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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以来，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消耗以及气候

的变化为世界农业发展带来多重挑战[1]。作物模型模

拟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要研究和管理的工具，经历

了 40余年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作物种植管理科学化、

决策制定合理化的有力的保障工具[2]，目前已进入实

用 阶 段 [3]。 AquaCrop(FAO Crop Model to Simulate

Yield Response to Water)是由国际粮农组织(FAO)开发

并向全球免费推广的一款新的作物生长模型软件[4-6]，

该模型力求在精度、模型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寻求一

个平衡，自从 2009年发布以来，已经受到各国研究者

的重视。

模型的开发者也倡导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领

域的专家们对模型进行校正和适应性评价[5]。国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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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quaCrop是由国际粮农组织(FAO)开发并向全球免费推广的一款新的作物生长模型，自从2009

年发布以来，已经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而国内对该模型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为国内同仁更深入

的了解该模型以及在中国的进一步验证和应用该模型提供有用的背景和参考信息，对模型原理、模型计

算方案、模型应用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介绍和探讨。众多研究结果证明，AquaCrop模型有很好的模拟

精度，可以辅助灌溉管理决策等。AquaCrop作为一个新发展的模型，其适应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

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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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aCrop is a Crop growth model developed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 is freely released in 2009 and has been widely validated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AquaCrop in China is quite limit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colleague to get to know about AquaCrop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quaCrop in
China. Here, the foundation, calculation procedures,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AquaCrop were
review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numerous related studies, we can conclude that AquaCrop can provide
acceptable simulation result and support the irrigation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Meanwhile, as a new
crop growth model, its adaptability needs further valid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area should be further exploited.
Key words: crop growth model; AquaCrop; crop water producti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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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Crop模型的研究较多，内容涉及到AquaCrop模

型原理[6]、算法介绍[4]、模块设计开发[4]、参数校正[7]、模

型验证和应用 [8]等。而国内对该模型的应用尚处于

起步阶段，模型在中国的适宜性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笔者旨在为国内同仁更深入的了解该模型以及该模

型在中国的进一步验证和应用提供有用的背景和参考

信息。

1 模型概述

1.1 基本原理

FAO灌概与排水第 33号文件给出了作物产量和

水分响应的转换方程，见式(1)。

æ
è
ç

ö
ø
÷

Yx - Yo

Yx
= ky

æ
è
ç

ö
ø
÷

ETx - ETo

ETx
…………………… (1)

式中，Yx和Yo分别是潜在产量(kg/m2)和实际产量

(kg/m2)，ETx和ETo分别为作物潜在蒸发量(mm)和实际

蒸发量(mm)，ky为相对产量损失和相对蒸散减少的比

例因子。AquaCrop模型对上述方程进行了改进，将作

物腾发量分为土壤蒸发(E)和作物蒸腾(Tr)两部分，用

以避免混淆非生产性用水与生产性用水的效应，将最

终产量区分为生物量(B)和收获指数(HI)，用以突出水

分胁迫对生物量和收获指数不同的影响作用。其改进

后的方程为式(2)~(3)。

Y=B· HI ……………………………………… (2)

B=WPg∙∑Tr ……………………………… (3)

式中，Y 为最终作物产量 (kg/m2)，B 为生物量

(kg/m2)，HI为收获指数，WP为生物量水分生产效率

[kg/(m2· mm)]，Tr为作物蒸腾量(mm)。

为了增强AquaCrop模型的功能性，模型开发者将

AquaCrop设计为一个土壤—作物—大气的连续系统，

整个模型由三大基本模块构成：土壤水分平衡模块、作

物生长模拟模块（包括作物发育、生长和产量形成）和

大气组分模块（比如温度、降水、蒸发需求、二氧化碳浓

度等）。此外，AquaCrop也提供了作物管理模块，可以

实现部分管理措施（比如灌溉和施肥）的模拟。

1.2 计算方案

AquaCrop的总体计算方案可用图 1来表达。简

单的来说，整个计算过程包含5个步骤。

1.2.1 土壤水分平衡模拟 为了精确的模拟土壤剖面在

整个作物生长季的水分情况，AquaCrop将土壤剖面和

时间轴都切割成小的片段（如图 2所示），假使土壤深

度为 z，时间为 t，每个片段的大小为（Δz模型默认为

12，Δt为1天)，对于土壤剖面延g时间轴上土壤深度为

zi，时间为 tj的节点(zi,tj)的土壤水平衡(θi,j,m3/m3)由式(4)

