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卷 第11期 2014年11月 2014，36（11）：2316-2326
Resources Science
Vol.36，No.11 Nov.，2014

http://www.resci.cn

收稿日期：2014-03-13；修订日期：2014-09-12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编号：2014-ZY-02）；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编号：2012CB955404）；
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等学校创新引智计划（编号：B08008）。
作者简介：王品，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研究。E-mail：wangpinbnu@126.com
通讯作者：张朝，E-mail：zhangzhao@bnu.edu.cn

文章编号：1007-7588（2014）11-2316-11

气候变暖背景下水稻低温冷害和高温热害

的研究进展

王 品 1，2，3，魏 星 1，2，3，张 朝 1，2，3，陈 一 1，2，3，宋 骁 1，2，3，史培军 1，2，3，陶福禄 4

(1. 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100875；

3.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5；
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 要：低温冷害和高温热害是影响我国水稻安全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水稻遭受的

极端温度事件趋多趋强，应对冷热害的任务更加紧迫。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概述了水稻冷热害研究中所涉

及的主要内容：详细阐述了不同类型的低温冷害和高温热害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过程和最终产量的作用机理；对比

分析了冷热害地面监测技术和遥感监测技术的优缺点；总结了水稻冷热害预警技术的研究现状；归纳了防御水稻

冷热害的主要对策；阐明了我国水稻冷热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间变化趋势；对比分析了评估冷热害对水稻产量

影响的四种典型方法，包括实验法、历史统计法、作物机理模型模拟法和遥感估算法；探讨了未来气候条件下水稻

冷热害的影响状况；最后，展望了水稻冷热害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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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天气气候条件，是受气候影

响最敏感的行业[1-3]。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大

国，然而不发达的农业水平加之独特的气候特征，

亦使其成为了世界上农业气象灾害种类最多且灾

情严重的国家之一[4，5]。在我国，洪涝、干旱、低温冷

害、高温热害（含干热风）、森林火灾、霜冻等气象灾

害平均每年造成粮食产量损失约1 200万 t，占农业

灾害总损失的60%以上[5]。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6]，

过去的 50年中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幅度约 1.2℃，

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气候明显变暖，北

方比南方增温快，冬季和春季增温尤为明显[7-10]。进

入21世纪以来，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均

呈上升趋势 [11- 14]，应对农业气象灾害的任务更加

紧迫。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15，16]，

稻谷产量在我国粮食生产中位居首位，我国60%以

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17，18]。因此实现水稻产量稳

定增长，对于保障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都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水稻生长对水分、光照等气象条件

都有一定要求，尤其对温度条件非常敏感[8，19]。水稻

在各个生长发育阶段都有一定的最低适宜温度和

最高临界温度，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干物

质的累积 [20，21]。尤其在水稻的生殖生长时期，短期

（几天甚至仅几个小时）的极端温度胁迫即可严重

破坏水稻的生殖器官和生理功能，导致颖花不育、

籽粒空瘪，从而降低水稻产量[19，22，23]。我国水稻种植

区内极端温度事件频发，冷热害已成为水稻面临的

主要气象灾害[11]。近40多年来，东北地区曾出现过

8个严重冷害年，其中 1969年、1972年和 1976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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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3年平均每年减产 578万 t，减产率 20%[24]。

近50年来，我国长江流域发生重大水稻高温热害事

件 6次，其中，2003年的全流域受灾面积保守估计

达3 000万hm2，损失稻谷产量5 180万 t[25]。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水稻主产区高温热害

