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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缩减作物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距是当前作物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

要意义。研究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形成机制及缩差增效途径, 是大面积持续提高冬小麦现实生产力
的迫切需求。本文概述了国内外作物产量差和效率差及调控技术途径的研究进展, 重点综述了冬小麦产量差和
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及调控途径研究进展。指出造成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的五大因素为: 品种因素、气候因素、
土壤因素、人为管理措施和技术因素以及农户决策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及
调控技术途径的发展方向: 建立基于云数据分析的区域化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智慧调控途径; 拓
展冬小麦轮作系统下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及调控途径的研究; 创建区域模式化简化冬小麦缩差增效技术
途径。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缩减技术创建是我国农业通向精准农业、绿色农业、均衡农业、高产
高效农业的必由之路。以上研究进展为我国冬小麦缩差增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关键词: 冬小麦; 产量差; 资源利用效率差异; 调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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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gaps in
grain yield and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cultivation, to establish the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se gaps, and sustainab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creased total productivity of winter wheat worldwide. In this paper,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research regarding the gaps in crop yield,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and the regulatory technology approach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ummarized first, and then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winter wheat cultivation. The
five major factors that lead to large gaps in yield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differences in winter wheat are variety, climate,
soil, human management technical factors, and farmers’ decision-making. Finally,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 China are proposed: a region-wise control approach based on cloud data analysi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research on yield gaps,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and the regulatory approaches under various winter wheat rotation systems
should be expanded. Technology approaches involving simplified models for different winter wheat production regions should
be developed. Designing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bridge the gaps in grain yield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in winter wheat is
inevitable means by which China can lead in the fields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green agriculture, balanced agriculture, and
high-yield and high-efficiency agriculture. The research progress discussed herei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reducing these differences and enhancing the yield and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in China.
Keywords: Winter wheat; Yield gap;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difference; Regulatory approach

增加粮食作物高产潜力和缩减作物实际产量

2017 年小麦在我国的种植面积约为 2 451 万 hm2, 小

与 潜 在 产 量 之 间 的 差 距 是 提 高 全 球 粮 食 总 体 产量

麦总产量约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20%以上, 其中冬

[1]

和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两大重要举措 。自二十世

小麦占 90%以上, 小麦进口量约为 442 万 t[6]。由此

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以来, 由于矮秆和半矮秆

可见, 小麦产量的提升对我国粮食安全起着极其重

基因的引入和杂交优势育种、分子遗传育种等技术

要的作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冬小麦-夏玉米主产区,

带来高产品种的开发, 粮食产量潜力得到显著提升,

常年冬小麦播种面积约 1 666.7 万 hm2, 占全国小麦

加上肥料、灌溉、农药和农机等先进农业技术的广

播种面积的 2/3, 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之一, 对我国乃

[2]

泛应用, 全球粮食产量水平提升了 2~3 倍 。然而,

至世界粮食安全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6]。

随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淡水资源日益短缺、肥料

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是指冬小麦在各种环境

和农药等过量施用导致土壤退化、环境恶化日益严

条件下取得的不同产量和效率之间的差值。众所周

重, 以及气候变化带来极端气温、冬春季干旱和冻

知, 小麦产量不仅受遗传基因的控制, 还受环境因

害等威胁频发; 目前粮食作物产量增长速率在全球

素(如光、温、水、肥、土壤条件等)的影响。即使产

各国有减缓甚至停滞的趋势, 粮食作物产量增长速

量最高的品种在不同环境中收获的产量也有差异。

度已赶不上口粮、能源、饲料等需求的增加速度; 全

由于全球农业生态区不同, 各地区小麦实际产量和

[3]

球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已

其对光、热、水、肥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差异极大 [4]。

有的粮食作物产量差异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简称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作物产量差和效率差较小, 而发

产量差和效率差)研究表明, 同一粮食作物在不同

展中国家农作物产量差和效率差较大; 东欧国家谷

地 区 甚 至 同 一 地 区 不 同 农 田 中 均 存 在 巨 大 的 产量

物产量差大于西欧国家谷物产量差 [7] 。我国低产区

差和效率差, 缩减产量差和效率差可以全面提升

冬小麦产量和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 与高产区的差

粮食作物生产能力和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并且可

异巨大。目前, 我国农户冬小麦平均产量增加速度

[4]

在不需要增加耕地面积的前提下增产 50% 。因此,

小于高产纪录产量增长速度, 造成了更大的产量差,

针 对 粮 食 作物 产 量 差 和效 率 差 的 时空 分 布 及 形成

因此, 冬小麦丰产增效具有极大的空间 [8]。另外, 从

原因等方面的研究, 已成为一个新的农业绿色可

时空上进行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研究可以为农业

持续发展研究方向; 粮食作物产量差和效率差缩

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信息; 从调控机理方面进行冬小

减 技 术 途 径研 究 是 当 前促 进 粮 食 作物 产 量 增 加的

麦产量差和效率差研究, 不仅可以为提高总体产量

迫切需要。

提供理论基础, 而且可以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气候因

小麦(Trititum aestivum)是全球生产总量位居第

素和品种适应性开发等提供技术支持和方案选择。

二的粮食作物(2017 年为 7.7 亿 t), 仅次于玉米(Zea

这不仅对于某个地区、某个国家, 甚至全球粮食安

mays)[5] 。中国是全球小麦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

全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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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实现。

焦近年来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及其缩减技术途径

作物产量差一般是指上述一种产量上限与一种

的研究进展, 对国内外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异形

产量下限之间的差值 [4] 。产量下限一般指农户的实

成机制、影响因素、解决途径和未来发展进行研讨,

际产量, 在各种环境中的田块中实现。在实际研究

以期为我国未来持续提高冬小麦总体产量提供理论

中可根据生产条件使农户产量达到其最大的可获得

依据和技术途径。

产量, 缩小农户产量与可实现产量之间的差距, 提

1

作物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研究进展

1.1

作物产量差研究进展

1.1.1

高作物生产力。以田块实际产量(基础农户产量或农
户平均产量 Y0)为计算基础、以上述 5 种潜在产量为
计算上限, 产量差主要分为 5 类 [14], 但光温/光合/气

作物产量差概念

候生产潜力较难达到, 或因其部分内涵已融入到模

作物产量按大小层次可分为潜在产量和实际产

型中, 现在产量差层次主要有以下 4 种(图 1): 1)基于

量。潜在产量是指作物的生产潜力, 一般是指在某

模型模拟产量潜力(YP1)的产量差 YG1(YG1=YP1Y0),

年份某地区特定光温气候(日照、太阳辐射和温度等)

即 田 块 实 际 产 量 (Y 0 )与 模 型 模 拟 产 量 之 间 的 差 距 ;

