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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研究产量关键期干旱胁迫对玉米物候及产量和产量组成的影响, 评估作物生长模型对干旱胁迫

下玉米物候和产量模拟的效果, 基于锦州农业气象试验站 2011—2015 年分期播种试验玉米产量和产量组成观
测资料, 尤其是 2014 年和 2015 年天然干旱胁迫试验数据和 2015 年玉米开花、吐丝物候加密观测资料, 分析
了产量关键期干旱胁迫对玉米物候及产量和产量组成的影响, 评估了 CERES-Maize 模型对不同降水年型玉米
产量和产量组成的模拟效果, 提出了模型改进的方向。结果表明, 2014 年和 2015 年辽宁省西部地区在玉米开
花期前后经历了较严重的干旱胁迫过程, 干旱胁迫导致玉米吐丝延迟程度大于开花, 90%以上的植株能到达开
花阶段, 但仅有 45%~88%的植株能到达吐丝阶段, 直接影响株籽粒数(不同播期下的玉米株籽粒数相差 32%)
及最终产量(产量下降 33%~78%)。CERES-Maize 模型对正常年玉米产量及产量组成的模拟效果较好, 对干旱
年的模拟效果较差, 部分原因在于模型在模拟玉米物候时不对开花和吐丝期加以区别, 只考虑了温度对花期的影
响, 而没有考虑干旱胁迫下玉米因开花–吐丝间隔增大、雌穗发育异常、物候期推迟而造成的减产作用。因此, 玉
米产量关键期干旱胁迫直接影响玉米物候(开花—吐丝期), 进而影响玉米穗粒数及最终产量; 为提高干旱胁迫下作
物模型的模拟评估能力, 亟待开展干旱胁迫下基于冠层吐丝动态的玉米产量模拟研究。
关键词: 玉米; 产量关键期; 干旱胁迫; 开花—吐丝间隔; 产量; 产量组成; CERES-Maize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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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ought is one of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s for maize production in Northeast China, and drought stress is part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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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ly severe during the seeding and flowering stages of the crop. The occurrence of drought around anthesis affects the temporal separation of male (anthesis) and female (silking) floral maturity (referred to as the anthesissilking interval, ASI), which
leads to a reduction in maize kernel number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during the “yield critical period” on
maize phenology,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as well as to assess the modeling results of phenology and yield simulated by a
crop growth model under drought stress,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Sowing was performed on different dates at 10-day
intervals beginning from April 20 over a 5-year period (2011–2015). Observation data of maize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particularly phonology and yield data in the drought years of 2014 and 2015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maize phenology and yield components.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using the CERES-Maize model were assessed in this
study. Further improvements for the CERES-Maize model under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proposed.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drought during the yield critical period delayed silking much greater than anthesis. More than 90% of the plants reached the
anthesis stage, whereas only 45%–88% of the plants reached the silking stage. Drought in 2014 and 2015 reduced the kernel
numbers of maize by 32% and maize yield by 33%78%. Grain yield was significantly (P < 0.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kernels per ear. The CERES-Maize model showed good performance (normalize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NRMSE) of yield simulation was 6.5% for 2012 and 10.8% for 2013) in the normal years, whereas it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drought years was unsatisfactory (NRMSE of yield simulation was 21.6% for 2014 and 76.5% for 2015), which was attributed
partly to the neglect of the longer ASI, failure to reach silking, or delayed phenology, causing a decrease in yield. Above all,
drought stress during the yield critical period affected maize phonology (anthesis to silking stage) to some extent, affecting
kernel number and grain yield.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modeling of maize yield under drought stress based on ASI
and silking dynamics by coupling the plant biomass framework.
Keywords: Maize; Yield critical period; Drought stress; Anthesis to silking interval; Yield; Yield components; CERES-Maize
model