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均显著增加，尤其是长江流域水

稻产区，热害已严重影响了当地水稻的安全生产[26]；

全国大部分地区冷害的频率和强度有所下降，然而

阶段性和局地性的冷害仍有可能加重，如东北地区

水稻障碍型冷害在近 10 年间就有抬头之势 [27]。

现阶段极端温度事件发生频繁且影响严重，加之监

测预警和防御技术水平十分有限，冷热害已经成为

水稻产量潜力发挥的主要限制因素，并随全球温室

效应的加剧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进一步扩大 [5]。

因此，在当前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耕地面积不

断减少的情况下，加强水稻冷热害的监测，深入研

究冷热害对水稻产量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程度，能

为有效地防御和调控冷热害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

支撑，是保障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

文结合当前国内外水稻冷热害的研究现状，从冷热

害对水稻的影响机理、水稻冷热害监测预警技术、

防御对策、我国水稻冷热害的时空分布格局、评估

冷热害对水稻产量影响的研究方法、未来气候变暖

背景下的冷热害状况共六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

我国水稻冷热害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2 冷热害对水稻的影响机理
冷害俗称“哑巴害”，一般是指农作物在生长发

育期间遭受了较长时间的持续性低温寡照天气或

者短期的强低温天气（期间日最低气温虽在 0℃以

上但日平均气温低于作物生长发育的最低适宜温

度），作物的生长发育进程或结实过程受到影响，从

而导致最终产量降低[27-29]。根据低温对水稻的影响

机理，可将冷害分为延迟型冷害、障碍型冷害和混

合型冷害 3种类型：延迟型冷害是指水稻营养生长

期内受到较长时间的持续性低温影响，导致水稻生

育期内积温不足，植株生理代谢缓慢，生长量降低，

发育期延迟，以致秋霜来临时作物尚不能完全成熟

而减产；障碍型冷害是指水稻生殖生长期内的短期

异常低温天气会直接损害水稻生殖器官，破坏其生

理活动机能，导致颖花不育、子粒空秕而减产[11，30，31]；

混合型冷害是指以上两种冷害类型在水稻生长发

育期内同时发生或者相继发生，以致最终产量降

低 [32-34]。水稻整个生长季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

冷害，尤以芽期、苗期、孕穗期和开花灌浆期最为敏

感：芽期低温会导致水稻出芽时间延长或烂秧，从

而影响水稻的成苗率；苗期低温会使水稻秧苗失

绿、枯萎甚至死亡，降低水稻根茎叶的生长和分蘖

从而影响后续各生长阶段的时间早晚，是水稻延迟

型冷害的关键期；孕穗期低温会导致枝梗及颖花分

化不良、每穗粒数减少，且阻碍花粉粒发育、降低花

粉萌发能力，从而降低水稻的结实率；开花期低温

会阻碍花药正常开裂，以致水稻难以受精结实、产

生大量空壳而减产；灌浆过程中遭受低温，会导致

植株净光合生产能力下降，进而使稻谷的充实度变

差、品质变劣[28，32，35-37]。

高温热害是指环境温度超过水稻适宜温度的

上限，对水稻的生长发育造成危害，从而导致产量

降低的自然灾害[38]。水稻对高温胁迫的敏感程度因

生长阶段而异[8，11，19]：开花期最敏感，灌浆期次之，营

养生长期最小[38-40]。相应的影响机理分别为：开花

期高温会导致花药开裂困难，花粉量减少、花粉活

力下降，且抑制花粉管伸长，影响正常授粉受精过

程，以致结实率降低[41-43]；灌浆期的持续高温会导致

植株早衰、有效灌浆期缩短，使得同化产物积累量

下降，这种情况一方面会导致秕谷粒增多、千粒重

下降而造成明显减产[44]，另一方面会使水稻垩白粒

率和垩白面积增大、整精米率下降、米粒疏松，致使

稻米品质变劣[45，46]。

3 水稻冷热害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3.1 水稻冷热害的地面监测技术

地面监测方法主要是指利用明确的监测指标

来判断冷热害是否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根据灾害

系统理论[47]，冷热害监测指标可分为致灾因子的强

度指标和承灾体的灾损指标。其中，前者主要包括

三类，分别是生长季或生长发育关键期的平均温度

距平指标、热量累积指标和综合指标[48]。第一类指

标构建时所需数据易于获取且计算过程较为简便，

因 而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 国 际 上 ，早 在 1975 年

Thompson 就已经采用温度距平指标（temperature
anomalies）来表征冷热害的强度[49]。国内，丁士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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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月份的平均温度指标作为东北地区的冷害指