条件下, 在理论最优环境下(没有水分、养分、病虫

2)基于高产纪录产量潜力(YP2)的产量差 YG2(YG2=

害等生物胁迫或非生物胁迫因素的限制), 某品种所

YP2Y0), 即田块实际产量与高产纪录产量之间的差

能获得的最大理论产量 [4] 。潜在产量按定量方法或

距; 3)基于田间试验产量(YP3)的产量差 YG3(YG3=

计算标准不同又可分为多个层次: 光合/光温/气候生

YP3Y0), 即田块实际产量与试验站产量之间的差距;

产潜力[9-10]、模型模拟产量[11]、高产纪录产量[12-13] 、

4)基于高产农户产量(YP4)的产量差 YG4(YG4=YP4

田间试验产量和高产农户产量 [12]等至少 5 种产量水

Y0), 即田块实际产量与高产农户地块产量之间的差

平。前两种一般通过模型或其他理论公式计算获得,

距。也有研究将产量差概念进一步细化, 如研究 YP1

实际生产中一般以作物高产纪录作为作物可获得产

与 YP2 之间的差距等 [13], 进一步分析每一种产量差

量目标。实际产量是指某农户某生育季从某农田中

距产生的原因, 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产量

获得的作物产量, 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对潜在产量

差的具体缩减途径。

图1
Fig. 1

1.1.2

产量水平、潜在产量和产量差层次示意图

Conceptual view of yield levels, potential yields (YP) and yield gaps (YG)

国际作物产量差研究历史与冬小麦产量差研

扩展了产量差概念模型及相应农业系统研究范围;

究进展

de Bie 于 2000 年将产量差分为模拟产量差、试验站

粮食作物产量差研究最早起始于 1974 年国际

产量差和农田产量差 3 种 [15]。2009 年, Lobell 将产

水 稻 研 究 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量潜力定量总结为模型模拟产量、高产纪录产量、

IRRI)对亚洲水稻(Oryza sativa)产量差的研究, 其研

试验产量(试验站产量、区域试验产量、田间试验产

究成员 Gomez 于 1977 年提出产量差(yield gaps)初步

量)和高产农户产量(产量前 5%或 10%的农户平均产

概念, IRRI 研究成员 Barker 等于 1979 年系统阐释了

量)等 [14]; 2010 年, Fischer 等 [16]提出可开发产量差,

产量潜力和产量差的概念; 荷兰人 Fresco 于 1984 年

增加了可获得产量(attainable yield)概念。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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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现代各级产量差层次内涵基本形成, 产

段研究表明, 改善土壤和耕作方式可缩减埃塞俄比

量差研究在全球兴起, 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区域和国

亚各地小麦产量差; Gobbett 等 [27]研究表明, 澳大利

家的产量差估计和评价概况也在全球产量差地图集

亚雨养冬小麦产量差为产量潜力的 47%, 若通过推

GYGA(http://www.yieldgap.org)网站汇总展示, 对揭

广优良品种和优化农艺措施缩减产量差至 20%, 可

示全球各国粮食作物增产空间、限制因子解析和增

使冬小麦每年增产 1 530 万 t; Hoffmann 等 [28]对全球

产途径开发以确保全球粮食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可获得产量年际间变化对冬小麦产量差大小的影响

的作用。产量差研究手段也不断多样化, 如利用遥

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冬小麦产量差大小与实际产

[17]

等, 同时也逐

量变异关系不大, 与资源投入相关性明显, 可靠的

渐融入了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研究 。产量差研究尺

气候预测可使农户更好地利用资源、降低风险从而

度也逐渐扩充为地块尺度或农户尺度、地区尺度、

缩减农户产 量差; Hochman 等 [29] 在 澳 大利亚通过

国家尺度、地域尺度、全球尺度等 [19-21] 。全球、区

APSIM 模型与田间试验数据, 分析比较了次优管理

域尺度等产量差研究有助于理解多种因子在产量形

措施和最佳管理措施下雨养冬小麦的产量差, 表明

成中的时空作用及相关性, 并可指出产量潜力提升

肥料施用量对产量损失贡献率为 40%, 耕作占 33%,

和产量差缩减重点区域, 可针对性地提高全球或区

杂草控制占 26%, 播量占 12%, 播期占 7%, 采取最

感数据、卫星数据

、经济学方法

[18]

[7]

[7]

域粮食总体产量 。地区、地块尺度产量差研究进

优管理措施可提升产量 30%; Schils 等 [7]利用自下而

一步定量化具体因子在作物产量形成中的作用, 对

上的统计学方法和模型模拟方法, 研究了欧洲谷物

具体途径开发和技术应用具有明显指导作用。除农

的产量差, 发现欧洲国家冬小麦产量差在 10%~70%,

学外, 育种学、社会经济学、环境学、土壤学等多

可通过提高小麦氮素吸收缩减产量差; Prishchepov

学科的加入, 使产量差研究不仅可以提示农户在其

等 [30] 利用贝叶斯网络, 研究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粮仓

环境和资源限制条件下获得高产的可能性和增产空

地区肥料、除草剂、新设备应用及小农户培训等因

[7]

间的大小以及如何获得高产 , 而且使缩减农户贫

素对冬小麦产量差异的影响, 指出加强农户教育和

富差距具有可行性 [22], 使农户从新品种开发中获得

气候智慧型农业可增加冬小麦实际产量; Hatfield 等[31]

的收益最大化。产量差分析方法及时空动态研究还

研究表明, 全球冬小麦可获得产量随着基因学和农

为各国农作物高产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框架手

业措施的进步而增长, 但冬小麦产量差并未减少甚

段、方向和技术指导, 并带动了多学科的应用性发

至扩大, 未来小麦生产系统需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

展, 为多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和空间

[23]

。

地方性措施以缩减全球冬小麦产量差; Senapati 等 [1]

2003 年 Bruinsma 首次预估全球小麦产量差较

通过模拟冬小麦理想型指出, 欧洲雨养冬小麦未开

小、玉米产量差较大。全球水稻产量差研究技术系

发基因产量差仍很大, 新品种开发仍是重点。通过

统和方法比较成熟, 小麦产量差研究未得到足够重

以上最新研究可以发现, 世界冬小麦产量差研究重

[14]

对 2015 年之前全球

要性日益增加, 科学家们发现目前冬小麦实际产量

小麦产量差 8 项研究进行了汇总, 说明冬小麦产量

仍远远小于其潜在产量, 并期望通过冬小麦产量差

视且研究相对较少。刘保花等

差研究主要分布在欧盟、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

精准时空分布研究及影响因子细致剖析, 为全球小

印度等国家, 而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研究较少。2015

麦产量的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预测和技术方案。

年以后更多国家开始进行冬小麦产量差研究, 世界

1.1.3

我国冬小麦产量差研究进展

各地冬小麦产量差较大, 并提出了对应的多种缩减

我国冬小麦产量差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初期,

途径(表 1)。代表性研究结果如下: 加拿大亚伯达省

我国科学家多以冬小麦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

[24]

