1

夏玉米
产量

对气候变化直接响应 - 12. 4 - 7. 2 - 3. 1 4. 2 8. 6 12. 8 1. 3 2. 6 3. 8 5. 1 6. 7 8. 5

对气候-水资源综合响应 - 15. 0 - 8. 9 - 4. 0 5. 0 10. 2 15. 3 1. 2 2. 4 3. 5 4. 7 6. 2 7. 9

图 5　 不同情景下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变化

Fig. 5 Change of grain yield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不考虑气候变化对水资源量的影响, 直接计算粮食产量对降水和气温变化的响应, 如表 1 所示, 对比 2
种方法的结果, 考虑水资源量作为中间变量时, 小麦和玉米产量对降水变化的响应更为明显。 供水条件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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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作物生长的因素之一, 特别在北方缺水地区除天然降水外, 人工灌溉也是重要的水源, 在变化环境下单一

依靠降水往往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需要按一定制度辅以灌溉措施。 气候变化不仅直接作用于作物生长

过程, 还会引起水资源量变化, 进一步影响灌溉制度的制定, 因此, 仅考虑降水气温等气象因子的直接变化

不足以充分表征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将水资源量作为中间变量, 综合考虑气候变化及水资源变化对粮食产

量的贡献, 结果更为准确。
汾河流域的粮食作物主要以冬小麦和夏玉米为主, 2 种作物产量对降水变化的响应较为接近, 伴随着升

温汾河流域 2 种作物产量均增加, 这与孙茹等[15]、 李阔等[34]的结论也基本一致。 但是冬小麦产量对气温升

高更加敏感。 在升温 2 ℃以内, 小麦增产在 8%以内, 玉米增产在 5%以内; 当继续升温到 2. 5 ℃, 甚至到

3 ℃ 时, 小麦将增产 12% ~18% , 而玉米增产量仍在 9%以内。 夏玉米的生育周期一般为 6—10 月, 冬小麦

生育周期为 10 月至次年 6 月, 升温使得冬小麦全生育期缩短, 越冬死亡率降低; 升温使得夏玉米播种时间

提前, 生育期延长, 使得产量增加。 未来可以综合考虑该地区气候变化趋势, 调整作物播种期, 合理调整灌

溉与雨水利用以及改进生产技术等方法趋利避害, 保障黄河中游地区的粮食安全。 气候对产量的影响是一个

综合复杂过程, 本文仅从整个生育期内分析流域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未细化到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

演变, 不同生长期内气象要素的演变对产量的贡献方向不尽相同, 因此, 未来需要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作物

生理过程的影响。

4　 结　 　 论

本文在粮食产量驱动要素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汾河流域冬小麦和夏玉米 2 种粮食作物

的粮食产量预估模型, 基于气候弹性系数法分析水资源量对气象要素的敏感性, 设置未来气候情景及土地利

用情景, 作为模型输入, 评估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驱动水资源变化的响应, 主要结论如下:
(1) 利用 6 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汾河流域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粮食产量预估模型, 能够较好地模拟历史粮

食产量, 其中随机森林和神经网络模拟结果相对更好, 并对多算法结果进行集成, 集成后的结果基本均优于

单一算法。
(2) 采用气候弹性系数法, 计算得出汾河流域水资源量对降水的敏感度为 1. 94, 对气温的敏感度为

- 0. 41, 即当降水增加 10% 时, 汾河流域水资源量增加 19. 4% , 当气温升高 1 ℃时, 流域水资源量减少

4. 3% 。
(3) 将水资源量作为中间变量计算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结果表明降水减少 10% ~ 30% 时, 小

麦产量减少 6. 4% ~19. 3% , 玉米产量减少 4. 0% ~15. 0% ; 气候变暖 0. 5 ~ 3. 0 ℃时, 汾河流域冬小麦产量

预计增加 1. 8% ~17. 1% , 夏玉米产量预计增加 1. 2% ~ 7. 9% 。 在耕地面积减少 3%时, 小麦和玉米的产量

分别减少 1. 8% 、 2. 2%左右; 在耕地面积减少 5%时, 产量分别减少 3. 1% 、 3. 6%左右。
水资源与粮食产量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其过程机理较为复杂,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

进一步深入分析。 未来可以将机器学习算法、 作物生长模型、 水文模型和田间试验结果等充分耦合, 深入揭

示流域尺度上基于水文循环规律的作物生长机制, 探索输入数据相对简单且精度较高的产量模拟方法, 结合

区域气候模式进一步分析粮食作物产量在不同生长期内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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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of grain yield to climate change driving water resource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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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mpacting food production. It′s a hot issue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se of grain yield to climate change driving water resources change. Taking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in
Fenhe River basin as the study object, six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were used to build the yield prediction
models, including Linear Regression,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gression,
Random Forest, Radial Basis Function, an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Based on the response of water resources to
climate change by the climat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the comprehensive response of grain yield was analyzed on a
catchment scale, which wa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driving water resources chang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①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performed well on the simulation yield of the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in Fenhe
River basin. ② There was a 19. 4% increase in water resources as a 10% increase in precipitation, otherwise, a 1 ℃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might lead to a 4. 3% decrease in water resources. ③ If precipitation decreased by 10%—
30% , the yields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would decrease by 6. 4%—19. 3% and 4. 0%—15. 0% ,
respectively. ④ When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by 0. 5—3. 0 ℃, there might be 1. 8%—17. 1% and 1. 2%—
7. 9% increases in the yields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respectively. ⑤ The yield of winter wheat was more
sensitive to climate change than that of summer maize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were useful for future
adaptive strategies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water resources; impact; grain yield; response; Fen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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