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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针对异常气候条件下的作物估产模型，对于理解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提高估产模型的适用
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气象灾害指标、遥感植被指数与趋势产量的随机森林回归估产方法，基
于该方法构建了中国五大麦区的小麦单产估算模型，并选择典型的灾害年份在县级尺度和麦区尺度上分别进行
了精度验证，对比分析了不同麦区输入变量对估产模型构建的重要性。结果显示：五大麦区估产模型拟合精度
的 R2 均在 0.95 以上，各麦区县级实际单产与预测单产平均相对误差均低于 0.060，区级均低于 0.049；输入变
量在不同麦区的重要性存在差异。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在五大麦区重要性均较高，干热风指标在西北春麦区与
北部春麦区相比其他区域更重要，月平均温度距平与月平均降水距平在各个麦区的重要性差异不大，小麦拔节
期与抽穗期的标准化差分植被指数（NDVI）重要性相对其他时间段的 NDVI 更高。本文构建的估产模型能够
满足异常气候条件下估产的精度，可以为极端气候条件下大尺度的估产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随机森林；估产；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标准化差值植被指数；干热风指标；温度距平；降水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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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wheat yield estimation method under abnormal climat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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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rop yield estimation model under abnormal climate condi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crop yield and improve the applicability of yield estimation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random forest regression yield estimation method based o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index, remote
sensing vegetation index and trend yield. Based on this method, the wheat yield estimation models of five major wheat
growing regions in China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accuracy of wheat yield estimation was verified at both county
level and wheat growing region level in selected typical disaster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input variables in different
wheat growing reg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yield estimation model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2 of fitting accuracy of yield estimation model in each wheat growing region was all above 0.95.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actual and predicted yield in disaster years was below 0.060 at county level, and 0.049 at wheat
growing region level. The importance of input variables differs in different wheat growing regions. The importance of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SPEI) is high in all five wheat regions. The dry hot wind index
is more important in the northwest spring wheat region and the north spring wheat region than in other three wheat
growing regions. The importance of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omaly and monthly average precipitation anomaly
in each wheat growing region has little difference. The importance of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at jointing stage and heading stage was higher than that at other stages. The yield estimation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can meet the accuracy of yield estimation under abnormal climate condition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large-scale
yield estimation methods under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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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上半叶至今，地球大气中的 CO2 浓
度不断升高，变暖趋势越来越显著，全球气候变
化，导致异常气候事件频发 [1]。相关研究表明，尽
管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有一定的
差异，但整体上弊大于利 [2]。我国农业受气候变化
的影响十分严重 [3]，在各类农业气象灾害中，干旱
和洪涝是影响我国农作物生产最主要的气象灾害。
1980 年以来，我国洪旱灾害频发。1998 年的长江
和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水事件和 2016 年的长江中下
游及太湖洪涝事件直接带来上千亿元经济损失 [4]。
相比洪涝，干旱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更为严重 [5]。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07 至 2017 年全国农作物旱
灾面积年均值为 1.53×107 hm2，粮食损失年均值为
2.14 亿 t，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年均值为 282.15 亿元，
占 GDP 均值的 0.21%[6]。在全国各种气象灾害中，
干旱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比约 56%，洪涝导致
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比约 24%[7]。此外，低温冷害、
干热风等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也给我国农作物安全
生产带来了巨大挑战。在中国北方麦区，干热风灾
害的发生一般会导致小麦减产 5%~10%，在受灾严
重的年份减产率能达到 20%~30%[8]。
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应用，许多专
家学者将遥感技术应用到农作物估产中 [9]，为作物
估产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10]。从模型建立的理论角度
出发，当前主流的作物估产模型可以分为四类 ：经
验统计模型、光能利用率模型、作物生长模拟模型
和耦合模型 [11]。探究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大多采用经验统计模型中的气象估产模型。气象估
产模型发展较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基本的
气象估产模型有三种。第一种，直接建立气象因子
和作物产量之间的回归模型 ；第二种，首先计算相
邻两年作物产量差和气象因子差，然后建立作物产
量差和气象因子差之间的回归模型，进而进行作物
产量预测。第三种，将作物产量分解为趋势产量和
气象产量两部分，前者反映由技术进步（如灌溉、
施肥、新品种等）导致的产量的长期变化，后者反
映由自然气候要素（光照、降水、辐射等）引起的
产量的短期波动。
常用的气象估产模型构建方法包括线性和非线
性回归两大类 [12-13]。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神
经网络、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新的数据挖掘
手段也应用于估产模型的构建 [14-16]。Breiman[17] 在
2001 年提出了随机森林算法。它是一种集成学习算
法，具有稳定性好，预测精度高，不易产生过拟合
等优点，不需要顾虑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与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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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线性回归方法相比，其表现更稳定，具有较强
的抗干扰能力。该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干旱监测 [18]、
山体滑坡预测 [19]、洪涝 [20] 和火灾风险 [21] 分析等方
面。但目前应用随机森林算法进行异常气候条件下
的作物估产的研究甚少。目前大多研究也并没有验
证所建立的估产模型在灾害年份的估产效果。为此，
本文基于随机森林算法，以气象估产模型为基础，
结合气象灾害指数和遥感植被指数，在中国五大小
麦种植区分别建立估产模型，并验证其在典型灾害
年份的估产精度，为探究气候变化对小麦产量的影
响，以及建立满足异常气候下估产精度的模型提供
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范围（图 1）包括西北春麦区、北部
冬麦区、黄淮海冬麦区、长江中下游冬麦区与西南
冬麦区 [22-23]。西北春麦区位于黄淮上游三大高原的
交汇地带，该区由宁夏全区、甘肃省大部分地区，
内蒙古西北部地区构成，冬天寒冷、夏季炎热，春
季与秋季多风，天气较为干燥，白天和晚上温差很
大。降水不足是影响该区小麦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
部分地区春小麦生长后期有干热风危害。北部冬麦
区位于我国中纬度地带，由北京全市、天津全市、
河北、山西以及陕西省部分地区组成，属于暖温带
季风区域。该区冬寒春旱，降水不足且分布不均匀。
黄淮海冬麦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由山东省全部、河
南省大部分区域以及陕西省与山西省南部、安徽省
与江苏省北部、河北南部的少部分地区组成。该区
北部小麦在低温年份有遭受低温冷害的风险，南部
地区气温较高，冬小麦返青期不明显。降水量南多
北少，东多西少，小麦生育期降雨可基本满足，但
北部仍偶尔有旱灾发生，需灌溉。长江中下游冬麦
区由湖北全省、湖南全省、江西全省、浙江全省、
上海全市，安徽省与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组成。该区
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宜小麦生长，但该区降水
极不平衡，南部降水过多不适宜小麦生长，北部降
水较少时有干旱发生。西南冬麦区由重庆全市、贵
州全省、四川省东部与云南省北部组成。该麦区地
形复杂，包括山地、盆地、平原等多种地形，其中
山地为该区主要地形，复杂的地形也导致该区域气
候环境差异较大，农作物种植、成熟时间差异较大，
除平原地区外，农田地块较为破碎。