我国北方大部分农区位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

致生育期推迟, 株高和叶面积降低, 但对果穗性状

内, 频繁出现的干旱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气象灾

和最终产量影响较小。吐丝—乳熟期遭受干旱胁迫,

害之一, 其中跨季节的长时间连续干旱对农业影响

会缩短玉米灌浆时间, 全生育期长度缩短, 籽粒产

最大。对东北地区而言, 吉林省西部和辽宁省西部

量下降 [10-13]。

在玉米(Zea mays)生长季内为干旱高风险区[1]。研究表

玉米的籽粒产量与收获时的单株籽粒数(KNP)

明, 21 世纪中期东北春玉米缺水率将呈增加的趋势,

关系密切, 相比单个籽粒重而言, 玉米单株籽粒数

意味着干旱对当地玉米生产影响将进一步加剧 [2-3]。

是最终产量的决定因素 [14-17] 。玉米单株籽粒数与开

如何及时有效地识别干旱并评估其影响, 进而提前

花期前后 4~5 周同化物的生产有关, 因此玉米开花

采取抗旱减灾措施来降低可能造成的损失受到越来

期前后(通常指开花前 10 d 至开花后 15 d)这段时间

越多的关注 , 干旱影响评估研究同时可为保险业

为“产量关键期”[18] 。产量关键期遭受干旱胁迫会造

参与干旱灾害事件管理奠定一定的研究基础 [5]。

成植株生长速率和干物质向果穗分配比例下降, 导

[4]

玉米是雌雄同株作物, 一般来说, 在适宜环境
条件下, 多数玉米品种抽雄后 2~4 d 雄穗开花散粉,
开花散粉后 2~4 d 雌穗吐丝, 授粉后 10~15 d 籽粒体
积迅速增大, 进入籽粒形成期 [6]。玉米开花—吐丝间
隔(anthesis-silking interval, ASI)是指玉米雄穗开花
散粉和雌穗吐丝之间的时间间隔。大量研究表明,
玉米最终产量与 ASI 呈负相关关系

[7-9]

。玉米开花期

致雌穗吐丝时间延迟、ASI 变大 [18,9], 对株籽粒数影
响较大。调亏灌溉试验结果表明, 当在抽雄和籽粒
形 成 阶 段 不 进 行 灌 溉 补 水 时 , 籽 粒 数 下 降 20%~
35%[19]。干旱胁迫控制试验结果表明, 拔节至吐丝期
遭受干旱胁迫后穗粒数下降 19%[13], 拔节至开花期
长时间干旱或开花期前后干旱均会导致单株籽粒数
显著下降(分别下降 12%~20%和 34%~ 41%)[20,16]。
籽粒重(KW)是除了籽粒数之外的另一个产量组成

前后发生干旱胁迫, 会引起玉米植株生殖生长出现

要素, 基因型、作物管理措施、环境等因素是造成

问题, 延缓雌雄穗发育进程、雄穗抽出困难、雌穗

籽粒重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21]。针对干旱胁迫对玉

吐丝延迟, 由于雄穗的延迟程度要小于雌穗吐丝的

米籽粒重的影响已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不同生

延迟, 导致 ASI 变大, 影响玉米授粉、受精过程, 最

育阶段的干旱胁迫对玉米籽粒重的影响是较为复杂

终导致秃尖形成, 穗粒数降低; 干旱严重时会导致

的,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籽粒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有

雌穗发育异常(不能吐丝), 不能正常受精结实, 形成

效灌浆期源汇比(SSR)的影响, SSR 是有效灌浆期(指

空秆。玉米苗期(三叶—拔节期)遭受干旱胁迫, 会导

开花后 15 d 至生理成熟)生物量累积(PBG)和株籽粒

http://www.ecoagri.ac.cn

第 12 期

米

娜等: 干旱胁迫对玉米物候及产量组成的影响及模拟研究

1781

数(KNP)的比值。因为 PBG 和 KNP 均会受到干旱胁

况。比如, 如果玉米因受到环境胁迫在开花前后那段

迫的影响, 干旱胁迫对他们的各自影响使得 KW 对

时间里生长速率很低, 玉米可能不能形成籽粒 [28]。尽

干旱胁迫的响应变得较为复杂 [22]。

管 Lizaso 等 [26]对 CSM-IXIM 模型中物候的模拟进行

自 20 世纪末 CERES-Maize 模型在我国开始应

了改进, 考虑了干旱胁迫下的 ASI, 但对吐丝物候

用以来, 许多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校准和验证, 大

的模拟仍是建立在经验函数的基础上, 没有建立基

[23]