表明, 管理措施造成的产

力和气候生产潜力的理论或模型估算为主, 发现当

量差为 24%, 品种造成的产量差为 18%, 通过品种

地冬小麦实际产量远远达不到理论值。例如, 陶志

选 择 结 合 优 化 管 理 措 施 可 使 小 麦 增 产 342 万 t;

强等 [13] 研究发现河南省 1963—2012 年间冬小麦光

Deihimfard 等 [25]研究了伊朗各地冬小麦产量差分布,

温生产潜力为 8 350~9 996 kg·hm2, 江苏冬小麦气

氮肥因素对产量差贡献可达 40%~47%; Sosibo 等 [26]

候生产潜力为 9 991~14 368 kg·hm2, 黄淮海冬小麦

研究表明, 非洲南部灌溉小麦产量差可通过保护性

生产潜力为 6 277~7 044 kg·hm2, 农户产量远远低

耕作提高土壤有机质进行缩减, 从而增产 26%~38%;

于冬小麦产量潜力。2014 年之前我国冬小麦产量差

雨养冬小麦产量差研究

Mann 等

[21]

通过融合农户调研、GIS 和遥感等多种手

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灌溉冬小麦, 表明冬小麦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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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冬小麦光温生产潜力与农户实际产量差距的时

。之后, 更多综合性研究表

空分布, 表明产量差在各种植区变化趋势不一但均

明我国冬小麦产量差缩减空间仍巨大(表 1)。2014

在缩减, 通过在各种植区采取不同农学措施可缩减

利用 ASPIM 模型, 研究了 1981—2010 年

产量差; 李勤英等 [38]利用 DSSAT 模型和气象、土壤

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产量差时空变化, 指出冬小麦

等数据研究表明, 氮肥用量、播期、土壤养分和播

产量差可达产量潜力的 15%~80%, 品种更新和肥料

量对降低冬小麦产量差的贡献率分别为 11%~33%、

年 Li 等

[32]

施用等因素导致产量差呈降低趋势; Chen 等

[33]

利用

7%~17%、<8%和<5%, 但增施氮肥使氮肥利用效率

MCWLA-Wheat 模 型 , 以 县 级 为 单 位 , 研 究 了

降低; 张玲玲 [39]利用 APSIM 模型和 ArcGIS 方法,

1981—2008 年华北地区冬小麦产量潜力和产量差,

研究了黄土高原冬小麦产量差时空分布, 分析得出

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产量差为产量潜力的 40%左右,

氮素引起产量差平均高达 3 430 kg·hm2, 提高氮肥

产量差随着先进管理措施的采纳和科技进步有降低

利用效率是缩减产量差的关键; 王兰 [40] 利用逐级订

趋势; 马小龙等 [34] 结合农户调查与取样分析, 指出

正法, 研究了山东省小麦-玉米系统产量差大小及时

黄土高原旱地低产田块冬小麦平均产量仅实现了高

空分布, 指出 1981—2015 年冬小麦品种更替在山东

[35]

省各地引起的产量差平均为 5 445.5 kg·hm2, 品种

利用 WheatGrow 和 CERES 模型以及 GIS 技术研究

对产量差的影响大于栽培管理措施; Cao 等 [41] 利用

表明, 随日照时数增多, 我国冬小麦产量潜力有提

边界直线法和路径分析法, 界定了河北冬小麦产量

高的趋势, 冬小麦产量差幅度也随之扩大; 灌溉水

主要限制因子和优化策略, 表明 3 个层级产量差中

利用效率在山东、四川等地较高, 提高灌溉水利用

单位面积穗数有显著差异, 播期、基施氮肥和播量

产田块的 43%, 产量差与养分吸收密切相关; Lü 等

效率是缩小产量差的可行途径; Zhang 等

[36]

利用逐

级修正模型和 GIS 技术研究表明, 热量资源是冬小

是主要影响因素, 贡献率分别为 26.7%、22.1%和
14.5%。

麦产量主要限制因素, 造成光合潜力产量与光热潜

由以上研究可见, 最近 5 年我国冬小麦产量差

力产量之间的产量差平均值为 23.2 t·hm2, 对中国

研究主要集中在产量潜力精准评估、产量差限制因

北部影响大于南方, 充分利用气候资源构建合理冬

子解析、定量及解决途径探索, 研究尺度和范围不

[12]

在产量

断扩充, 研究手段不断丰富, 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协

差研究中引入了氮肥利用效率差, 指出河北省配方

同研究得到重视, 为冬小麦产量持续增长和政策制

小麦生产计划可以缩减产量差; 黄少辉等
2

[8]

施肥可缩减产量差高达 3.86 t·hm ; Sun 等 利用

定提供了重要信息。然而, 与国际产量差研究相比

APSIM 模型和气象数据, 研究了我国冬小麦产量潜

(表 1), 在欧洲等产量差研究较早、缩减富有成效或

力、光热水肥利用效率分布局势及其在各地区的主

已较小的地区, 产量差研究已经朝基因产量差方向

要影响因子, 表明我国冬小麦当前产量仅为潜在产

研究, 产量上限较高, 并且集中于雨养小麦产量差

量的 50%, 我国华北平原及西南地区产量差较高,

研究, 而我国产量差上限较低且以灌溉小麦研究居

缩减产量差才能逆转我国冬小麦产量停滞趋势; 王

多。因此, 未来我国冬小麦产量差研究还有很大发

连喜等

[37]

利用 AEZ 模型, 研究了 1961—2013 年河
表1

Table 1
研究范围
Research scale
全球
World

展空间 [1]。

国内外冬小麦产量差研究结果和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

Research results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winter wheat yield gaps and resolu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and abroad
产量差
Yield gap
0~24%1)

研究时间
研究方法
Time
Research method
1961— 数据统计分析
2017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全球
World

16%~80%

1981—
2010

作物模型
Crop model

欧洲
Europe

3.5~5.2 thm2

1981—
2010

Sirius 模型
Sirius Model

欧洲
Europe

0.2~6.9 thm2

1992—
2015

GYGA 方法
GYGA method

加拿大亚伯达省
Alberta, Canada

1.48 thm2

2005—
2014

试验数据统计分析
Experiment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影响因素
Limiting factor

文献来源
Reference
[31]
年际间气候变异
改善生产系统的气候适应性
Inter-annual climate variation
Production system improvement for climate resilience
[28]
资源投入、科技水平、气候变化 气候预测以优化资源投入
Resource input, technology level, Climate prediction to
climate change
optimize resource input
[1]
品种
理想型开发
Variety
Ideotype development
[7]
小麦氮素吸收
提高小麦氮素吸收
Nitrogen uptake of wheat
Improving nitrogen uptake by
wheat
[24]
管理措施、品种
品种选择结合优化管理
Management, variety
Variety selection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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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研究范围
Research scale
澳大利亚
Australia

产量差
Yield gap
2.0 thm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3.42 thm2

研究时间
研究方法
Time
Research method
1996— GYGA 方法
2010
GYGA method
1972—
2015

影响因素
Limiting factor
降雨量、气候、技术采纳
Rainfall, climate, technology
adoption
APSIM 模型与田间试验 肥料、耕作、杂草、播量、播期等
APSIM model and field
Fertilizer, tillage, weeds, seeding
experiment
rate and date, etc.
贝叶斯网络
肥料、新设备应用、政策、
Bayesian network
土壤等
Fertilizer, new equipment application, policy, soil, etc.
APSIM 模型
氮肥因素、水分因素
APSIM model
Nitrogen fertilizer, water

俄罗斯西伯利亚
Siberian, Russia

2.3 thm2

2012—
2016

伊朗
Iran

5.2 thm2

1987—
2011

非洲南部
South Africa

1.58~3.13
thm2

2009—
2016

田间试验数据统计分析
Field experiment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n

14.2%~ 90.4%

2011—
2013

农户调研、GIS 和遥感等 管理技术、气候、政策等
Farm household research, Management technique, climate,
GIS and remote sensing, policy, etc.
etc.