2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本文技术路线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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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 1 中国小麦种植区划
Wheat growing region of China

注 ：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原审图号 GS（2019）1697 号，审图号 GS（2022）1655 号。

1）利用原始气象数据与遥感数据建立相应气象灾
害指标与遥感植被指数 ；2）利用直线滑动平均法
和 HP 滤波法拟合趋势产量，选择最佳拟合方法 ；
3）以气象灾害指标、遥感植被指数为输入变量，
实际产量为输出变量，建立样本库 ；4）利用随机
森林算法在不同麦区建立估产模型并进行精度验
证 ；5）筛选出各麦区不同类型灾害年份，并进行
估产验证；
6）对不同麦区输入变量进行重要性评价。
2.1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我国众多不同类型气象
灾害中，对农作物生产影响较大的灾害类型主要包
括旱灾、洪涝、低温冻害以及干热风四种 [24-28]。为
此，本文收集了气象数据与遥感数据，用于构建表
示干旱、洪涝、低温冷害、干热风四种灾害的指标，

以及表示小麦不同时期长势情况的遥感植被指数指
标，用于估产模型的建立。具体包括 ：1）来自全
球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SPEI） 数 据 库 1999—2018
年的 SPEIbase v2.6 数据集，时间尺度为 1~48 月，
分辨率为 0.5° ；2）来自欧空局哥白尼气象数据中
心的 1999—2018 年的月平均降水量、月平均温度、
14 时风速、14 时相对湿度、日最高温度，除了日
最高温度分辨率为 0.1°外，其他数据的空间分辨率
均为 0.25° ；3）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2000—2018
年的 16 d 合成的 MOD13Q1-NDVI 数据，空间分辨
率为 250 m。
2.2 输入参数计算
五大麦区范围广，小麦种植时间差异较大，各