标 [50，51]。Liu等用水稻生长季内平均温度的距平指

标表征黑龙江省水稻遭受的延迟型冷害[35]。这类指

标在表征延迟型冷害时较为准确，但在量化障碍型

冷害或高温热害的强度时，平均温度法很容易平滑

掉温度序列中的极端值，因此难以捕捉重大冷热害

事件，可能导致评估强度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第

二类以热量的累积作为指标，国内外多采用积温来

描述该类指标。例如，Lobell等采用GDD30（即日平

均温度超过 30℃部分的累积）表征非洲作物遭受

的热害强度 [52]。潘铁夫等把全年内超过 10℃的活

动积温距平值作为冷害年的监测指标[53]。此外，一

些学者还根据作物各生长发育期需热程度的不同

建立了较为复杂的热量指数[54，55]。该类指标充分考

虑了作物生育期内的热量累积状况，能够较为准确

地刻画极端温度的胁迫强度，在冷热害量化研究中

应用较为广泛，但该类指标对冷热害温度阈值的准

确性要求很高。第三类为综合指标，常常有主导指

标和辅助指标共同组成。我国气象局发布的《水

稻、玉米冷害等级（QX/T 101-2009）》[56]、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

布的《水稻盛夏低温冷害等级（征求意见稿）》1）和

《主要农作物高温危害温度指标（GBT 21985-
2008）》[57]均采用这类指标。该类指标一般以冷热害

发生的临界温度为主导指标、以持续天数为辅导指

标来划分不同的冷热害等级，在监测和预警技术中

效果明显；但该类指标在划分等级时往往采用轻、

中、重等定性描述方式，致使其在定量研究方面有

所限制。总体上看，冷热害致灾因子指标构建时所

需气温数据比较容易获取，且适用于各种时空尺度

的研究，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水稻冷热害的监测预警

和风险评估中；这类指标利用致灾因子的强度直接

反映冷热害程度，其准确性依赖于研究者对研究区

内天气气候状况以及水稻种植经验的掌握程度。

承灾体的灾损指标是指以极端温度事件作用于承

灾体（农作物）的响应结果来衡量冷热害影响程度，

常用指标包括水稻发育期距平指标、生物量指标和

水稻空壳率指标等。例如，水稻抽穗期的早晚对监

测和判断冷害是否发生十分有效 [27]；水稻空壳率≥

20%可作为水稻孕穗期障碍型冷害发生的标准[58]。

灾损指标可真实反映冷热害的实际作用结果，因此

可直接为冷热害的抗灾减灾工作以及种植业保险

提供参考依据；但是灾后评估往往需要通过灾后调

研或者利用作物模型模拟来实现，前者需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财力，而后者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地方经验参数输入。