中国
China

23.2 thm2

2000—
2010

中国
China

53~3 124
kghm2

1990—
2015

中国
China

382~7 515
kghm2

1998—
2008

中国
China

41%

1980—
2010

逐级修正模型和 GIS
技术
Gradually descending
model and GIS technology
DSSAT 模型和气象、土
壤等数据
DSSAT model and data
on meteorology, soil, etc.
WheatGrow 和 CERES 模
型以及 GIS 技术
WheatGrow, CERES models and GIS technology
APSIM 模型和气象数据
APSIM model and meteorology data

华北
North China
华北
North China

1.14~6.81
thm2

1981—
2010

0.5~1.5 thm2

1981—
2008

河北 Hebei

814~2 493
kghm2

2014—
2016

河北
Hebei

3.86 thm2

2006—
2013

山东
Shandong

5 445.5
kghm2

1981—
2015

河南
Henan

3.06~5.58
thm2

1961—
2013

黄土高原
Loess Plateau

32%~57%

2014—
2016

ASPIM 模型
APSIM model
MCWLA 模型
MCWLA model
边界直线法和路径分析
法
Boundary line approach
and path analysis
田间试验数据统计分析
Field experiment data
statistical analyze
逐级订正法
Step-by-step correction
method
AEZ 模型
AEZ model

耕作、土壤
Tillage, soil

热量资源
Thermal resource

氮肥量、播期、土壤养分、
播量等
Nitrogen amount, sowing date,
soil nutrient, sowing rate, etc.
日照时数、灌溉
Sunshine hour, irrigation

解决对策
Resolution strategy
促进农户决策与风险应对
Facilitating farmer decisionmaking and risk response
采取最优管理措施
Adopting optimized
management measures
气候智慧农业、农民教育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farmer education

文献来源
Reference
[27]

优化施肥等管理措施
Optimization of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fertilization
改善保护性耕作
Conservation tillage
improvement

[25]

田间调查结合空间数据确定
管理优先措施
Identify management measure
priority by field survey and
spatial data
利用气候资源构建冬小麦生
产计划
Using climatic resource to
develop winter wheat production plan
调整氮肥和播期
Nitrogen and sowing date
adjustment

[21]

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
Increasing irrigation use
efficiency

农艺措施
Agricultural measures

优化农艺措施, 增加低产地
区投资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measure, adding input on low
yield area
品种、肥料
品种更新
Variety, fertilizer
Variety refresh
管理、科技进步
采纳先进管理措施
Management, technology advance Adopting advanced management measures

[29]

[30]

[26]

[36]

[38]

[35]

[8]

[32]
[33]

播期、基施氮肥和播量等
Sowing date, basal nitrogen fertilizer and sowing rate

优化播期播量和养分管理
Optimizing sowing date and
rate, and nutrient management

[41]

肥料
Fertilizer

配方施肥
Formulated fertilizer

[12]

品种、栽培管理措施
Variety, cultivation management

品种更替
Variety turnover

[40]

种植区光温时空分布
Spato-temporal light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养分吸收
Nutrient uptake

在各种植区采取不同农学措施
Adopting different agricultural measures
优化肥料投入
Optimizing fertilizer input

[37]

农户调查与取样分析
Farmer survey and
sampling analysis
3 430 kghm2 1961— APSIM 模型和 ArcGIS
氮肥、水分
提高氮肥利用效率
黄土高原
2016
Loess Plateau
Nitrogen fertilizer, water
Improving nitrogen use effi方法
ciency
APSIM model and
ArcGIS method
1)%表示产量差大小为占潜在产量的百分比。1) “%” indicates the proportion of yield gap value in potential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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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部分称为光合有效辐射(photosynthetically

冬小麦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研究进展
冬小麦产量差异存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冬小麦

active radiation, PAR), 是指在太阳辐射中波长为

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异。冬小麦生产可利用的农业资

400~700 nm 的可见光, 约占太阳辐射的 50%[44]。辐

源主要包括光、热、水、肥等生产要素。冬小麦资

射利用效率(radiation use efficiency, RUE)是指冬小

源利用效率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节约

麦叶片截获的单位 PAR 所产生的干生物量或籽粒产

农业生产成本, 更可以在保护环境资源的背景下稳

量, 是冬小麦转化截获的辐射为生物量的能力。因

定和增加冬小麦产量, 也可以增加冬小麦应对不利

此, LUE 和 RUE 常被用来评价冬小麦对光能的利用

气候因素的能力。因此, 研究冬小麦资源利用效率

能力。冬小麦能否有效利用太阳光能, 是造成冬小

差异及其与产量差异之间的关系, 能够明确我国冬

麦产量差异的根本原因 [45]。粮食作物生物量 LUE 理

小麦生产从高投入高产出向低投入高产出模式转变

论值为 5%~6%。目前, 我国小麦生物量 LUE 一般为

的可能及途径。

1%~2%[45], 冬小麦 RUE 潜力为 2.3~8.6 gMJ1[44]。

1.2.1

我国各地冬小麦 LUE 和 RUE 存在较大的差异(表 2)。

冬小麦光能利用效率差异

冬小麦通过冠层叶片光合作用将太阳光能转化

例如, 张黛静等 [46]研究表明, 河南中部、北部地区冬

为生物量, 其中一部分生物量形成籽粒产量。冬小

小麦生物量 LUE 最高值分别为 2.58%和 2.75%, 冬

麦早期育种提高籽粒产量的途径主要是增加生物量,

小麦品种不同影响其 LUE 大小从而导致产量差异;

之后绿色革命提升冬小麦籽粒产量的机理主要是提

周宝元等 [45] 研究表明河南冬小麦-夏玉米系统中冬

高了收获指数和同化物向籽粒的转运。目前, 粮食

小麦籽粒产量 LUE 为 0.7%左右; 此外, 提高冬小麦

作物收获指数已达最佳极限 0.6 左右, 优化潜力较

RUE 或缩减 RUE 差异可缩减冬小麦产量差异。Ali

小

[42]