气象灾害指标与遥
感植被指数建立

数据获取

趋势产量拟合

样本库建立

历年实际产量

Fig. 2

图 2 技术路线
Technical flowchart

随机森林估
产模型建立

特征重要性
评价
灾害年份估
产精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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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区的小麦生育期间分别为黄淮海冬麦区 9 月 - 次
年 6 月、
北部冬麦区 9 月 - 次年 6 月、
西南冬麦区 8 月 次年 7 月、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10 月 - 次年 5 月、西
北春麦区 3 月 -8 月，因此本文以各麦区小麦的生育
期并集为研究时段来对参数进行计算。
2.2.1 干 旱 指 标 本 文 选 用 SPEI8-6、SPEI6-10、
SPEI6-10、SPEI5-8、SPEI7-12 分别表示西北春麦区、
北部冬麦区、黄淮海冬麦区、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西南冬麦区中小麦整个生育期内的干旱程度。其中，
SPEIm-n 为 m 月份时间尺度为 n 的 SPEI 干旱指数，
用来描述 m 月份过去 n 个月整体的干旱情况。具体
计算流程是首先将 SPEI 干旱指数重采样至 1 km 空
间尺度，用全国耕地范围数据进行耕地掩膜，然后
以县域范围内 SPEI 干旱指数均值作为描述某县小
麦生育期内整体干旱程度的指标。
2.2.2 干热风指标 我国小麦干热风具体可以分为高
温低湿型、雨后青枯型和旱风型 3 种 [29]。国家气
象局发布了 2019 年干热风国家标准，采用日最高
气温、14 时空气相对湿度和 14 时风速组合，结合
20 cm 土壤相对湿度确定了 3 种类型小麦干热风指
标。不同地区干热风类型不同，评定标准也不同，
同时干热风灾害主要发生在我国北方麦区，具有局
地性特征。为了统一各麦区干热风指标，本文采用
了“三三三”标准对各麦区小麦生育期并集内干热
风有效天数进行统计，也即当小麦生育期并集内某
天同时满足日最高气温 >30℃、14 时空气相对湿度
<30%、14 时风速 >3 m/s 三个条件时即为一个干热
风有效天。干热风有效天数指小麦生育期并集内干
热风有效天的累积。
2.2.3 洪涝与低温冷害指标 洪涝指标的计算流程
是 ：首先在像元尺度上计算小麦生育期内某月份平
均降水的历年均值，然后用当月平均降水实际值与
历年均值作差得到当月平均降水距平值，最后取县
域内耕地像元距平值的均值作为描述该县当月洪涝
情况的指标（下文简称为月平均降水距平）
。低温
冷害指标的计算方法与洪涝指标类似，计算过程不
再赘述，下文简称为月平均温度距平。
2.2.4 遥感植被指数计算 首先对 MOD13Q1-NDVI
数据利用均值滤波从 250 m 重采样至 1 km，然后用
全国土地利用分布图对 2000—2018 年小麦生育期
内 MOD13Q1-NDVI 数据进行耕地掩膜，最后用全
国县级矢量对各县耕地范围内 NDVI 取均值，作为
各县的遥感植被指数。
2.3 趋势产量拟合
在气象估产模型中，通常将小麦实际产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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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趋势产量、气象产量和随机产量三部分，其中随
机产量往往忽略不计。因此，实际单产可以分解为
趋势单产和气象单产之和。
yt = Yt + Yc
（1）
式中 ：yt 为小麦实际单产，Yt 为趋势单产，Yc 为气
象单产，单位为 kg/hm2。
本文利用直线滑动平均法（包括 3 a 和 5 a 直
线滑动平均法）和 HP 滤波法 [30] 对五大麦区所有县
小麦实际单产进行趋势产量拟合，用实际单产减去
趋势单产得到气象单产。以气象单产为输出变量，
以四类气象灾害指标为输入变量，分别在五大麦区
构建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模型拟合精度越高说明对
气象产量拟合效果越好，也即对趋势产量拟合效果
越好，以此来筛选最适合的趋势产量拟合方法。模
型拟合精度用验证样本的决定系数 R2，均方根误差
（RMSE）和平均绝对误差（MAE）进行评价。
2.4 随机森林回归与验证
随机森林算法的主要思想是从原始训练集中有
放回地抽取 k 个样本，且每个样本的样本容量均与
原始训练集的大小一致 ；然后对每个样本分别进行
回归树建模，得到 k 个建模结果，最后以每一棵回
归树预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预测结果 [31]。随机
森林估产模型的输入变量包括趋势单产 1 个、干热
风有效天数 1 个、SPEI 干旱指数 1 个、生育期内
月平均降水距平 N 个、生育期内月平均温度距平 N
个、生育期内每 16 d 的 NDVI 植被指数 M 个，合
计 2N+M+3 个。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麦区小麦的生
育期不同，因此生育期内月平均温度距平和月平均
降水距平的个数 N 在不同麦区将发生改变。以样本
集中 3/4 样本子集作为训练样本建立回归模型，1/4
样本子集作为验证样本进行估产模型拟合精度的验
证。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拟合精度用模型决定系数
R2、验证样本的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以及平
均相对误差进行评价。
2.5 灾害年份估产精度验证
采用麦区内主要省（直辖市）农作物受灾面积
累计的大小来表示各麦区整体受干旱、洪涝、低温
冷害三类气象灾害导致的农作物受灾情况。另外，
由于年鉴统计数据中不包含干热风灾害统计数据，
因此对于不同麦区干热风灾害年份的确定，主要参
考了其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灾害年份确定之后，
将五大麦区灾害年份对应的样本进行剔除，对各麦
区重新建立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然后将各麦区旱灾、
洪涝灾害、低温冷害、干热风灾害年份对应的样本
的自变量代入重新训练好的模型进行灾害年份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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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最后在县级尺度和麦区尺度分别进行了精度
验证。县级尺度验证用各麦区中所有县小麦单产真
实值和预测值的相对误差的平均值表示。麦区尺度
验证用各麦区实际单产和预测单产的相对误差进行
评价。其中，各麦区实际单产是先用各县实际单产
与各县实际种植面积计算得到麦区实际总产量，再
用实际总产量除以总种植面积得到。同理，各麦区
预测单产是先用各县预测单产与各县实际种植面积
计算得到麦区总预测产量，再用麦区总预测产量除
以总种植面积得到。
2.6 特征重要性评价方法
用随机森林中某个树节点的样本方差与分裂后
两个叶子节点样本方差进行差值运算，用该差值来
评价某个特征的重要性程度，差值降低越高表示该
特征重要性越大。计算得到模型所有特征重要性后，
对所有特征重要性值作归一化处理 [32]。主要说明的
是 ：对于某一模型，所有特征重要性值累积为 1，
特征重要性具体的值本身并无意义，因此分析时关
注的是特征重要性值之间的相对差异。