。在干

于玉米生长发育过程的物候模拟机制, 同时没有考

旱胁迫条件下, CERES-Maize 模型用两个胁迫因子

虑干旱胁迫对玉米植株吐丝百分率的影响, 也没有

模拟作物受到的影响, 总的原则是, 比较潜在蒸散

建立 ASI 和吐丝百分率与单位面积上玉米籽粒数之

(或蒸散需水)和潜在根系吸水(或植物所吸收的土壤

间的关系, 因此干旱胁迫下玉米株籽粒数的模拟仍

水)的大小, 以此判断作物生长是否受到影响并且定

需进一步完善。最近 Durand 等 [29]研究也指出, 作物

量化影响的大小。CERES-Maize 模型中以热量时间

生长模型中籽粒数的模拟模块仍然需要给予特别的

表 示 物 候 发 展 进 程 [24], 由 生 长 度 日 (growing de-

关注, 需要使用更加可靠的函数和更好的输入数据

gree-days, GDD)表示, 模型未考虑其他因素(水分、

来对模型进行调整。本研究在分析产量关键期干旱

N)对物候进程的影响。在 CERES-Maize 模型基础上

胁迫对玉米开花、吐丝物候以及产量和产量组成影响

改进发展而成的 IXIM 模型也不区分对开花和吐丝

的基础上, 检验 CERES-Maize 模型对不同年型玉米产

期的模拟, 即模型只能模拟开花期(吐丝期), 并且干

量和产量组成的模拟效果, 提出了模型改进的方向,

多研究剔除了受重大灾害影响的试验数据

旱胁迫对开花期(吐丝期)物候不产生影响
等

[26]

[25]

。Lizaso

针对高温对玉米物候的影响, 改进了 IXIM 模

型对物候的模拟, 将玉米散粉看成一个连续的动态
过程, 模拟每天到达开花散粉阶段的植株数量, 并

以期为提高干旱影响评估准确性提供借鉴。

1
1.1

研究地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试验设置及测定

把 50%的植株到达开花散粉阶段的时间定为玉米的

玉米分期播种试验于 2011—2015 年在辽宁省锦

开花日期, 同时在模型中加入两个参数, 即 ASNS

州农业气象试验站(41°08′N, 121°10′E, 海拔 27.4 m)

和 ASEN, 分别代表非胁迫条件下该品种的 ASI 和

开展, 该试验站为中国气象局设立的东北地区生态

ASI 对环境胁迫的响应参数, 使模型能够分别模拟

与农业气象野外科学试验基地之一。该研究区属温

开花和吐丝日期。然而在干旱胁迫条件下, 玉米的

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四季分明, 多年(1981—2010

吐丝日期会延后, 且对整个冠层而言, 玉米吐丝的

年)平均气温为 9.9 ℃, 平均降水量为 568 mm。试验

持续时间(从第 1 株玉米吐丝至最后 1 株玉米吐丝完

区的土壤为典型棕壤, pH 6.3, 有机质含量为 18.0

成)也会延长, 有部分植株可能受干旱影响不能吐丝,

g·kg1; 0~100 cm 土层田间持水量 22.3%, 凋萎湿度

目前作物生长模型还难以实现对玉米吐丝动态及吐

6.5%, 容重 1.6 g·cm3。2011—2015 年各设置 5 个玉

丝百分率的模拟。CERES-Maize 模型的最初版本 [27]

米播期(处理), 分别为 4 月 20 日(处理 A)、4 月 30

中使用 1 个非线性函数来预测 KNP, 即 KNP 是吐丝

日(处理 B)、5 月 10 日(处理 C)、5 月 20 日(处理 D)