3.2 水稻冷热害的遥感监测技术

利用传统方法监测大范围冷热害时，通常采用

空间差值方法来弥补气象站点分布的不均匀性，然

而由于温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往往导致监测

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相比之下，遥感数据具有多时

相、多空间分辨率、多频段、多角度的特点，可获得

偏僻区域或遥远无人区的种植信息[59，60]。近年来随

着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和遥感

数据被应用到灾害监测中。水稻冷热害的遥感监

测法是指利用卫星遥感红外通道资料监测地表极

端温度的发生、强度以及分布，并根据水稻苗情、长

势检测结果，与正常年份对比，来实现对冷热害的

动态监测[61]。例如，张丽文利用多平台MODIS地表

温度（LST）数据的全天候平均气温遥感估算方法，

以全天候8天平均气温时间序列和植被指数时间序

列为基础数据，构建了以T5.9距平和相对累积生长

度日距平为温度指标的冷害遥感监测指标[62]。低温

冷害监测中，延迟型冷害监测效果往往优于障碍型

冷害，其监测的主要依据是针对同一时期的绿度特

征延迟型冷害年份要比正常年份高。高温热害监

测通常是根据作物光谱指标、生理指标、作物水分

反演等方式分析确定。然而遥感技术监测在实际

运用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如遥感热红外资料难以反

演非晴空条件下的温度条件，导致温度数据的空间

分布不连续[62]。另外，遥感技术只能监测瞬时数据

无法反映出极端温度的持续时间，因而难以准确刻

画冷热害强度；具体运用中还需要研究者熟悉作物

的实际长势和分布区域，这进一步加大了水稻冷热

害的监测难度[59]。

3.3 水稻冷热害的预警技术

根据超前时段，水稻冷热害预警可分为长期预

警和中短期预警：根据天气学原理统计分析冷热害

1）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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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监测指标与大气环流特征量因子和海温因子