3 研究结果
3.1 趋势产量拟合方法
分别采用 3 a 直线滑动平均法、5 a 直线滑动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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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法和 HP 滤波法对五大麦区所有县小麦实际单
产进行趋势产量拟合，进而计算气象单产，建立气
象单产和四类气象灾害指标之间的随机森林回归模
型，对其进行验证，结果如图 3 所示。北部冬麦区
和长江中下游冬麦区中 HP 方法 R2 最高，但 3 a 直
线滑动平均法的均方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最低 ；
黄淮海冬麦区和西北春麦区中 3 a 直线滑动平均法
R2 最高，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最低 ；西南冬
麦区 5 a 直线滑动平均法 R2 最高，但 3 a 方法的均
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最低。综合来看，3 a 直
线滑动平均法拟合趋势产量最好。因此，本文采用
3 a 直线滑动平均法对趋势产量进行拟合，并进行
下一步估产模型建立。
3.2 随机森林估产模型构建与精度验证结果
表 1 为各麦区随机森林估产模型拟合精度统计。
各麦区估产模型拟合 R2 均达到了 0.98 以上，平均相
对误差均低于 0.073。其中，黄淮海冬麦区估产模型
拟合精度最高，决定系数 R2 为 0.992、均方根误差
为 125.183 kg/hm2，平均绝对误差为 76.703 kg/hm2、
平均相对误差为 0.019 ；西北春麦区估产模型拟合
精度相对最低，决定系数 R2 为 0.990、均方根误差
为 200.835 kg/hm2、平均绝对误差为 131.655 kg/hm2、
平均相对误差为 0.073。综上所述，用本文提出的

图 3 气象产量与气象因子拟合精度
Fitting accuracy of meteorological yield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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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各麦区估产模型拟合精度
Fitting accuracy of yield estimation models in each wheat growing region