后植株生长速率(PGR)的函数。同时也定义了 1 个由

和 5 月 30 日(处理 E)。试验玉米品种为‘丹玉 39’, 该

品种决定的单株最大籽粒数(即潜在籽粒数)。后来的

品种为稀植大穗型晚熟品种, 适宜在辽宁省南部及

CERES-Maize 模型版本又使用线性函数来预测 KNP,

沿海地区种植。试验小区长 15 m, 宽 10 m, 设 3 个重

同时定义了该线性函数的最大值(即单株最大籽粒数),

复, 分期播种试验播种行距为 60 cm, 株距为 40 cm,

函数的参数和单株最大籽粒数由基因型决定。

播种时施底肥 750 kg·hm2, 底肥为复合肥料, N、

CSM-IXIM 模型对 KNP 的模拟与 CERES-Maize 模

P2O5、K2O 含量分别为 12%、18%和 15%, 总养分

型的不同在于使用开花前后平均植株生长速度函数

≥45%。各个播期处理仅在播种当日灌溉 1 次, 以保

(而不是吐丝后的 PGR 函数)来预测 KNP

[25]

。函数形

证玉米出苗。

式也由单一函数变成了双函数, 即下面的函数曲线

试验过程中记录所有播期的玉米发育期(出苗、

预测顶穗的籽粒数, 上面的曲线预测顶穗和下侧穗

三叶、七叶、拔节、抽雄、开花、吐丝、乳熟、成

的籽粒数之和。作物生长模型中对玉米 KNP 的模拟

熟), 以处理内 50%的植株达到某一发育期为该处理

是为了模拟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简化方法, 没有考虑

达到这一发育期的日期。对于干旱较严重的 2015 年,

极端状况下的情况, 难以代表玉米生长的真实状

对各处理产量关键期内的开花和吐丝期进行了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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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 测定每个处理达到开花和吐丝阶段的植株数量,

和决定系数(R2)等指标来评价模型的模拟效果。其中

并计算各处理达到开花和吐丝阶段的植株百分率。成

NRMSE 可表征观测值与模拟值的相对差异, NRMSE

熟期, 每个处理收获 20 株玉米: 将玉米齐地面割下,

小于 20%表示模拟效果好, 20%~30%表示模拟效果

风干, 测定每株玉米的籽粒重; 将玉米脱粒, 充分混

较好, 超过 30%表示模拟效果较差 [31]。模型使用的

合, 数出 8 个百粒, 测定平均百粒重; 株籽粒数利用株

遗传参数值见表 1。

籽粒重与百粒重相除计算得出, 最终产量利用株籽粒
重与单位面积上的有效株数的乘积计算。
1.2

降水及土壤水分状况
2014 年和 2015 年降水数据来源于锦州气象观测

NRMSE 

站, 两年 4—9 月的降水累积量较多年(1981—2010

一次 0~50 cm 土壤含水量, 每次取样重复 4 次, 用土

1 n
100
( Pi  Oi )2 

n i 1
Oavg

(2)

n

R2 

玉米生育期内每 10 d 利用人工土钻取土法测定

(1)

 (Oi  Oavg )( Pi  Pavg )

年)平均值偏少约 40%, 降水偏少时段集中于 7—9
月(图 1)。

1 n
 ( Pi  Oi )2
n i 1

RMSE 

i 1


2
  (Oi Oavg ) 
 i 1

n

0.5

n
2
  ( Pi Pavg ) 
 i 1


0.5

(3)

壤相对湿度(土壤质量含水量与田间持水量的比值)
表示。2014 年和 2015 年的 4—9 月土壤相对湿度变
化情况及其与玉米各播期发育期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总体来看, 2014 年土壤水分状况好于 2015 年。
1.3