来计算。

θi, j = θi, j - 1 +Δθi,Δt ……………………………… (4)

式中，θi,j-1为节点(zi,tj)在上一个时间节点 tj-1时刻的

土壤含量水，Δθi,Δt是Δt时间内的土壤水分的变化量，可

以由式(5)计算。

Δθi,Δt =ΔRedisi,Δt +ΔDeperi,Δt +ΔInfili,Δt +

ΔEvapei,Δt +ΔTrani,Δt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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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quaCrop的总体设计方案

··271



中国农学通报 http://www.casb.org.cn

…

式中，ΔRedisi,Δt是在Δt时间内重新分配到土壤层 i

的水，ΔDeperi,Δt 是Δt 时间内的土壤层 i 渗漏的水，

ΔInfili,Δt是Δt时间内的大气降水和灌溉水等除去地表

径流以外渗透到土壤层 i的水。ΔEvapei,Δt是土壤层 i在

Δt时间内的蒸散量；ΔTrani,Δt是作物在Δt时间内蒸腾作用

消耗的土壤层 i 的水分。ΔRedisi,Δt，ΔDeperi,Δt，ΔInfili,Δt，

ΔEvapei,Δt和ΔTrani,Δt的单位均为m3/m3。

1.2.2 冠层生长状况模拟 在AquaCrop中，冠层生长是

由绿色冠层覆盖率（Green Canopy Cover，CC，单位：

m2/m2），而非叶面积指数(LAI)来描述的。绿色冠层覆

盖率指的是土壤表面绿色冠层覆盖的面积百分比。作

物的生长过程由冠层覆盖率日增长量(CGC)来描述，

具体计算公式如式(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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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作物的衰老过程由达到最大冠层覆盖后的日衰减

量( CDC )来描述，具体计算公式如式(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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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Co是初始时刻(t=0)植被冠层覆盖率(%)，

CCx是最大植被冠层覆盖率(%)，CC是 t时刻（日或者

生长度日）的植被冠层覆盖率(%)。

此外，AquaCrop考虑到了水分胁迫、气温胁迫、土

壤盐分胁迫、矿物养分胁迫对植被冠层生长状况的影

响（表 1）。根据作物所受胁迫种类和程度的不同，作

物观测覆盖率的值会通过不同的胁迫系数进行调整。

1.2.3 作物蒸腾模拟 在AquaCrop中作物蒸腾表达为

作物潜在蒸散、作物系数以及水分胁迫系数之积，具体

表达式(8)。

Tr=Ks( )KcbxCC* ETo ……………………… (8)

其中，ETo是作物潜在蒸腾，即草地参考面的蒸腾，

图2 作物生长季内土壤水平衡模拟

水分胁迫

气温胁迫

土壤肥力胁迫

厌氧胁迫系数

冠层扩展水分胁迫系数

授粉水分胁迫系数

冠层衰减水分胁迫

气孔闭合水分胁迫系数

低温生物量胁迫系数

低温授粉胁迫系数

高温授粉胁迫系数

最大冠层覆盖率肥力胁迫系数

冠层扩展肥力胁迫系数

水生产力胁迫系数

冠层衰减肥力胁迫系数

减少作物蒸腾

减少作物冠层扩展，对收获指数可能产生正面影响

影响开花，对收获指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减少作物冠层覆盖率，影响作物蒸腾

减少作物蒸腾，影响根区拓展，对收获指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减少生物量

影响开花，对收获指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影响开花，对收获指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减少作物冠层覆盖率

减少冠层扩展

减少生物量

在冠层覆盖度达到最大之后就马上开始减少

胁迫种类 胁迫系数 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表1 不同胁迫系数及其在模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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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FAO 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得到。Kcb是作物