决定系数 R2

均方根误差 RMSE(kg/hm2)

黄淮海冬麦区

0.992

125.183

76.703

0.019

西南冬麦区

0.989

118.102

75.293

0.032

麦区

平均绝对误差 MAE(kg/hm2)

平均相对误差 MRE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0.990

129.915

86.513

0.032

北部冬麦区

0.989

159.188

100.740

0.035

西北春麦区

0.990

200.835

131.655

0.073

方法对各麦区建立的随机森林估产模型拟合精度整
体很高，能够满足大范围尺度估产精度。
3.3 灾害年份估产精度验证
3.3.1 灾害年份确定 图 4 至图 8 为各麦区农作物灾
损统计情况，
以 2000—2019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全国各省农作物自然气候灾害损失数据为基础，以
各麦区主要省（直辖市）农作物受灾面积累计的大
小为依据，对五大麦区不同类型灾害的典型年份进
行确定。例如，西北春麦区主要包括甘肃、宁夏以
及内蒙古西北部地区，内蒙古西北部地区多为戈壁
沙漠地带，故用宁夏与甘肃农作物受灾面积的累计
来表示该区整体农作物受灾状况 ；西南冬麦区主要
包括重庆与贵州全部、四川中东部、云南中北部以

a 低温冷害受灾面积

Fig. 4

及陕西南部少部分地区，故用重庆与贵州农作物受
灾面积累计并参考四川、云南农作物受灾面积来表
示该区整体农作物受灾状况，其他三个麦区进行类
似分析来确定不同类型灾害的典型年份。
由图可以看出，低温冷害、干旱和洪涝灾害
严重年份在西北春麦区分别为 2004 年、2000 年和
2013 年，在北部冬麦区分别为 2006 年、2001 年和
2007 年，在黄淮海冬麦区分别为 2005 年、2001 年
和 2003 年，在长江中下游冬麦区分别为 2008 年、
2001 年和 2003 年，在西南冬麦区分别为 2008 年、
2001 年和 2002 年。干热风灾害有较强的区域性，
其主要集中在我国河西地区、黄淮海平原等地区 [33]，
即西北春麦区、北方冬麦区以及黄淮海冬麦区。已

b 干旱受灾面积

c 洪涝受灾面积

图 4 西北春麦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统计
Area of crop affected by disaster in northwest spring wheat area
注 ：累计线为宁夏与甘肃各年份受灾面积之和。

a 低温冷害受灾面积

Fig. 5

b 干旱受灾面积

图 5 北部冬麦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统计
Area of crop affected by disaster in northern winter wheat area
注 ：累计线为北京、天津、河北与山西各年份受灾面积之和。

c 洪涝受灾面积

334

第 43 卷

农业现代化研究

a 低温冷害受灾面积

Fig. 6

b 干旱受灾面积

c 洪涝受灾面积

图 6 黄淮海冬麦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统计
Area of crop affected by disaster in Huang-Huai-Hai winter wheat area
注 ：累计线为山东与河南各年份受灾面积之和。

a 低温冷害受灾面积

b 干旱受灾面积

c 洪涝受灾面积

图 7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统计
Fig. 7 Area of crop affected by disaster i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winter wheat area
注 ：累计线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与江西各年份受灾面积之和

a 低温冷害受灾面积

Fig. 8

b 干旱受灾面积

c 洪涝受灾面积

图 8 西南冬麦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统计
Area of crop affected by disaster in southwest winter wheat area
注 ：累计线为重庆和贵州各年份受灾面积之和。

有研究表明 [26, 29, 34-35]，1960 年至 2017 年河西地区
干热风发生总次数和日数先缓慢减少后迅速增多，
其中 2004 年的干热风发生总天数最高，持续天数
也达到了历年最长（12 d）；1961 年至 2015 年黄淮
海平原地区干热风日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在
2001 年黄淮海平原地区仍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干热
风灾害，区域平均干热风日数达 8.1 d。因此，本文

将 2004 年作为西北春麦区干热风灾害年份，2001
年作为北部冬麦区与黄淮海冬麦区的干热风灾害年
份。长江中下游冬麦区与西南冬麦区未进行干热风
灾害年份的确定。
3.3.2 灾害年份估产精度验证结果 表 2 为县级和麦
区级两个尺度的验证结果。各麦区所有县单产平均
相对误差的最大值为西北春麦区洪涝灾害年份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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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麦区