之间的关系，筛选出与冷热害显著相关的气候因

子，建立冷热害的长期预报模型，并结合水稻敏感

发育阶段的出现时期，可进行冷热害长期预警；利

用数值天气预报结果进行冷热害气象监测指标的

中短期预报，并结合水稻敏感物候期预估冷热害的

空间分布和强度，可开展冷热害短期预警 [5，61]。例

如，郭建平等根据遥相关原理，利用上年7月至当年

1月逐月的大气环流资料（包括副高面积指数、副高

强度指数、副高脊线、副高北界、极涡指数和环流指

数6类）与热量指数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基于

东北地区作物生长季热量指数的冷害长期预警模

型[63]。阳园燕等从水稻遭受高温热害的生物学角度

出发，建立水稻高温累积危害指数，实际运用中可

根据未来 3天到一周天气预报，在水稻敏感物候期

内逐日滚动累积气象因子，计算短期内高温热害累

积危害指数，进而发布水稻热害预警[64]。

4 水稻冷热害防御对策
水稻遭受低温冷害和高温热害的原因，固然决

定于生育期内天气、气候异常等自然因素，但也存

在农业生产措施不当等人为方面的原因。目前人

们虽不能有效控制气候条件，但充分认识气候规

律、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进而通过各种防御措施来

减轻冷热害损失，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稻作区域十

分辽阔，各地自然条件、栽培方法、品种类型和稻作

制度相差较大，因此在具体选择冷热害防御对策时

应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归纳起来，根据实施性质，

防御措施主要分为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技术措施

三类[26，65-67]：①工程措施包括建立水稻生育期监控系

统和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机制、兴修水利、加强农

田建设，从种植环境上维护水稻的正常生长发育进

而提高其抗逆性能；②生物措施包括培育耐冷（热）

性强的水稻新品种、研发植物生长调节剂等；③技

术措施包括培育壮秧提高秧苗素质、调整播种期确

保安全齐穗、科学施肥、以水控温等。其中，防御冷

热害最为经济且有效的措施是创造并培育出耐冷

（热）性强的水稻新品种。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分子

生物学带动了水稻耐冷（热）性基因定位研究的发

展，一些学者尝试利用分子标记法进行水稻耐冷

（热）性的遗传研究，并将克隆的耐冷（热）相关基因

导入水稻中以改善水稻品种的耐冷（热）性能、减少

因冷（热）害造成的水稻产量损失 [68，69]。水稻耐冷

（热）性评价的基本方法是首先创造适当的低（高）

温胁迫环境，然后根据鉴定指标来区分水稻品种耐

冷（热）性的差异。现阶段主要利用人工气候室创

造极端温度胁迫环境 [70，71]；通常采用的耐冷性鉴定

指标有芽期存活率、苗期的枯死率、孕穗期结实率、

植株内电导率、脯氨酸含量[72，73]；耐热性鉴定的两个

关键时期是苗期和抽穗灌浆期，其中苗期采用的指

标主要是品种的细胞膜透性以及渗透物质含量，抽

穗灌浆期的鉴定指标主要是品种的结实率和籽粒

品质[74]。

5 我国水稻冷热害的时空分布格局
我国稻作区从北到南跨越了寒温带、中温带、

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分布呈西北部

地区少而分散，东南部地区多而集中，西南部垂直

分布，从北到南逐渐增多的趋势；从水稻种植制度

上看，东北及北方稻作区主要种植一季稻，长江流

域兼种一季稻和双季稻（包括早稻和晚稻），而华南

大部分地区种植的是双季稻，部分地区（如海南省）

甚至可以种植三季稻[75]。其中，东北稻区位于中高

纬度地区，大陆季风气候明显，天气气候年际变化

较大，热量条件很不稳定，水稻从播种到成熟的各

个阶段都有可能遭受低温冷害 [28，76]。以“水稻；冷

害 ”为题名关键词查阅我国国家技术文献库

（CNKI），超过 50%的文献产生于东北地区，突出说

明了该地区水稻冷害的严重性。20世纪80年代以

来我国气候明显变暖，东北稻区的气象条件也有所

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温冷害的发生[8，77]；

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障碍型低温冷害的发生又有抬

头之势，情况不容乐观 [28，78]。低温冷害是一种全国

性的农业气象灾害，不仅发生在东北地区，也经常

发生在南方双季稻区。2、3月份是华南稻区早稻播

种育秧的季节，此时频频南下的北方冷空气与海上

移来的暖湿气流相遇，容易形成急剧降温或持续低

温阴雨的天气过程，造成早稻烂秧；此外，晚稻的抽

穗开花期正处于秋季冷空气南侵的时候，低温会阻

碍水稻开花受精、造成空壳瘪粒，导致减产[63]。华南

地区农业气象站的灾害记录显示，1991-2009年间

大范围种植区内早稻遭受冷害的次数有所下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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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东部和西南部晚稻遭受冷害的次数有所减少，但

华南中部的晚稻种植区内冷害发生却更加频繁[11]。

我国长江中下游稻作区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

渡带，区域气候环境复杂，易发生极端高温天气。

长期以来受到科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其中95%的

题名关键词为“水稻；热害”的科技文献都产生于该

地区[25]。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夏季7、8月份受副热带

高压控制，持续性高温天气频繁袭击该区水稻[5]，加

之种植区地处河谷山间盆地，致使高温持续日数延

长，因此水稻敏感期内遭遇极端高温的概率较大，

热害风险较高 [25，79]。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

频繁发生的高温热浪事件将进一步加重长江中下

游稻作区的高温热害[77，80]。

6 评估冷热害对水稻产量影响的研究

方法
目前，除了灾后调查法外，科研工作中评估冷

热害对水稻产量影响的常用方法有4种：实验法、历

史统计法、作物机理模型模拟法和遥感估算法。这

4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使用时需根据不同的研究目

标慎重选择研究方法。

6.1 实验法

实验方法主要是指在一个封闭的实验室内或

完全开放的农田里，通过实验设计人为地控制环境

温度的高低，从而研究冷热害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该方法对历史数据和经验积累的要求不高，操作起

来较为简便，早期大部分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例

如，国际上很多科学家[81-84]利用具有较强模拟能力

的 FACE（Free Air Concentration Enrichment）实验技

术，研究了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平均温度、极端温

度的增加以及CO2浓度的提高对农作物光合作用速

率、气孔导度、物候期等方面的影响；此外，Matsui T
等 [85]利用田间开顶式测定箱（field-based open-top
chamber）设计了四组实验分别模拟了温度和CO2的

升高对于印度水稻颖花不育的影响。国内学者多

使用人工气候箱研究极端温度胁迫对水稻生理机

制、生物量指标以及最终产量的影响，例如胡芬和

谢晓金等的研究[86，87]。实验方法通过人为地设置各

种温度环境，可动态追踪水稻受极端温度胁迫后的

生长过程，是探讨冷热害作用机理的重要方法；然

而受实验设备的限制，该方法很难在大尺度范围或

长时间序列上开展。

6.2 历史统计法

历史统计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冷热害监

测指标（如第 3.1部分所述），随后利用统计方法构

建冷热害指标与水稻历史产量之间的定量模型，最

终根据模型中的统计量评估冷热害对水稻产量的

影响。统计模型多种多样，现阶段最为常用的是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35，78]，其构建思路主要是：将温度条