蒸腾系数，综合反映了作物与草地参考面蒸腾上的差

异，由作物冠层覆盖率(CC)和比例因子(Kcbx)的乘积

计算而得，因此Kcb的值随着冠层生长状况的变化而

变化。此外，Kcbx随着作物的老化和萎蔫也会变化。

考虑到作物不同行间的小尺度对流有助于植被蒸腾作

用，在具体计算的时候，需要用调整的作物冠层覆盖率

(CC*)代替作物冠层覆盖率(CC)参与计算。

Ks是土壤水分修正系数，或者称土壤水分胁迫系

数，其值在0~1之间，0表示作物受到严重的水分胁迫，

作物蒸腾作用停止，1表示无水分胁迫影响。当土壤

根区水分不足时，会引起气孔关闭(stomatal closure)，

从而减少植被的蒸腾作用，此时AquaCrop引入了Kssto

胁迫系数去模拟气孔关闭对植被蒸腾作用的影响。当

土壤根区水分过多时，会出现厌氧状况，从而减少植被

的蒸腾作用，此时AquaCrop引入了Ksaer胁迫系数去模

拟厌氧条件对植被蒸腾作用的影响。

1.2.4 地上生物量模拟 作物水分生产力(WP)表述为

单位面积（m2或hm2）单位蒸腾量(mm)所产生的地上干

物质（g或kg）。为了减少不同气候条件对作物水分生

产力的影响，AquaCrop 用标准化作物水分生产力

(WP*)模拟地上生物量，其具体表达式为(9)。

B = KsbWP*∑
i

Tri

EToi

…………………………… (9)

式中，Tri是第 i天的作物蒸腾量，EToi是第 i天的参

考蒸散量，Ksb是温度胁迫系数。

Ksb的值在 0~1之间，0值表示温度太低不能满足

作物生长，大于0小于1的值表示由于受作物生长所需

热量不能完全满足，作物蒸腾量只能部分转化为作物

生物量，等于 1的值表示作物生长所需热量能完全满

足，作物蒸腾量可全部转化为作物生物量。另外，WP*

在模拟过程中会根据大气CO2的实际浓度、作物产品

的种类和土壤肥力条件进行调整。

1.2.5 作物产量模拟 在AquaCrop模型中，作物产量

(Y)是由作物的地上生物量(B)转换而来的，具体表达

式如式(10)所示。

Y= fHI HIoB ………………………………… (10)

式中，HIo是作物成熟时的收获指数，也称为参考

收获指数。fHI是调整系数，用来反映各种胁迫（水分胁

迫、温度胁迫等）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在相同胁迫条件

下作物生长的各个阶段的 fHI值是不同的。

1.3 模型输入参数

通常作物生长模型对输入参数的要求比较苛刻，

数量众多，AquaCrop模型减少了对输入参数的需求，

但并未降低模型模拟的精度[9]。模型将所有参数分为

保守的全局适用参数、针对特定作物的保守参数、环境

与管理相关参数和特定品种参数，并内置多种作物的

全局适用参数，提供特定作物的保守参数参考值。根

据模型运行需求，输入参数涉及 4个方面：气象数据、

土壤数据、作物特征数据和田间管理数据，具体参数详

见表2。

土壤盐分胁迫

土壤盐分胁迫系数

最大冠层覆盖率盐分胁迫系数

冠层扩展盐分胁迫系数

气孔闭合盐分胁迫系数

冠层衰减盐分胁迫系数

减少生物量

减少作物冠层覆盖率

减少冠层扩展

减少作物蒸腾

在冠层覆盖度达到最大之后就马上开始减少

胁迫种类 胁迫系数 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续表1

气象数据

土壤数据

田间管理参数

日最高/低气温

降雨量

年均CO2浓度

太阳辐射量

水汽压

土层厚度

土壤质地

土壤容重

田间持水量

饱和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

施肥情况

地表覆膜率

垄高

灌溉方式

灌溉量

灌溉日程

类别 参数名

表2 AquaCrop模型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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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研究和应用现状