CERES-Maize 模型校正及评价
米娜等 [30]曾利用 2011—2013 年(2011 年和 2013

年降水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20%, 2012 年较多年平均值
偏多 48%)锦州分期播种试验数据对 CERES-Maize 模
型进行了校正和评价, CERES-Maize 模型能够较好
地模拟不同播期玉米的物候期和产量, 其归一化均
方根误差(NRMSE)小于 10.3%。本研究拟开展模型
对正常年(2012—2013 年)和降水偏少年(2014—2015
年)产量及产量组成的模拟效果评估, 利用误差百分
比、均方根误差(RMSE)、归一化均方根误差(NRMSE)

图2

图 1 锦州农业气象试验站 2014 年和 2015 年的 4—9 月
累积降水量与多年(1981—2010 年)平均值的比较
Fig. 1 Variation of cumulative rainfall during April to
September of 2014, 2015 and long-term (from 1981 to 2010)
average in Jinzhou Agricultral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锦州农业气象试验站玉米生长季土壤相对含水量(0~50 cm, 每 10 d 测定 1 次)与 2014 年和 2015 年 4 月 20 日(A)、
4 月 30 日(B)、5 月 10 日(C)、5 月 20 日(D)和 5 月 30 日(E)播种的玉米各发育期时间

Fig. 2 Variation of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0–50 cm depth) during April to September measured manually every 10 days and
corresponding growth stages of maize sown on April 20 (A), April 30 (B), May 10 (C), May 20 (D), and May 30 (E) in Jinzhou Agricultural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http://www.ecoagri.ac.cn

第 12 期

表1

米

娜等: 干旱胁迫对玉米物候及产量组成的影响及模拟研究

CERES-Maize 模型中玉米品种‘丹玉 39’遗传
参数取值

Table1

Genetic parameters and their values for maize cultivar
‘Danyu39’ in the CERES-Maize model

参数
Parameter

描述
取值
Description
Value
幼苗期积温
Degree days from emergence to the end of juvenile 290
phase (℃·d)
光周期参数 Photoperiod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0
籽粒灌浆期积温
Degree days from silking to physiological maturity 1 060
(℃·d)
单株最大穗粒数 Potential kernel number
680
潜在灌浆速率 Potential kernel growth rate (mg·d 1)
8
完成 1 片叶生长所需积温
Degree days required for a leaf tip to emerge
45
(℃·d)

P1
P2
P5
G2
G5
PH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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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干旱对后 2 个播期(即 5 月 20—30 日播种)开花、
吐丝期的延迟程度较前 3 个播期轻, 原因在于随着
播期的推迟, 后 2 个播期生育期内气温逐渐升高,
缩短了生育期持续时间。
产量关键期干旱不仅延迟玉米开花、吐丝日期,
还会导致雄穗和雌穗发育异常。4 月 20 日播种处理中有
12%的植株未能抽雄开花, 其余达到抽雄开花期的
植株中仅有一半植株到达了吐丝阶段。随着播期的推
迟, 到达抽雄开花期和吐丝期的植株比例逐渐升高。
总体来看, 产量关键期干旱对吐丝的影响重于抽雄开
花, 如尽管在 5 月 20 日播种和 5 月 30 日播种处理下,
雄穗都能够正常发育, 但有 12%左右的雌穗发育异常,
不能正常吐丝(图 4)。

式中: Pi 为第 i 个模拟值, Oi 为第 i 个观测值, Oavg 和
Pavg 分别为观测平均值和模拟平均值, n 为观测值或
模拟值的个数。

2
2.1

结果与分析
产量关键期干旱对开花、吐丝及雌雄穗发育的
影响
2015 年产量关键期干旱导致各播期开花、吐丝

日期不同程度延迟, 总体来看, 吐丝的延迟程度大
于开花, 由此导致开花—吐丝间隔加大。受干旱影
响, 2015 年各播期玉米植株的开花日期比常年推迟
1~14 d, 吐丝日期推迟 5~22 d, 开花—吐丝间隔日
数为 3~15 d。从图 3 可见, 前 3 个播期(即 4 月 20