表 2 精度验证结果
Accuracy verification results

县级平均相对误差

麦区尺度相对误差

低温冷害

旱灾

洪涝灾害

干热风灾害

低温冷害

旱灾

洪涝灾害

西北春麦区

0.043

0.042

0.060

0.043

0.024

0.006

0.019

0.024

北部冬麦区

0.031

0.030

0.032

0.030

0.023

0.001

0.024

0.001

0.018

0.016

黄淮海冬麦区

0.018

0.018

0.017

0.025

0.016

0.023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0.033

0.035

0.034

0.005

0.025

0.049

西南冬麦区

0.030

0.030

0.030

0.002

0.021

0.014

产精度（0.060）
，最小值为黄淮海冬麦区洪涝灾害
年份的估产精度（0.017）
，平均相对误差的均值为
0.032。黄淮海冬麦区灾害年份的估产精度高于其他
麦区灾害年份的估产精度，西北春麦区灾害年份估
产精度相对最低。在不同类型灾害年份，五大麦区
单产预测精度整体较高，
整体相对误差最大为 0.049，
最小为 0.001，均值为 0.018。
3.4 输入特征重要性排序结果
不同小麦种植区有各自的生态环境特点，小麦
在不同麦区受到的异常气候灾害类型差异较大。由
图 9 可以看出，西北春麦区和北部冬麦区变量重要
性排序中，干热风有效天数重要性在所有变量中排
名分别达到了第 3 和第 13 位，在所有气象类因子
重要性排名中则分别达到了第 1 位和第 6 位，而在
其他麦区，干热风灾害因子重要性都很低，这表明
干热风灾害是影响西北春麦区和北部冬麦区小麦生
长的重要因素。
各麦区 SPEI 干旱指数在所有气象类因子重要
性排序中均达到较高排名，分别为西北春麦区第 2
位、北部冬麦区第 2 位、黄淮海冬麦区第 1 位、长
江中下游冬麦区第 1 位、西南冬麦区第 3 位，表明
干旱仍是五大麦区影响小麦生产的重要因素。
不同生育阶段温度变化对旱地春小麦产量的影
响大小依次为灌浆成熟期、开花灌浆期、播种出苗
期、孕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出苗分蘖期、分蘖
拔节期 [36]，需水关键期为出苗期、拔节期、开花
期 [37]，本文西北春麦区不同月份降水与温度参数重
要性计算统计结果与其大致相符。冬小麦在拔节期
对水分胁迫敏感性最强，其次是抽穗灌浆期、返青
期、灌浆成熟期 [38]，除西南冬麦区外，其他冬麦区
降水参数重要性统计结果与其大致相符，不同月份
的温度参数重要性分布较为均匀，整体差异不大。
各麦区不同时间 NDVI 植被指数重要性差异较
大，每个麦区都有一个时间段的 NDVI 植被指数重
要性相对较高。具体来说，西北春麦区为 16 号变
量（3 月 22 日至 4 月 6 日）
、北部冬麦区为 16 号变

干热风灾害

量（4 月 7 日至 4 月 22 日）
、黄淮海冬麦区为 16 号
变量（4 月 7 日至 4 月 22 日）
、西南冬麦区为 4 号
变量（9 月 14 日至 9 月 29 日）
。总体来说，北部冬
麦区、黄淮海冬麦区重要性较高的 NDVI 植被指数
的时间大致处于小麦生长的拔节期与抽穗成熟期，
而在西北春麦区与西南冬麦区，处于小麦种植前期
的 NDVI 植被指数显示出较高的重要性。其中值得
注意的一点是长江中下游冬麦区的 18 号变量（5 月
25 日至 6 月 9 日的 NDVI）显示重要性很高，其次
是 15 号变量（4 月 7 日至 4 月 22 日）
，前者小麦已
经进入收获期，后者在抽穗期，理论上后者才是更
重要，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详见后文的讨论。