2.1 模型校正与验证

AquaCrop模型中虽然提供了典型作物的一系列

参数，但是其中部分参数随地理位置、作物种植时间及

管理方式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在具体应用时要对模型

做本地化处理。本地化处理主要包括对模型中的关键

参数进行校正和对模型在具体研究区的适应性进行

验证。

目前，研究者们已经在印度、美国、伊朗、意大利、

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玻利维亚、加拿大、塞尔

维亚、澳大利亚等国针对玉米、大麦、小麦、藜麦、棉花、

向日葵、土豆、班巴拉花生、大豆、水稻、甜菜、油菜籽、

苔麸等不同作物开展了AquaCrop模型校正和模拟能

力验证工作（表 3）。其基本结论是AquaCrop模型在

上述地区对上述作物的生长有很好的模拟精度，可以

辅助灌溉管理决策等。

模型校正的基本方法是将收集到的资料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用于模型参数校准，另一部分用于模型的验

证。模型参数校准是调整模型的参数，使得模型的计

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相匹配，而模型验证是评价参数调

整后的模型的适用性。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有的研究

者是把同一站点上多年的观测数据，分成两部分，一部

分用于模型校正，一部分用于模型验证[9-11]；有的研究

者是把同一研究区不同站点/试验的观测数据分成两

部分，其中一部分站点/试验的数据用于模型校正，校

正后的模型又用其他站点/试验上的观测数据进行验

证[13-15]；还有的研究者混合使用上述方法[16-18]。在评价

模型的适用性时，常用的评价指标如下。

最大误差：ME = max ||Si - Mi
n

i = 1
…………… (11)

平均绝对误差：MAE =
∑
i = 1

n

||Mi - Si

n
………… (12)

平均偏差：MBE =
∑
i = 1

n

(Mi - Si)

n
……………… (13)

均方根误差：RMSE =
∑
i = 1

n

(Mi - Si)
2

n
……… (14)

相对均方根误差：RRMSE =

∑
i = 1

n

(Si - Mi)
2 n

M̄
(15)

残差系数：CRM =
∑
i = 1

n

Mi -∑
i = 1

n

Si

∑
i = 1

n

Mi

…………… (16)

模型效率：E = 1 -
∑
i = 1

n

(Mi - Si)
2

∑
i = 1

n

(Mi - M̄)2

…………… (17)

Willmott 一 致 度 ：d = 1 -
∑
i = 1

n

(Si - Mi)
2

∑
i = 1

n

( ||Si - M̄ + ||Mi - M̄ )2

…………………………………………………… (18)

决定系数：R2 =
∑
i = 1

n

(Mi - M̄)2

∑
i = 1

n

(Si - M̄)2

……………… (19)

式中，n是总观测值的个数；Mi和Si分别是第 i个

测量值和模拟值；M̄ 是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其中

最大误差、平均绝对误差、平均偏差、均方根误差用来

描述模型估算误差的大小，其值越小越好；相对均方根

误差、残差系数和Willmott一致度用来评价模型的相

对误差，其值也是越小越好；而模型效率和决定系数是

描述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的，其值在0~1之间，越接近

于1表示模型模拟效果越好。

此外，大多研究模型校正的重点在作物模块上，特

别是对冠层生长、地上生物量和收获指数、水分胁迫参

数的校正，而模型验证的参数主要集中在作物产量、干

物质、水使用效率(WP)、土壤水含量、绿色冠层覆盖、

实际蒸散和收获指数。

总体来说，国内对于AquaCrop模型的研究和应用

案例较少，研究对象多为小麦和玉米，参数本地化工作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对于小品种作物（如大葱），

模拟实验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与输入参数的质量有

作物特征参数

农时历

种植密度

90%出苗时的覆盖率

冠层增长率

冠层衰亡率

叶面积指数

冠层覆盖率

最大有效根深

作物基准温度

作物最高耐受温度

水分生产率

参考收获指数

类别 参数名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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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quaCrop模型校正和模型验证研究总结

[8]

[19]

[20]

[10]

[16]

[11]

[21]

[17]

[13]

[12]

[5]

[22]