图4

日—5 月 10 日播种)的开花日期和吐丝日期延迟天数
较多, 分别延迟 10~14 d 和 12~22 d, 原因在于干旱

2015 年不同播期下玉米抽雄和吐丝植株的百分比

Fig. 4

2.2

Tasselling rates and silking rates of maize sown in
different dates in 2015

产量关键期干旱对玉米产量及产量组成的影响

对这 3 个播期的影响开始较早(从拔节后 10 d 左右开

由于 2015 年土壤干旱状况重于 2014 年, 因此

始), 且 持续 时间较 长, 有的甚 至持 续到了 灌浆 初

2015 年 5 个播期的籽粒产量均小于 2014 年各个播
期。2015 年随着播期的推迟, 籽粒产量逐渐增加, 较
晚播期(5 月 20 日和 5 月 30 日播种)的籽粒产量较其他
播期显著增加 13.6%~34.3%。与 2015 年情况相反, 2014
年各播期籽粒产量随着播期的推迟而减少, 最高产量
(4 月 20 日播种)比最低产量(5 月 20 日播种)高 71.0%。
株籽粒重由株籽粒数和籽粒重决定, 均受到播期
的影响。2014 年, 随着播期的推迟株籽粒数逐渐减少,
2015 年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最后一个播期取得了最大
的株籽粒数(表 2)。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均表明, 籽
粒产量与株籽粒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图略, r=0.96,

图3

2015 年不同播期下玉米开花日期(月-日)、开花—吐
丝间隔(方框内数据)及吐丝日期(月-日)

Fig. 3 Dates (month-day) of anthesis, silking, and anthesissilking interval (data in the box) of maize sown in different
dates in 2015
括号内数字代表与常年比较发育期的推迟天数。Numerals within
brackets show the delay days compared to a normal year.

P<0.001), 株籽粒数的变化能够解释 93%的籽粒产量
的变化。两年中各播期籽粒重的变化均呈现出先增加
后减少的趋势, 较晚播种的玉米受到开花吐丝期和灌
浆期干旱的影响, 或由于灌浆时长缩短, 或由于灌浆
期干物质不足, 导致籽粒重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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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期对玉米籽粒产量、百粒重和株籽粒数的影响

Effects of sowing date on yield, 100-grain weight and number of kernels per plant of maize

播种日期(月-日)
Sowing date
(month-day)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g)

产量
Yield (kghm2)

株籽粒数
Grains number per plant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04-20

9 546a

3 476c

37.8b

32.4c

595a

260c

04-30

8 278b

3 403c

40.4a

33.4b

494b

242d

05-10

6 897c

3 817b

31.9d

36.5a

515b

248d

05-20

6 572c

4 337a

34.5c

33.5b

444c

307b

05-30

5 581d

4 569a

32.0d

29.0d

407d

374a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播期间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Differing lowercase letters with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05
probability level (LSD).