。因此, 再次通过提高冬小麦叶片对太阳辐射

等 [47]研究表明冬小麦灌浆期 RUE 差异解释了 70%
的产量差; 冬小麦 RUE 与冠层截获光合有效辐射量

的利用效率增加籽粒产量, 成为重要途径。
光能利用率(light energy use efficiency, LUE)起

和冠层辐射截获率呈正比, 合适的冠层结构及群体

初被定义为单位面积太阳总辐射生产出的冬小麦干

叶面积指数, 利于冬小麦冠层截获或吸收更多的光

物质或籽粒所含能量

[43]

。太阳辐射中能被绿叶作物
表2

Table 2

合有效辐射, 从而提高冬小麦生物量和籽粒产量 [48];

冬小麦光能利用效率或辐射利用效率研究结果与影响因素

Research results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light use efficiency (LUE) or radiation use efficiency (RUE) of winter wheat

研究区域
Research
location

研究时间
Research
period

美国
United States

2004—2006

RUE 3.35~3.78 gMJ1

播种管理 Sowing management

[52]

北京 Beijing

2014—2016

RUE 1.42~2.00 gMJ1

播种模式 Sowing pattern

[49]

河北
Hebei

2008—2009

籽 粒 LUE
1.16%~1.35%
Grain
LUE
1.16%1.35%

种植密度 Plant density

[50]

河南
Henan

1983—2007

籽粒 LUE 0.21%~0.55% Grain LUE 0.21%0.55%

积温等气候变化
Change of climate such as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43]

河南
Henan

1981—2016

籽粒 LUE 0.20%~0.31%
Grain LUE 0.20%0.31%

积温、降水等气候因素
Climate factors such as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etc.

[53]

2013—2014

籽 粒 LUE
2.03%~2.75%
Grain
LUE
2.03%2.75%

0.59%~0.89%;

河南
Henan

品种 Variety

[46]

2011—2015

籽 粒 LUE
1.49%~1.62%
Grain
LUE
1.49%1.62%

0.70%~0.74%;

河南
Henan

种植模式 Planting pattern

[45]

陕西 Shaanxi

2015—2017

RUE 2.76~3.55 gMJ1

水分 Water

[48]

RUE 0.2~2.4 gMJ1

耕作方式、灌溉管理 Tillage, irrigation
management

[47]

陕西 Shaanxi

2015—2017

光能利用效率或辐射利用效率
Light use efficiency (LUE) or radiation use
efficiency (RUE)

0.51%~0.75%;
0.51%0.75%;

0.59%0.89%;

0.70%0.74%;

生 物 量

LUE

biomass

LUE

生 物 量

LUE

biomass

LUE

生 物 量

LUE

biomass

LUE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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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氮肥施用量、秸秆还田、种植密度、种植模

冬小麦产量之间的关系, 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充分利

式、播期播量、品种、栽培管理措施等因素影响冬

用光热资源以提高我国冬小麦产量至关重要。并且,

小麦冠层结构、单位叶面积含氮量和群体叶面积指

提升光热等自然资源利用效率, 还可减少水、肥等

数等形态或生理性状, 从而影响冬小麦光合有效辐

其他资源的投入 [45]。

射截获和 RUE[46-47,49-52]; 温度、土壤状况等因素影

1.2.3

响冬小麦叶片蒸腾速率及饱和水汽压, 从而影响冬
[48]

冬小麦氮肥利用效率差异
氮素是冬小麦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营养元

。因此, 进一步定量化研究冬小麦 LUE

素之一。我国是全球氮肥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

或 RUE 差异时空分布及缩减措施, 提高我国冬小麦

家 [6]。然而, 我国农用氮肥施用过量情况严重, 施用

光能利用效率, 是充分利用我国冬麦区光资源以提

量远远超过了冬小麦的生长需求量, 这不仅导致氮

高作物产量的目标之一。

肥利用效率逐年降低, 增加了冬小麦生产成本, 更

1.2.2

是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问题, 如土壤养分失衡、

小麦 RUE

冬小麦热量利用效率差异

大气温度是影响冬小麦生长和发育的主要因子

水体富营养化、氮素淋失、温室气体排放及土壤酸

之一, 热量是冬小麦光合作用及籽粒产量形成的基

化等, 严重威胁了农业生态环境和冬小麦绿色、高

。在生产实践中, 冬小麦生物学下限温度为

效和可持续发展 [60-61] 。我国不同地区冬小麦氮肥施

0 ℃ [45]、3 ℃ [43]或 5 ℃ [54], 在这个温度之下小麦基本

用量农户间差异较大, 尤其是冬小麦主要生产地区,

停止生长和发育。另外, 各地实际生产中冬小麦生

山东省农户平均施氮量为 424 kghm2, 河南省农户

物学上限温度为 30 ℃ [43]、34 ℃ [55]或 37 ℃, 高于该

施氮量平均为 234 kghm2[62], 河北省农户氮肥用量

温度冬小麦也无法正常生长和发育。1735 年法国人

为 205.6~335.2 kghm2[12], 陕西省渭北旱塬冬小麦

Réaumur 最先提出积温概念, 定义为作物整个生育

施氮量为 188.0~206.4 kghm2, 关中平原冬小麦施

期内温度累积值, 第一次将气候温度与作物发育联

氮量为 184.1~213.7 kghm2, 均远高于发达国家如

系起来, 指出作物要求一定的温度累积才能完成某

法 国 、 丹 麦 冬 小 麦 施 氮 量 (50 kghm2 和

个生育进程 [56]。后来 Monteith 提出生长度日(growing

150 kghm2)[63]。人为施用氮肥仅不足 50%被冬小麦

degree days, GDD, ℃·d), 用以衡量作物生长发育所

吸收利用 [64] 。因此, 我国各地区适度减施氮肥和增

需热量资源和条件, 冬小麦在全生育期必须满足

加冬小麦氮肥吸收利用效率成为当前冬小麦增产增

础

[54]

1 850~2 450 ℃·d 的生长度日

[57]

。河南、山东、天津

效的必须手段。

等地冬小麦出苗积温(≥0 ℃)需分别满足

国际上, 氮肥利用效率定量指标主要有氮肥农

110~120 ℃·d、118.5~169.5 ℃ d、125~135 ℃·d, 冬

学效率(nitrogen agronomic efficiency, AEN)、氮肥吸

小麦对不同积温条件的利用会影响冬小麦群体的形

收利用效率(nitrogen recovery efficiency, REN)、氮肥

态生长

[56]

生理利用率(nitrogen physiological efficiency, PEN)和

。

热量利用效率(hea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HUE)

氮肥偏生产力(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pplied N,

是用来评价冬小麦利用热量资源效率的指标, 一般

PFPN)等 [62]。目前, 我国氮肥施用过量导致土壤和环

是指单位生长度日所生产的单株生物量[单株水平,

境氮供应量大, 氮肥增产效率下降, PFPN 可以反映

1

1

单位为 gplant (℃d) ]或群体籽粒产量[群体水平,
2 1 [54]