[23]

[18]

[24]

[25]

[26]

[14]

[15]

[27]

[28]

[7]

[29]

[30]

2012

2011

2012

2010

2010

2009

2012

2009

2009

2009

2009

2011

2009

2011

2012

2012

2012

2011

2011

2011

2012

2011

2011

2012

模型验证

灌溉机制优化

播种方式对产量

的影响研究

模型校正

模型校正

模型验证

灌溉机制优化

灌溉机制优化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耦合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未来气候情景下

的产量预测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玉米

小麦

大麦

大麦

苔麸

棉花

棉花、玉米、

向日葵、土豆

棉花

藜麦

玉米

玉米

棉花

班巴拉花生

班巴拉花生

大豆

水稻

小麦

冬小麦

玉米

玉米、甜菜、

向日葵

苔麸

菜籽油

夏玉米

春小麦

印度新德里

伊朗

埃塞俄比亚、意大利、

叙利亚、

美国蒙大纳州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

叙利亚

西班牙

西班牙

玻利维亚

美国得克萨斯州、佛

罗里达州，

西班牙萨拉戈萨

美国加利福尼亚

戴维斯

叙利亚

非洲

非洲

伊朗

湄公河流域下游

加拿大

伊朗伊斯法罕

伊朗伊斯法罕

塞尔维亚

埃塞俄比亚提格雷

澳大利亚

中国北京

中国黑龙江

产量、生物量、

水生产力

根区土壤水含量、

产量、生物量

土壤水含量、冠层覆盖率、

生物量、产量

生物量、产量

生物量、土壤含水量

蒸散量、产量、土壤含水量

绿色植被覆盖率、

地上生物量、产量

生物量、产量、实际蒸散量

土壤含水量、冠层覆盖度、

生物量、产量

冠层覆盖率、生物量、

产量和蒸散量

冠层覆盖率、生物量

生物量、产量、蒸散量、

水使用效率和收获指数

冠层覆盖率、生物量、产量

冠层覆盖率、生物量、产量

冠层覆盖率、产量、

水使用效率

产量

产量、土壤含水量

产量、生物量、水生产力、

冠层覆盖度

生物量、蒸散量和

水生产力

产量、水使用效率

土壤含水量、冠层覆盖度、

生物量和产量

冠层覆盖度、生物量、产量

产量、生物量、

冠层覆盖率及土壤水分

产量、生物量、土壤含水量

模型效率、决定系数、

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

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一致度

决定系数、模型效率、

一致度、均方根误差

均方根误差、模型效率、

决定系数

均方根误差、决定系数、模型效率

均方根误差、决定系数

均方根误差、一致度、模型效率

均方根误差、模型效率、决定系数

决定系数、模型效率、

相对均方根误差

均方根误差、模型效率

均方根误差、一致度

均方根误差、一致度

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

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

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

一致度、模型系数、残差系数

均方根误差

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

平均偏差、一致度

决定系数、模型效率、均方根误差、

一致度、残差系数

决定系数、模型效率、均方根误差、

一致度、残差系数和最大误差

均方根误差、一致度

决定系数、模型效率、一致度、

均方根误差

模型效率、均方根误差

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模型效率

绝对平均误差、均方根误差、

模型效率、残差系数、

一致度

参考

文献
年份

研究

目标

目标

作物
研究区

模型验证

用的参数

模型验证的

精度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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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在研究中应重视模型敏感参数的获取与收