4 讨论
4.1 本研究的主要科学贡献
1）传统的气象估产模型的输入变量往往是原
始的气象要素，如降水量、温度等，而非气候指标。
气候指标是一定气候条件下的单项气候要素或多种
气候要素综合的特征量，如干旱指数，热浪指数，
高温指数等。气候指标能更加综合的反映气候条件
的变化，特别是考虑作物生长条件的农业气候指标，
能更好的衡量农业气象条件的利弊。本文从影响小
麦生长的主要农业自然灾害（干旱、洪涝、干热风
和低温冻害）
出发，
计算了 SPEI 干旱指数、
降水距平、
干热风指数和温度距平来反映研究区中四个主要农
业自然灾害的情况，据此构建的估产模型经过验证
可以有效的进行灾害年份小麦的产量估计。
2）NDVI 指数（包括 NDVI 的最大值、生长季
的 NDVI 累计值等）是遥感估产中最常用的植被指
数。传统的遥感统计估产模型往往只依托于遥感指
数，而不考虑非遥感数据。本研究综合使用遥感数
据和气象数据进行估产模型的建立。相比单纯的遥
感数据，加入气候数据能够增加模型估产结果的稳
定性，减少由传感器衰变，大气条件差异等造成的
植被指数本身年际间的变化而产生的估产误差。相
比单纯使用气候指数，遥感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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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图 9 各麦区输入变量重要性排序
Order of importance of input variables in five wheat grow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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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人工灌溉对干旱的抵御
作用，从而避免仅仅考虑气候灾害指数而带来的产
量低估。
3）本文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各个麦区估产模
型的输入变量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影响各个麦区小麦产量的主要因素，为
不同区域的小麦防灾减灾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也
可以为其他区域的小麦估产研究和其他作物估产模
型的建立提供输入变量筛选的方法借鉴。
4.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1）计算 2000—2018 年小麦种植区各县四类灾
害指标与遥感植被指数时，考虑到工作量和试验可
行性，以及每年对全国小麦空间分布提取也同样存
在一定的误差，最终选择用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
空间分类图中耕地范围来代替各县小麦种植区进行
参数的计算，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误差。例如对
于 NDVI 变量，长江中下游冬麦区的 5 月 25 日至 6
月 9 日的 NDVI 重要性显示很高，其次是 4 月 7 日
至 4 月 22 日的 NDVI，前者小麦已经进入收获期，
后者在抽穗期，这一结果和理论预期不符合。究其
原因可能是长江中下游的小麦种植面积总体小于水
稻的种植面积，小麦收获期时以耕地范围统计出来
的 NDVI 指数很大程度上是水稻的信息，5 月 25 日
至 6 月 9 日大致在早稻的拔节孕穗期和中稻的移栽
期，此时发生干旱对水稻的产量影响很大。
2）本文根据各省（直辖市）农作物自然灾害
损失数据进行各麦区灾害年份的确定，一方面灾损
数据并不只针对小麦，另一方面灾损数据是按照行
政单元统计的，而麦区是跨行政单元的。我们以麦
区包括的主要省（直辖市）的灾损总量来反映整个
麦区的灾损情况，由此确定各麦区不同灾害类型的
典型灾害年份，可能会产生一定误差。在后续的研
究中可以考虑根据时间序列气象数据进行不同类型
灾害年份的确定。
3）本文选择的 SPEI 干旱指数和干热风有效天
数是对小麦生育期整体灾害情况的描述，然而发生
在不同生育期的相同灾害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是不同
的，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在小麦不同生育期对灾害
指标进行计算，以便分析在小麦不同生长阶段发生
的气象灾害对产量的影响差异。

5 结论
本文基于随机森林算法，以气象灾害指标、遥
感植被指数、趋势产量为输入变量，构建了五大麦
区的估产模型，并在典型灾害年份进行了估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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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证，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
1) 精度验证结果显示，各麦区回归模型的决定
系数 R2 均达到了 0.95 以上，验证样本的平均相对误
差均低于 0.073，均方根误差均低于 200.835 kg/hm2，
平均绝对误差均低于 131.655 kg/hm2。各麦区所有
县灾害年份实际单产与预测单产平均相对误差均低
于 0.060，各麦区区级实际单产与预测单产的相对
误差均低于 0.049。
2）输入特征的重要性在不同麦区具有一定的
差异性，与地区气候差异情况有关。SPEI 干旱指数
在五大麦区重要性均较高，表明干旱仍然是五大麦
区影响小麦生产的重要因素 ；干热风指标重要性在
西北春麦区与北部春麦区较高，符合干热风主要发
生在河西与黄淮海地区的局地性特点 ；各麦区月平
均温度距平重要性与月平均降水距平重要性整体差
异比较小 ；总体来说拔节期与抽穗期的小麦 NDVI
相比其他时间段的 NDVI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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