土壤基础养分水平和化肥施用量综合效应, 是评价

。冬小麦对当地热量条件

肥料氮利用效率的最佳指标, 应用最为广泛 [64](表

的有效利用是实现籽粒产量潜力和高产的重要前

3) 。 国 际 上 认 为 冬 小 麦 等 谷 物 PFPN 目 标 值 为

提。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冬小麦 HUE 差异较大。

40.0~70.0 kgkg1, 2001—2005 年我国小麦 PFPN 平均

1983—2007 年河南北部地区冬小麦 HUE 为 1.9~

为 43.0 kgkg1, 提升空间仍很大 [65]。减少施氮量可

4.3 kg(℃dhm2)1[43]。黄淮海南部地区冬小麦-夏玉

提高 PFPN、降低氮淋失和保持产量稳定 [61,63]。优化

米系统中冬小麦 HUE 为 3.5~3.8 kg(℃dhm2)1[45]。

水肥管理可提高 PFPN[66]。黄少辉等 [12]研究表明, 通

河南省各地冬小麦 HUE 为 1.3~2.8 kg(℃dhm2)1[53,58]。

过测土配方施肥可缩减 PFPN 差异, 同时使冬小麦增

以上研究均表明我国热量丰富地区冬小麦 HUE 较小,

产。Lü 等 [64]研究表明, 陕西关中平原冬小麦若采用

提升潜力巨大。调整播期、灌溉制度、种植模式和

最优施氮量 175 kghm2, 相应产量为 6 799 kghm2,

耕作模式等因素能提高冬小麦 HUE[45,53,59]。因此, 明

PFPN 可 提 高 至 63.9 kgkg1, 比 普 通 农 户 提 高 了

确我国各地热量利用效率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及与

74%。Liu 等 [60]研究表明, 山东省冬小麦采取较优施

单位为 kg(℃dh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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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量 240 kg·hm2, PFPN 可增加 63%, 温室气体排放

最佳施氮量为 180~270 kg·hm2, 品种与施氮量共同

降低, 环境和经济效益均提升。姜瑛等 [62]研究表明,

影响 PFPN。Chen 等 [68]研究表明, 通过土壤-作物综

河南省不同品种冬小麦产量与 PFPN 呈显著正相关。

合管理系统可显著提升冬小麦 PFPN, 并减少活性氮

江东国等

[67]

研究表明, 安徽省稻茬小麦晚播条件下
表3

Table 3

损失和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破坏。

我国冬小麦氮肥偏生产力研究结果及影响因素

Research resul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pplied N (PEPN) of winter wheat in China

研究范围
Research location

研究时间
Research period

氮肥偏生产力及差异
PEPN and difference
(kgkg1)

中国 China

2009—2012

28, 41~44

河北 Hebei

2001—2005

36.1

河北 Hebei

2011—2014

20.8~43.1

河南 Henan

2012—2014

4.9~23.3

河南 Henan

2017—2018

19.84~50.21

山东 Shandong

2009—2016

24~42

安徽 Anhui

2016—2018

14.67~38.92

陕西 Shaanxi

2009—2013

陕西 Shaanxi
黄土高原
Loess Plateau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参考文献
Reference

土壤、管理措施 Soil, management measure

[68]

肥料管理 Fertilizer management

[65]

土壤、种植技术、田间管理
Soil, planting technology, field management
水肥管理 Water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12]
[66]

品种 Variety

[62]

氮肥管理 Nitrogen management

[60]

播期、品种、氮肥管理 Sowing date, variety, nitrogen management

[67]

20.0~36.8

肥料管理 Fertilizer management

[63]

2005—2012

36.8~63.9

最优氮肥管理 Optimal nitrogen management

[64]

2008—2014

29.5~74.1

水分、氮肥管理 Water, nitrogen management

[61]

以上研究结果(表 3)表明, 我国冬小麦 PFPN 差

差异平均可达 1 kg·m3, 为 WUE 潜力值的 50%, 在

异较大, 与目标值差距也很大。选育推广氮素利用

西欧和南美地区 WUE 差异为 30%左右, 而在非洲地

效率高的优良冬小麦品种可使 PFPN 和产量协同增

区 WUE 差异可达 70%以上, 农户冬小麦 WUE 实际

加, 优化水肥等管理可使优良品种在稳产的同时提

值远小于冬小麦 WUE 潜力值 [70]。冬小麦 WUE 受多

高冬小麦 PFPN。然而, 其他因素与冬小麦 PFPN 关系

种环境因素和栽培管理措施的影响而有所差异, 比

仍然并不明确, 冬小麦 PFPN 时空差异研究仍较缺

如土壤状况、肥料施用情况 [72] 、叶片气孔导度、光

乏。因此, 今后研究重点仍是分析并找出各地区冬

合速率和蒸腾速率等。减少灌溉次数使土壤水分适

小麦优良品种最适施氮水平、提高施用氮肥被冬小

度亏缺可调节根系生长和冠层形态, 提高土壤贮水

麦回收利用效率、探索缩减氮肥利用效率差异的综

能 力 和 冬 小 麦 WUE, 使 冬 小 麦 在 获 得 相 对 高 产

合管理措施, 在氮肥施用零增长甚至减量施用的同

8.1 thm2 的同时达到高 WUE(2.3 kgm3)[73]。优化灌

时保证冬小麦产量持续增加, 是目前农业绿色可持

溉制度可使冬小麦在取得 9.3 thm2 高产的同时具有

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60]。

高 WUE(2.02 kgm3)[71]。有限灌溉、适时灌溉、土

1.2.4

壤耕作管理和更新品种可提高冬小麦 WUE[70]。因此,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差异

水分是冬小麦产量形成所依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保证高产稳产的同时提高冬小麦 WUE 具有极大

我国淡水资源严重短缺, 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4,

的潜力和空间。未来可继续探索我国各地冬小麦水

农业灌溉用水占比高达 90%。世界各国地下水位逐年

分利用效率差异时空分布、与产量差关系及缩减途

下降, 灌溉用水压采, 对灌溉用水利用效率提出了更

径, 对我国淡水资源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

严峻的要求[69-70]。水分利用效率(WUE)是衡量冬小麦
生物积累量与耗水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群体
WUE 为田间冬小麦群体生物学产量或籽粒产量与群

2

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形成
机理

体总耗水量之比, 是冬小麦节水高效研究的通用指

冬小麦产量形成主要是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标。高 WUE 对我国冬小麦可持续高产至关重要, 尤

的共同影响, 人为管理因素可以调节环境因素对产

其是对我国干旱半干旱冬小麦生产区

[71]