2.3

作物生长模型对玉米产量及产量组成模拟效
果评估

2.3.1

对正常年分期播种试验产量及产量组成的模拟

应用作物生长模型 CERES-Maize 对 2012 年和
2013 年玉米籽粒产量、株籽粒数、籽粒重进行模拟。

株籽粒数的模拟效果很差。

3

讨论与结论
玉米开花的时间由基因型、温度和光周期决定,

不受植株生长速率(plant growth rate, PGR)的影响 [32]。

结果表明, 2012 年和 2013 年产量模拟的误差百分

但也有研究表明, 玉米营养生长阶段受干旱胁迫会

2

延迟开花散粉时间, 并且降低散粉的速率 [33] 。与开

和 928 kghm 2 , NRMSE 分别为 6.5%和 10.8%; 株

花不同的是, 吐丝的时间依赖于 PGR, 是果穗干物

籽粒数模拟的误差百分率分别为 12.3%和 12.9%,

质累积量的函数 [18]。影响 PGR 的环境状况, 比如干

RMSE 分别为 85 粒株 1 和 80 粒株 1 , NRMSE 分

旱胁迫或者氮素缺乏, 都会延迟吐丝的时间, 引起

别为 14.6%和 14.1%; 百粒重模拟的误差百分率分

穗粒数的下降 [34-35]。本研究通过对 2015 年锦州农田

别为 9.0%和 7.0%, RMSE 分别为 4.9 g 和 3.2 g,

试验站不同播期开花、吐丝动态的观测, 发现干旱

NRMSE 分别为 13.1%和 9.2%。整体来看, 模型对

胁迫导致玉米吐丝延迟程度大于开花(ASI 为 3~15 d

正 常 年 分 期播 种 试 验 产量 及 产 量 组成 的 模 拟 效果

不 等 ), 90% 以 上 的 植 株 能 到 达 开 花 阶 段 , 但 仅 有

较好(图 5)。

45%~88%的植株能到达吐丝阶段, 直接影响株籽粒

2.3.2

对干旱年分期播种试验产量及产量组成的模拟

数及最终产量(产量下降 33%~78%)。Yao 等 [32]的研

模型对 2014 年和 2015 年分期播种试验产量和

究表明, 当在玉米开花期对其进行去叶处理, 以达

株籽粒数的模拟效果较差, 对百粒重的模拟效果较

到影响 PGR 的目的时, 雄穗的开花时间没有受到影

好(图 6)。产量模拟的误差百分率分别为 23.7%和

响, 雌穗的吐丝时间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即植株的

率分别为 5.3%和 9.9%, RMSE 分别为 593 kghm

2

2

97.2%, RMSE 分别为 1 811 kghm 和 3 751 kghm ,

叶面积指数越小(植株获得的光能资源越少), 则吐

NRMSE 分别为 24.6%和 95.7%; 株籽粒数模拟的误

丝的延迟越严重。在极端环境下, 能够到达吐丝阶

差百分率分别为 18.3%和 76.0.0%, RMSE 分别为 106

段的植株百分率甚至不足 50%, 但雄穗基本能百分

粒株

1

1

和 219 粒株 , NRMSE 分别为 21.6%和

76.5%。 百 粒 重 模 拟 的 误 差 百 分 率 分 别 为 7.9%和

之百到达开花阶段。因此表明, 在群体水平上, PGR
的下降对开花和吐丝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

6.1%, RMSE 分别为 3.4 g 和 4.3 g, NRMSE 分别为

本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播期下的玉米株籽粒数

10.4%和 13.1%。2014 年干旱主要发生在玉米生育后

相差 32%左右, 产量关键期遭受干旱胁迫导致株籽

期, 且前两个播期播种较早受干旱影响较小, 模型

粒数下降, 原因是当 PGR 因受到干旱胁迫影响而降

对其产量和株籽粒数的模拟效果尚可(A、B 播期产

低时, 果穗的生长也会下降, 不仅是由于整个植株

量模拟误差百分率 9.3%, 株籽粒数模拟误差百分率

积累的生物量降低, 还由于总生物量向果穗的分配比

为 8.2%), 随着播期的推迟, 干旱对玉米生长发育的

例下降[9]。如 Andrade 等[36]的试验数据表明, 当某一个

影响愈发凸显, 产量和株籽粒数均有所下降, 且模

玉米品种开花期间日生长量超过 3 g·株1 时, 干物质

型模拟效果变差。2015 年干旱影响开始较早, 且持

向果穗的分配比例大约为 1/6, 当日生长量为 2 g·株1

续时间长, 导致玉米产量大幅下降, 模型对产量和

时, 该比例下降为 1/18, 当日生长量不足 1 g·株 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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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年(2012—2013 年)不同播期玉米产量(a, b)、株籽粒数(c, d)、百粒重(e, f)的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

Simulated and measured yield (a, b), grains number per plant (c, d), and 100-grain weight (e, f) of maize sown in different
dates in normal years (20122013)

该比例下降为 0。由此可见, 开花期前后干旱胁迫,

开花阶段, 充分灌溉和调亏灌溉下的籽粒重无显著

造成植株生长速率和干物质向果穗分配比例下降,

差别, 在籽粒灌浆期无灌溉会显著降低籽粒重 [22,27]。

导致雌穗吐丝时间延迟、ASI 变大 [18], 对株籽粒数

本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干旱导致灌浆时长缩短, 而

影响较大。针对干旱胁迫对籽粒重的影响分析已开

且灌浆期干物质积累不足, 致使籽粒重变小。

[37]