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分为两方面，包括正常温度条

件的增产效应和极端温度条件的减产效应[88-92]。例

如，Zhang等选取水稻生长季（5-9月）内平均温度的

距平指标和敏感发育期（7、8月份）内极端低温的积

温指标分别表征延迟型冷害和障碍型冷害，并利用

这3个温度指标和历史产量序列构建多元线性回归

方程，通过分析回归系数评估冷害对东北三省水稻

产量的影响[78]。除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外，一些研

究者还尝试将正常温度条件和极端温度条件对作

物产量的影响分开讨论。例如，Teixeira等在研究热

害对全球作物产量的影响时，将产量对温度的敏感

系数设定在-1~0之间，当温度低于热害发生的临界

温度时，敏感系数为0，高于临界温度低于限制温度

时，随着高温强度的上升对产量的减产效应呈线性

增加，超过限制温度后，对产量的影响系数为-1[19]。

历史统计法对设备要求低、施行更容易，因此适用

于各种空间尺度的研究；其构建的定量模型可用来

快速评估冷热害损失，为农业部门抗灾救灾工作提

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然而该方法对观测数据的依赖

性较强，一般要求研究数据的时间序列在 30年以

上，致使该方法在历史数据不足不实的地区难以实

行；此外，统计模型往往是基于历史气候状况构建

的，因此很难外推历史极端事件之外的情形；该方

法无法捕捉到冷热害对水稻生长过程的持续影响，

不适用于冷热害作用机理的研究。

6.3 作物机理模型模拟法

作物机理模型是指能定量和动态地描述作物

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过程及其对环境反应的农业

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模型[93，94]。作物机理模型可以将

植物生理、农艺、土壤科学和农业气象的知识整合

起来，用数学公式描述生理生态过程（如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植物生长和有机质分配、蒸散发、水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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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的吸收等）以及各种物理化学过程（如叶片气