。

量形成过程的影响及遗传因素对环境因素的适应和

目前冬小麦区域 WUE 差异研究较少, 主要集

利用。前人研究(表 1)表明, 影响冬小麦产量差异和

中在区域 WUE 大小的研究上(表 4), 与产量差定量

效率差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品种、气候、土壤、人为

关系研究仍缺乏。世界范围内冬小麦籽粒产量 WUE

管理措施和技术因素, 以及农户决策因素。

http://www.ecoagri.ac.cn

1560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表4
Table 4

第 28 卷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研究结果及影响因素

Research resul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研究范围
Research location

研究时间
Research period

水分利用效率
Water use efficiency
(kgm3)

全球 World

2010—2014

0.31~2.04

管理措施 Management measure

[69]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参考文献
Reference

河北 Hebei

2013—2015

1.70~2.49

灌溉次数等管理措施 Management measure such as irrigation times

[73]

河南 Henan

2014—2016

1.59~2.02

灌溉制度等管理措施 Management measure such as irrigation system

[71]

黄土高原 Loess Plateau

2011—2015

1.70~3.40

氮肥管理 Nitrogen management

[72]

黄淮海地区
Huang-Huai-Hai Region

1980—2017

1.09~2.06

品种、灌溉、土壤耕作等 Variety, irrigation, soil tillage, etc.

[70]

2.1

预计到 2100 年单独因热量效应的增加导致中国冬

品种因素
自绿色革命以来, 品种因素对冬小麦产量影响

小麦减产的可能性为 80%[79] 。黄淮海平原升温对冬

巨大, 品种更新导致的全球小麦总体产量的增加量

小 麦 产 量 的 影 响 具 有 时 空 差 异 性 [80] , 全 球 高 纬 度

平均每年可达产量潜力的 1%[1]。1950—2012 年间品

地 区 冬 小 麦 产 量 受 温 度 影 响 高 于 低 纬 度 地 区 [81] ,

种改良使我国小麦总体产量每年增加 57.5 kg·hm2[74]。

从而导致年际间或地域间的产量差的形成。另外,

然而, 随着新品种产量潜力的增加, 冬小麦产量差

极端天气如冬季冻害、夏季热干风也会造成冬小麦

异并未改变。这是由于不同品种在不同地区的适应

产量差的形成。

[75]

, 品种对各种种植系统和管理系统的

降水是影响冬小麦不同产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

反应不同, 并且农民对 品种实地应 用的知识有 限,

一。降雨量与小麦产量基本上呈正相关, 冬小麦产

导致田间生产采用的小麦品种多、杂、乱, 从而导

量差与冬小麦灌浆期降雨量密切相关 [82]。降水存在

致各种产量层次差异的产生 [76] 。在我国山东省品种

明显的时空差异 [83] 。如果生长季节供水充分, 如澳

更替引起的冬小麦产量差多年平均值为

大利亚西部小麦季节水分供应在 250 mm 以上时,

性差异较大

2

[40]

。在全球冬小

降水量不再是产量的限制因子 [84] 。近年来, 黄淮海

麦产量较高的欧洲国家, 雨养冬小麦基因产量潜力

冬麦区温度升高, 降水量减少, 干旱对冬小麦产量

5 445.5 kg·hm , 影响率可达 26.6%
2

为 11~13 t·hm , 改善冬小麦花后耐热性或抗旱性、

的影响程度加大, 导致灌溉用水科学管理对产量的

冠层结构和物候性、根系吸水能力和延缓干旱下叶

影响日益重要。相比于品种, 产量增加与水肥的联

[1]

片衰老是主要品种性状改良目标 。不同品种冬小

系更加紧密 [85]。冬小麦雨养产量差及降雨利用效率

麦氮肥利用效率差异也较大 [62] 。因此, 品种潜力的

差异研究是关注降水影响最多的研究 [69]。

发挥必须与高产栽培技术相配套, 尤其是提升高产

另外, 小麦产量与太阳辐射呈正比, 太阳辐射

品种和高资源利用效率品种在次优环境中产量潜力

的减少会导致小麦减产 6%~8%[86]。各地区日照时数

的发挥。

和日温差与冬小麦籽粒产量呈正相关, 日照时数和

2.2

日温差的不同变化影响冬小麦产量差异 [87] 。由于太

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主要指温度、降水、日照时间和太阳

阳辐射和日照时数的改变影响了小麦的光合有效辐

辐射、CO2 浓度等环境因素。气候因素造成的冬小

射和叶温, 从而影响了其干物质积累、分配及品质

麦产量差主要体现在年际间产量差异和不同气候区

形成的过程, 导致小麦产量的变化。

域间产量差异。在世界各国小麦高产粮仓地带, 气

2.3

候变化可导致大于 36%的冬小麦产量变异

[77]

土壤因素

。建立

土壤是冬小麦生产的最重要基础因素, 耕层土

与气候相适应的种植分布格局、播期播量等栽培管

壤结构和土壤质量决定了冬小麦地下部根系的发育

理措施, 可缩小冬小麦产量差异和资源利用效率差

程度以及对地上部生产力的支撑程度, 优化土壤结

异

[9,53]

。

构和提高土壤质量是全球主要作物实现增产潜力的

温度是冬小麦产量变异的主要影响因子, 1980

主要途径之一 [88]。中国耕地土壤质量深刻影响着农

年 以 来 全 球 冬 小 麦 因 平 均 温 度 升 高 导 致 产 量 净下

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耕层土壤质量要素包括耕

降高达 5.5%, 可能是由于极端高温增加会导致小

层厚度、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

[78]

。 1979—2000

速效磷、速效钾和其他微量元素等。耕层厚度增加

年中国气温每上升 1 ℃, 小麦产量下降 3%~10%,

能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89]。我国耕地表层土

麦生长季变短从而影响小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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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厚度在下降, 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也仅为
1

10 gkg 左右, 而欧美等国家为 25~40 gkg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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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可归纳到管理措施中进行研究, 引起的产量差

。施

约占总产量差的 10%, 先进的生物胁迫因子管控技

用有机肥和秸秆还田可改善土壤肥力和提高土壤养

术可以缩减这些限制因子造成的冬小麦产量损失。

[38,63]

。我国耕地面积大小

人为管理措施和技术的研究在于综合多因素的影响,

和土壤质量不一以及农户整地措施不一致, 导致农

协调和改善不同冬小麦品种对环境因素的适应性及

户肥料利用效率及冬小麦籽粒产量差异巨大。较优

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均衡提高冬小麦的总

的耕作措施和轮耕系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及整地质

体产量 [14]。

量, 提升土壤质量及土壤储水供水功能, 促进土壤

2.5

分, 能显著提高冬小麦产量

农户决策因素是指能够影响农民采取缩减产

微生物与冬小麦植株良性互作, 可以更好地发挥出
[91-92]