集，进一步规范化地整理基础数据，建设符合模型需求

且质量可靠的基础数据和作物遗传参数库，便于模型

的大范围推广应用。

2.2 产量对水的响应机制和灌溉制度优化研究

AquaCrop是水分驱动的作物生长模型，其设计理

念就是作物产量主要由可供应的土壤水分而决定的，

因此理论上说相比光能驱动模型（例如美国CERES系

列 模 型）和 二 氧 化 碳 驱 动 模 型（例 如 荷 兰 的

WOFOST），AquaCrop更适用于产量和水的响应机制

研究。此外，大量模型验证工作也证实了AquaCrop可

以精确地模拟不同灌溉条件下作物的产量[8]。模型发

布后，研究者就尝试利用AquaCrop模型进行灌溉机制

优化决策。2009年Geerts等 [35]最先使用AquaCrop模

型分析了玻利维亚高原地区亏缺灌溉的适用性。随后

Geerts[36]和Andarzian等[19]先后在玻利维亚高原地区和

伊朗分别以藜麦和小麦为研究对象，在典型的“干旱”、

“正常”和“湿润”气候条件下，进行了不同灌溉制度下

的作物产量模拟，对最佳灌溉时间以及各生长期的灌

溉深度、灌水量等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在保证作

物高产的基础上，制定恰当的灌溉制度，实现水源的合

理配置提供依据。

另外，从合理灌溉的理念出发，利用AquaCrop模

型综合分析灌溉用水约束、水价变化、灌溉水分配决策

响应时间等多种限制因素下的农业生产的效益，可以

更加全面、综合指导农业生产。一些研究者在这一方

面展开了有益的探索，García-Vila等[21]利用AquaCrop

模型分析并建立棉花、玉米、马铃薯、向日葵 4种作物

的水产量函数，结合各种作物的生产面积、价格、津贴、

种植成本、水价等因素建立通用代数模型系统，并以此

作为边界效益函数，分析在不同的气候场景和政策影

响下的亏缺灌溉量，评价灌溉缺水风险，为农场尺度的

灌溉作业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以往的研究表明：模型自身可以较好地模拟多种

农作物产量和水的响应机制，不同灌溉条件下作物生

长状态的精确模拟已为优化灌溉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在农场尺度上的成功应用为更大尺度的推广和拓

展奠定了基础。

2.3 播种日期和播种方式对产量的影响研究

农时信息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气候

变迁以及农业耕作技术水平的提升、方式的改进，越来

越多的研究着眼于农作物播种时间、方式及其他耕作

措施的优化。在AquaCrop模型的作物模块和田间管

理模块中包含了播种、出苗（移栽）、开花等多种农事时

间和田间管理措施信息，为研究不同农事时间对产量

的影响，探讨不同耕作时间和耕作方式的优化组合，优

化耕作制度和耕作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平台[10]。

在优化播种日期的研究中，Araya 等 [10] 利用

AquaCrop模型对不同水分条件和不同播种日期（7月

4日，7月10日，7月12日和7月22日）下大麦的生长进

行了模拟分析，比对结果显示7月4日播种的大麦产量

和水使用效率更高，为不同水分条件下的播种日期选

择提供决策依据。在优化播种方式的研究中，

Berhanua等[20]利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大麦实验田数

据研究了半干旱环境下不同播种方式（旱播和湿播）对

大麦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播种方式对大

麦出苗率的影响显著，旱播会导致47%的大麦出苗失

败，而湿播仅有10%左右。Araya等[37]则更进一步地指

出在表层0.1 m厚的土壤湿润后再进行播种有利用研

究区内的大麦生长，定量地描述了湿播对表层土壤水

分含量的需求。在优化田间管理措施的组合方面，

Erkossa等[38]开展了4年的连续试验评价不同宽度的苗

床（80 cm、40 cm和 30 cm）和不同播种日期（6月底 7

月初和 8月底 9月初）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在试验中

AquaCrop模型用来估算小麦用水需求，并以此为基础

计算和对比分析不同试验中的小麦水生产力，得出苗

床宽度与播种日期的最优组合。

目前，在播种措施方面的研究多为定性描述，若能

[31]

[32]

[33]

[34]

2011

2011

2012

2009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

大葱

冬小麦

玉米

玉米

中国山东

中国河北

中国山西

中国河北

土壤贮水量、生物量

产量、生物量

产量、生物量、土壤含水量、

水分利用率

冠层覆盖率、土壤水分含量、

产量、生物量

相对误差、均方根误差

相对误差、残差聚类集系数、

模型效率

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

模型效率、相对误差

均方根误差

参考

文献
年份

研究

目标

目标

作物
研究区

模型验证

用的参数

模型验证的

精度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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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定量分析播种措施与典型气象因子、地表环