体的扩散、能量流动和土壤化学转换等），动态追踪

作物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生长过程，从而反映作物

对环境和管理因素的响应特点，是 IPCC第三次和第

四次评估报告中用来估计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潜

在影响的主要工具[95，96]。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物

机理模型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荷兰和美国在该

领域内起步较早，并且一直以来拥有较高的学术地

位 [97-99]。其中，荷兰Wageningen研究组开发的模型

主 要 包 括 LINTUL、SUCROS、MACROS、ORYZA、

WOFOST和 INTERCOM模型[100]；美国农业技术转移

决策支持系统DSSAT开发的农作物模型有CERES
系列作物生长模型、GROPGRO豆类作物模型系列

（大豆和花生）、GROPGRO非豆类作物模型系列（番

茄等）、SUBSTOR-potato（马铃薯）模型和CROPSIM-
cassava（木薯）模型等[101]。此外，澳大利亚、中国、日

本等国的农业决策支持系统都在一定的地区内取

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93，97]。目前，国内具有影响力

且得到广泛应用的模型主要是高亮之等人推出的

作物计算机模拟优化决策系统 CCSODS[93，102]。此

外，Tao等开发的MCWLA模型也已经成功应用于大

尺度区域内气候变化影响作物产量的机理研究和

损失评估中[103-106]。

作物机理模型模拟冷热害影响的基本思路是：

在作物模型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子模块中引入

水稻生长的三基点温度（最低、最适和最高），或者

引入极端温度效应因子，来模拟极端温度对水稻生

长发育过程和最终产量的影响。1995年，Horie等
在SIMRIW模型中加入了极端温度对水稻收获指数

的胁迫因子 [39]，之后 Tao 等将该胁迫因子引入到

MCWLA-Rice模型中，并首次利用作物模型模拟法

评估了极端高温对我国东部地区水稻产量的影

响 [104]。此外，张倩将高温影响系数和温度抛物线函

数分别加入到WOFOST模型中的发育速率模拟和

光合作用模拟中，从而评估了高温热害对长江中下

游地区早稻和中稻产量的影响[80]。作物机理模型模

拟法不需要复杂的实验设备，通过选择合适的作物

模型即可用于不同时空尺度的研究；不仅能动态追

踪当前气候状况下冷热害对水稻生长发育及产量

形成过程的影响，还能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水

稻的生长状况；此外，作物模型还可以通过人为地

调控某些因子（如施肥量和灌溉量）来预测特定适

应措施下作物的生长状况，从而评价不同措施的实

际效果；然而作物模型在刻画一部分机理过程时仍

然采用经验关系，且模拟结果对输入的土壤条件、

气象和管理等参数均比较敏感，因此作物模型通常

有其适应性和针对性，使用时需要结合具体条件进

行验证、评价、改进，完成对模型的本地化以后方能

应用[94，107]。

6.4 遥感估算法

遥感估算法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对大量实时遥

感资料的分析来确定水稻生长环境的温度指标、识

别水稻种植面积和关键生育期、提取水稻受灾面

积，并结合其他非遥感资料，为灾害损失评估模型

提供参数，然后利用模型运行结果对灾害进行监测

和评估。例如，王连喜等以宁夏引黄灌区1995年所

发生的水稻低温冷害为例，首先利用遥感数据反演

逐日最低温度和平均温度，随后根据积温情况确定

冷害等级和灾损等级，进而估算 1995年的单产损

失，并结合识别出的水稻种植面积分布图推算出水

稻总产量损失及其分布情况[108]。近期，张丽文利用

遥感技术估算了东北地区水稻冷害损失，评估过程

中首先利用遥感技术确定生长季热量指标、识别水

稻关键生育期、提取水稻种植面积及受灾区，随后

利用灾损评估模型估算冷害年份的水稻减产量[62]。

利用遥感技术对水稻种植区进行动态监测，并结合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可以有效评

估冷热害造成的大面积产量损失，将逐渐成为水稻

冷热害灾损评估的重要技术支撑；然而该方法在前

期的遥感监测技术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第 3.2
部分所述），且估算产量损失时采用的评估模型也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第6.2和6.3部分所述），这

些不足之处都加大了该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难度。

7 未来气候条件下水稻冷热害状况的

研究
近年来，随着极端温度事件的增加，水稻冷热

害趋多趋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关注未来气候

变暖背景下冷热害的发展状况。这类研究主要是

将气候模式生成的未来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和现

阶段常用的冷热害损失评估方法相结合来研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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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气候条件下的冷热害影响状况[19，88]。大部分的研

究表明未来气候变暖将降低水稻遭受低温冷害的

风险增加高温热害的风险。例如，国际上，Teixeira
等利用 GAEZ 作物模型研究了 A1B情景下 2071-
2100年全球四种作物高温热害的时空分布规律，结

果表明，未来气候条件下水稻、玉米、大豆遭受热害

的面积都将有所增加[19]，尤其是湿地水稻，热害面积

将从 5 700万hm2增加到1.2亿hm2。国内，Zhang等
将区域气候模型和统计方法相结合，研究了 2020-
2040年东北地区的冷害情况，并指出未来 20年内