农户决策因素

。土壤覆膜技术可以提

量差的农业措施等决策的因素, 主要有社会经济政

高冬小麦产量及水氮利用效率, 尤其是低投入农业

治因素、景观、生态系统因素、耕作面积等 [97]。农

地区和干旱地区 [93] 。由于产量变异受土壤、土壤管

户也更加注重经济产量。优化农户决策因素是一种

理技术及其互作作用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耕地生产

缩减产量差更广泛的措施途径, 通过增加农户采取

潜力的概念, 来研究耕地质量对冬小麦产量差影响

各种技术解决方案的动力和积极性, 使高产高效措

的大小, 以期通过改善耕地结构和质量, 达到良好

施或技术与农民的经济效益相一致, 从而间接缩减

冬小麦产量的生理潜力

[10]

。同时, 构建富有生产力且质量

产量差, 最终提高冬小麦生产力。社会经济政治因

均衡的耕层, 可驱动冬小麦产量差与效率差的缩小,

素包括农民自身受教育水平、市场粮食价格、农民

达到冬小麦稳产增效目的。目前与土壤限制因素有

收入、农业政策、政府机构支持、作物保险等风险

关的产量差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分限制产量差、养分

控制措施、耕作面积、农业机械化程度、基础设施

限制产量差和土壤限制产量差等, 并且关注与农户

的配套程度、农民获取技术的难易程度、生产成本

管理措施和科学技术的相关性。

与收益、农业习俗等 [18,96,98] , 会通过影响农民是否

2.4

采 取 缩 减 产 量 差 的 意 愿 和 决 策 进 而 间 接 影 响 作物

的土地利用效益

人为管理措施和技术因素
人为栽培管理包括种植制度、播种方式、机械

产量, 与作物产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99] ,

化程度、播期、播量、整地方式、植保管理、养分

这些因素的实施程度也会影响作物产量差的大小。

肥料管理(肥料种类、施肥时间、施肥方式、施肥量、

扩大耕作面积或地块面积, 提升机械化程度等, 会

施肥次数、土壤肥力等)、灌溉技术管理(灌溉设施、

促进作物产量朝着均衡方向发展, 缩小产量差和效

灌溉方式、灌溉时间、灌溉次数、灌溉量等), 以及

率差。

农田管理(草虫害及施药管理、田块大小管理、投入
大小、栽培技术应用选择等)等因素, 这些因素也
极 大 地 影 响冬 小 麦 产 量差 异 和 资 源利 用 效 率 的大
小 [66,71,94] 。通过改善养分管理和调节灌溉量及灌溉

3

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缩减技术途径研
究进展
综合上述研究可知, 影响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

。

的因子是众多而广泛的。深入研究并明确我国各地

采用先进农艺措施解除或改善各地限制因素对冬小

区重点限制因子的影响, 针对性制定农业技术解决

麦产量差的影响, 优化农业栽培管理措施可基本消

方案, 可有效缩减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除品种

次数, 大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可能增加 45%~70%

除农户冬小麦实际产量与可实现产量的差异

[14]

[95]

。在

我国华北地区, 提高栽培耕作技术的到位率是缩小
[41]

开发技术和政策支持外, 目前已有一些冬小麦产量
差缩减技术途径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表 5)。

。如果采用了

长远上看, 可持续性集约化是我国冬小麦生产

日益先进的农艺管理措施和技术, 发展中国家冬小

发展的方向, 但就目前来说, 我国冬小麦生产仍以

冬小麦田块尺度产量差的重要途径
[96]

。不同的管理措施对

小农户为主, 逐步缩减小农户间冬小麦产量差和效

产量差影响不同, 这是实践中最难定量的变量因素,

率差, 示范推广区域模式化农户通用简化技术方案,

而且各种管理技术的到位率也有较大差异, 但通过

不仅对满足当前小农户农业需求意义重大, 对未来

细致研究各管理措施因子对产量差的单独影响及组

集约化冬小麦可持续生产也能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

合影响, 将在技术制定中发挥重大作用。其他因素

支撑, 而我国冬小麦在这方面的区域模式化技术方

如杂草、病害虫等生物胁迫因素也是产量限制因子,

案还很欠缺,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丰富。

麦产量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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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Table 5

第 28 卷

我国冬小麦缩差增效技术途径

Yield gap-closing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enhancing technical routes of winter wheat in China

技术分类
Technical classification

技术内容
Technical content

土壤处理技术和耕作技术
Soil treatment and tillage technology

播种技术 Seeding technology

合理灌溉制度 Optimized irrigation system

文献来源
Reference

深翻技术 Deep plowing

[100]

土壤-作物综合管理系统 Integrated soil-crop system management

[68]

垂直深旋耕技术 Deep vertical rotatory tillage

[101]

立体匀播 Tridimensional uniform sowing

[49]

垄作、补灌 Ridge-furrow planting,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47]

起垄覆膜技术 Ridge-furrow mulching technology

[93]

微喷灌 Sprinkler irrigation
滴灌 Drip irrigation

[71]

测墒补灌 Supplementary irrigation by soil moisture measure

[102]

精准施肥技术 Precision fertilizing technology

测土配方技术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12]

农户合作模式 Farmer cooperation mode

科技小院模式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yard mode

[41]

4

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及调
控技术途径研究发展方向

量差和效率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策略和手段。通过
各种策略使我国各地冬小麦产量达 70%~80%的产
量潜力仍是主要目标 [88] 。同时, 效率差研究及其与

到 2050 年, 世界发展中国家对小麦的需求将比

产量差的关系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和明确。另外,

目前增加 50%~60%。随着全球气温增高、极端气候

冬小麦产量差与效率差影响因素复杂, 所需研究方

事件频出、水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恶化及人类对粮

法综合性增强, 多学科数据渗入, 因此, 需要借助

食和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面

现代大数据技术进行全面数据整合、挖掘和应用,

临的挑战和威胁不断增多, 缩减已存在的冬小麦产

创建区域模式化冬小麦缩差增效技术途径(图 2)。

图2
Fig. 2

4.1

冬小麦产量差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研究路径和关系图

Research route and relations of yield gap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建立基于云数据分析的区域化冬小麦产量差

径, 与信息农业紧密结合, 创建基于品种、气候、土

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智慧调控途径

壤、人为管理和农户决策五大重要影响因素的农业

我国有北部冬麦区、黄淮海冬麦区和长江中下

云数据库, 并不断加强和完善; 利用云数据技术综

游冬麦区三大冬小麦生态区, 气候类型、自然资源

合性网络化研究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 为区域模

环境差异大, 品种类型明显不同, 因此, 需要制定

式化指导农业政策制定、生产规划及技术途径优化

区域模式化的冬小麦产量差和效率差缩减技术与途

组配奠定基础, 结合遥感、无人机、现代农机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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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发展智慧农业势在必行。目前, 可利用的数据有:
国家统计数据, 全国及各省冬小麦品种区域试验、
高产创建、丰产方建设试验数据, 长期定点定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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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监测数据, 全国农情调查农户调查数据, 生物物理

[3] HOCHMAN Z, GOBBETT D L, HORAN H. Climate trends

性环境数据、土壤数据, 气象数据、卫星、遥感、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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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等。未来将会逐渐增加的数据有: 优良品种适应
性等研究数据, 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播期播量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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