境状态因子等相关因素的关系，可以为寻找最优的田

间管理措施组合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2.4 气候变化条件下的产量预测研究

研究未来气候条件下温度、降水、CO2浓度变化对

作物产量水平的影响一直是作物生长模型的重要应用

领域之一，因此，毫无悬念的AquaCrop也被用于未来

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中。 2011 年，

Vanuytrecht等 [39]修正了AquaCrop模型中的水生产力

函数，使其可以反映不同作物对CO2的吸收能力和响

应强度的差异，进而模拟了CO2含量升高对作物产量

的影响，并给出了10种作物的CO2的吸收能力的调节

系数参考值。Mainuddin[28]和Zinyengere等[40]则分别利

用PRECIS区域气候模型和气候分析工具RAINMAN

生产的未来气候场景数据驱动AquaCrop模型，探讨并

预测未来气候场景下湄公河流域水稻、津巴布韦地区

玉米的产量和水生产力的变化，为不同气候条件下的

种植决策提供良好的支持。

3 模型研究中的问题和应用前景分析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目前多数研究都集中在

模型参数校正和模型验证上，对AquaCrop模型应用总

体来说还不多，内容并不丰富。

AquaCrop4.0的用户手册上提供了14种作物的参

数列表，包括：棉花、玉米、土豆、藜麦、水稻、大豆、甜

菜、向日葵、西红柿、小麦、大麦、甘蔗、高粱和苔麸。这

些模型的参数都是基于局部地区的田间试验，其在试

验区以外的适用性需要验证。目前已经过验证的作物

主要有玉米、大麦、小麦、藜麦、画眉草、棉花、向日葵、

土豆、花生、大豆、水稻、甜菜、油菜籽、苔麸，而部分作

物尚缺乏模型参数参考值，在将来的工作中应该注意

收集这部分信息，将其加入到用户手册中。同时也可

以看到模型用户手册中提供了作物参数的部分作物

（如西红柿、高粱）并未进行其他试验区的适用性验证，

因此，对于这些作物的模型参数校正工作也是日后的

AquaCrop模型验证的重点方向。

目前有关AquaCrop模型的工作都是基于站点的，

而对于该模型在区域尺度上的研究还没有报道。当模

拟从单点研究发展到区域应用时，因空间尺度的增大

而出现的地表、近地表环境非均匀性问题，导致模型中

部分宏观资料的获取和参数的区域化存在很多困难，

这是作物模型由点到面应用的主要制约因素，然而

AquaCrop模型设计之初就在模型复杂性和模型精度

之间进行平衡，所必需的输入参数较其他作物生长模

型来说要少。因此，在区域尺度的应用上前景光明。

AquaCrop模型设计之本是要反映作物产量对水

的响应，以往研究指出AquaCrop模型可以反映不同土

壤水分条件下的作物产量水平。因此，理论上利用

AquaCrop模型进行农业干旱监测也是可行的。同时，

以往的研究报道还指出AquaCrop模型对亏损灌溉的

模拟精度没有充分灌溉的模拟精度高，如何提高亏损

灌溉条件下模型的模拟精度也是未来模型发展和改进

的方向之一。除了考虑水分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外，模型模拟过程还考虑了气温胁迫、土壤肥力胁迫、

土壤盐分胁迫，理论上AquaCrop模型可以用于土壤肥

力和土壤盐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但是目前尚无

相关研究的报道。因此，利用AquaCrop模型探讨土壤

肥力和土壤盐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也将是未来

AquaCrop模型应用的方向。

4 结语

AquaCrop发布 3年以来已经受到来自不同国家

的研究者的关注，其基本结论都是AquaCrop模型有很

好的模拟精度，可以辅助灌溉管理决策等。但是作为

一个新发展的模型，其适应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

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拓宽。然而该模型研制目标明确、

源代码开放、方便不同的研究者对模型进行改进和交

流，此外友好的用户界面也有利于非专家终端用户接

受和掌握模型的使用，未来AquaCrop模型的进一步改

进和发展有赖于学科专家、模型研制者和不同用户的

共同参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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