该地区的热量条件将明显改善，这将使该地区的粮

食产量比现阶段增产1.7%[78]。Tao 等利用MCWLA-
Rice模型探讨了 2020s、2050s和 2080s气候变化对

我国东部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该地区水

稻面临的高温热害风险将显著增加[104]。

8 结论与展望
（1）根据灾害系统理论，水稻冷热害的监测指

标主要包括致灾因子的强度指标和承灾体的灾损

指标。其中前者适用于各种时空尺度的研究，广泛

应用于水稻冷热害的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中；后者

主要是通过灾后评估得到，可直接为冷热害的抗灾

减灾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目前纯粹气候意义上的

冷热害监测指标仍占据主流地位，结合水稻生长发

育过程并能指示冷热害对水稻产量影响程度的指

标较少，因此未来需加强研究结合水稻发育期、受

灾机制及受灾损失等多因素的综合指标体系；此

外，水稻生育期及原有监测指标的阈值可能随气候

变暖发生变化，从而难以适用于未来冷热害监测，

因此建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发育阶段能客观描述

冷热害发生规律的动态监测指标体系是目前较为

迫切的任务之一。

（2）遥感监测的基本方法是利用卫星遥感红外

通道资料监测地表极端温度的发生、强度以及分

布，并根据水稻苗情、长势检测结果，与正常年份对

比，从而进行冷热害的动态监测。该技术以其范围

广、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

面监测技术不均匀性和局地性的缺点，被越来越多

地应用到大面积水稻冷热害监测中。然而如何提

高地表温度的反演精度以及冷热害的监测精度，仍

是该领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为了更好地

开展遥感监测评估工作，还需要适时更新遥感源、

建立更完备的数据系统。

（3）水稻冷热害预警可分为长期预警和中短期

预警，基本方法是结合数值天气预报产品和冷热害

评估模型来预测冷热害对水稻种植的影响。目前，

预警技术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结合地面气

象监测、卫星遥感监测和数值模式预报等手段，建

立一种既能实时运用、又适合我国不同区域的综合

冷热害监测预警系统，以客观准确地将冷热害发

生、发展、缓解、结束以及影响程度等决策服务信息

及时传递给有关部门，最终实现预警技术的系统化

和专业化，是未来的研究热点。

（4）冷热害对水稻产量影响的评估方法中：实

验方法是研究冷热害作用机理最为直接、可靠的方

法，该方法虽然不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积累和经验

积淀，但对实验设备等硬件要求较高，需要相关研

究部门加大对实验仪器和技术支持的投资；针对统

计方法，在选择预测因子时需深入了解天气气候背

景、异常气候事件与水稻冷热害之间的关系，设法

更多地发现和揭示气候异常变化的物理过程和前

兆信号，并充分利用数理统计中不断发展的新方法

改进传统的方法建立评估模型，以提高统计方法评

估冷热害损失的准确率；针对作物模型法，如何根

据极端温度的胁迫机理来优化作物模型中的冷热

害模拟模块，是该评估方法的攻关难点；遥感估算

法准确率的提高需要综合提升遥感技术、反演精度

以及评估模型的准确度。任何一种评估方法都有

自身的优缺点，因此综合运用多种评估方法将对冷

热害评估精度的提高有显著作用。

（5）从研究的时间段来看，我国大部分的研究

还仅限于评估当前气候状况下冷热害对水稻产量

的影响，预测未来气候条件下冷热害状况的研究还

比较少。鉴于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温度事件趋多

趋强的事实，结合 IPCC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探

讨未来气候条件下我国水稻冷热害的时空分布规

律及其影响程度，可以为现阶段我国制定气候变化

适应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也将成为该领域今

后的研究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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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are major agro-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seriously

hampering ric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increasing extreme temperature events have raised the risk of rice production to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road，we reviewed the status and latest

progress on the study of rice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from six aspects：（1）impact mechanisms

of cold injury（including delayed cool injury and sterile- type chilling injury）and heat damage on

rice growth and final yield；（2）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wo common ways to monitor

rice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i.e. ground monitoring technique and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technique；（3）long-term，medium and short- term early warning methods against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4）spatial patterns of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in major rice-planting areas across

China，and temporal trends in different planting areas；（5）four typical methods of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on rice yield，including experiments，historical statistics，

crop model simul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methods；and（6）the impacts of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on rice yield under future climate. Finally，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iscussed and the

prospects of subsequent research on rice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are suggested. It is hoped this

study will aid the management of rice cold injury and heat damage.

Key words：climate warming；rice；cold injury；heat damag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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