研究发现吐丝后

作物生长模型中模拟产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类

期和灌浆期以及灌浆后期至生理成熟期的短期干旱

型: 一是模拟植株生物量, 通过生物量向储藏器官

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Ouattar 等

不会对籽粒重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 吐丝后期至

的分配或收获指数模拟产量(如 WOFOST、

生理成熟期期间的长期干旱会使籽粒重下降 50%。

INTERCOM、Aquacrop 和 CropSyst 模型); 二是模

Çakir[19] 研究表明各生长阶段的水分亏缺都可能会

拟产量组成, 即分别模拟籽粒数和籽粒重(如

导致籽粒重降低, 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不同。

STICS、Hybrid-Maize 和 CERES-Maize 模型)[40]。

Aydinsakir 等 [38] 研究表明玉米全生育期灌溉量减少

CERES-Maize 模型中作物产量=株籽粒数×粒重×单

[39]

发现在玉米

位面积株数(密度)。该模型的最初版本中使用一个非

营养生长阶段和生殖生长阶段遭受水分亏缺时, 籽

线性函数 [7]来预测株籽粒数 KNP, 即 KNP 是吐丝后

粒重均显著下降。调亏灌溉研究发现在营养生长和

(籽粒形成期)植株生长速率 PGR 的函数。同时也定

50%会显著降低籽粒重。Hammad 等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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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年(2014—2015 年)不同播期玉米产量(a, b)、株籽粒数(c, d)、百粒重(e, f)的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

Simulated and measured yield (a, b), grains number per plant (c, d), and 100-grain weight (e, f) of maize sown in different
dates in drought years (20142015)

义了一个由品种决定的单株最大籽粒数(即潜在籽

向果穗分配模拟 ASI 的冠层吐丝动态定量理论模型

粒数)。后来的 CERES-Maize 模型版本又使用线性

(以下简称冠层吐丝动态模型), 从而建立了果穗生

函数来预测 KNP, 同时定义了该线性函数的最大值

物量累积和 ASI 之间的直接关系。冠层吐丝动态模

(即单株最大籽粒数), 函数的参数和单株最大籽粒

型考虑了冠层内植株个体间 PGR 的差异, 模型中有

数由基因型决定。籽粒重是通过与温度有关的最优

两个重要的概念, 即基本植物生长速率(PGRb, 决定

生长速率函数及灌浆时长模拟, 籽粒以一定的生长

果穗是否生长)和果穗生物量阈值(EBt, 决定是否吐

速率进行干物质积累, 当灌浆期结束后籽粒重不再

丝)。冠层吐丝动态模型能够较准确地模拟冠层吐丝

[24]

。干旱胁迫下, 模型对产量和产量组成的模

的时间及吐丝植株百分率, 这表明将吐丝过程与开

拟效果较差, 部分原因在于 CERES-Maize 模型在模

花期植株生长相耦合, 是模拟冠层尺度 ASI 的一个

拟玉米物候时不对开花和吐丝期加以区别, 往往只

有效的手段。在最终产量模拟时是否应将未吐丝的

考虑了温度对花期的影响, 而没有考虑干旱胁迫下

植株加以考虑, 将 CERES-Maize 模型原来的产量计

玉米因开花–吐丝间隔增大、雌穗发育异常、物候期

算公式: 籽粒产量=株籽粒数×粒重×单位面积株数

推迟而造成的减产作用。

(密度), 修正为: 籽粒产量=株籽粒数×粒重×单位面

增加

Borrás 等

[18]

发展了一个基于植株生长和生物量

积有效株数, 仍需要开展相关的试验来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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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此外, 开花前后的环境状况不仅影响植株的生
长 , 也 影 响 ASI( 主 要 由 于 雌 穗 吐 丝 时 间 发 生 变
化)

[18]

, ASI 与籽粒数呈负相关关系, 因此, 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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