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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物模型是用来模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动态生长过程的计算机软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作物模型已从幼年期发展到成熟期，目前已成为各国农业科学研究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文中对作物模型的研究历
程和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总结了我国在作物生长模型研究方面的经验和不足，为今后的模型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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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p growth model is a computer program designed to simulate dynamic processes of crop growth,
development and yield. Since the 1960s, crop model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his infancy to its maturity at present age,
and it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ols globally. This paper presented summaries of crop model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and also summarized modelling experiences and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The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future modelling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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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物模型的概念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现已成为农业科学研究中最
有力的工具之一，在作物栽培管理、可持续农业和
政府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其应
用的领域也正在不断扩大。科学家对作物生长模拟
模型的认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不同的理解。
不论怎样理解，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作物模型应尽可
能用数学公式描述其作物生长动态过程，以代替用
黑箱方法进行的最优估计[1]。后来的学者都有类似的
定义，例如 Edwards 认为作物生长模型是指用数学
关系表达作物的生长过程[2] 。Sinclair 和 Montieth
提出作物模型是用计算机模拟方法，对作物生长过
程进行综合的数值模拟，通过给定一系列生物系数
和相应的环境变量，用来预测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
量的定量模拟系统[3]。

*

国内学者对作物模型的概念也有类似的认识。戚
昌瀚认为作物模型是从作物生理生态的机理出发，对
作物生长的过程进行数量描述，通过试验找出作物生
育过程与环境因素间的动态关系来预测产量，并且能
够通过作物生育过程对产量出现的差异提供解释[4]。
曹卫星认为作物生长模拟是将作物及影响作物生长发
育的环境和技术因子作为一个整体，对作物的生理过
程及其与环境和技术的动态关系用数学模型描述，并
用计算机编程与系统集成技术进行作物生长系统的动
态模拟和预测[5]。
上述各种概念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归纳起来可
定义为作物模型是借助于数值模拟手段对作物生长发
育的生物学过程进行动态模拟。具体来说，作物模型
是以作物生理和生态过程为基础，对作物的生长发育
和生物量、产量的形成过程及其环境影响因子进行动
态模拟的一系列数学公式的综合表达，借助于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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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手段实现这种模拟过程。目前所称作物生长模
型多指后者。无论研究者的定义有何区别，其实质
都是反映了作物生长模型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即
从环境因子对作物生长的状态变量（干物质积累、
养分和水分吸收等）的综合模拟分析，到生长机制
（如光合作用、呼吸过程等）的模拟。
作物模型根据研究的程度和考虑的因素不同，
有简单模型和复杂模型之分。简单模型可以利用一
个生长公式模拟作物生长，而复杂模型应用很多数
量关系模拟作物生长和器官发育，需要的输入参数
多，提供的输出也多。

2 模型分类
在农业系统中，建立模型包括2个关键学科：生
态学和数学[6]；在计算机计算方面，一个模拟模型可
作为代表现实世界物理和数学的抽象过程以及计算
机程序的设计[7]。
有许多类型的模拟模型，并且有不同的分类方
法，如曹宏鑫等根据建模目的、采用的方法以及所
用资料可靠性等的不同可将模型分为（1）经验性模
型和机理性模型；
（2）描述性模型和解释性模型；
（3）
统计模型和过程模型；（4）应用模型和研究模型[8]。
黄金龙把模型分为两大类：（1）描述性模型或统计
性模型；
（2）解释性模型或动力学模型[9]。France和
Brown等根据数学基础给出分类：
（1）实验模型和机
理模型；（2）非动态模型和动态模型；（3）确定性
模型和随机模型[10-11]。无论按哪一种方法分类，都可
以归结为以下三类。
2.1 统计模型
经验性模型、描述性模型、实验模型、非动态
模型等实际上都是应用统计方法建立的回归模型，
着重建立输入和输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引起
变化的机理较少或根本不予反映（或称黑箱，即把
所有变量放在一起考虑），偏重于应用。因此，从数
学原理方面，可以将这些模型都归纳为统计性模型。
一般情况下，该类模型不包括日时间变化，多数以
年为步长，因而被称为是静态模型。例如作物产量
与某种肥料施用量间的一元二次通用模型：
Y=a+bX+cX2 ，其中Y为某一种作物产量，X为某一
种肥料施用量，a、b、c为系数。X在某一用量下时，
对应Y就有一个产量结果。需要通过田间试验，计算
出某一气候条件下、某一地区的a、b、c系数。系数
确定后，可以描述Y与X的关系，但无法模拟Y随X在
生长期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未考虑环境条件变化对
系数的影响。
2.2 机理模型
解释性模型、动力学（动态）模型等则是对引

起系统变化的过程和机理作“定量”描述，由 1 个或 1
组数量关系所组成。这类模型具有解释性，着重解释
输入输出变量间的过程机理，以实现对系统过程的理
论假设进行定量化描述。因此，可以将这类模型归结
为机理模型。该类模型都把时间 t 作为变量，以天或
者小时为步长，因而具有动态性。
例如，由英国土壤学家建立的作物生长模型，用
微 分 方程 描述 的 最简 单作 物 生长 率动 态 模型 如下
[12-13]
：dW/dT=（K2W）/（K1+W） T0≤W≤Tk ，其
中W为蔬菜作物的干物质重，T为时间变量，dW/dT为
每天增长率，K1、K2为生长系数，由田间试验数据求
得，T0为开始时间，Tk为结束时间。当确定了不同作
物的K1和K2参数后，该方程被成功用于英国和欧洲的
20 多种大田蔬菜作物、小麦和马铃薯的N肥预报等。
目前该生长模型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英国和西欧国家的
农业研究和推广部门。
复杂的作物生长机理模型已充分考虑了作物品
种、器官发育、生长阶段和积温。与土壤水分运动模
型、土壤有机碳氮模型一起，进行模拟和预报作物生
长和产量，建立一个复杂的机理模型，增加了模型所
需要的参数和输入变量。由于这类模型的数量关系复
杂，每个作物都写成计算机子程序软件。例如
CERES-Maize 和CROPGRW-Soybean 是玉米和大豆
机理模型[14]等。
2.3 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基于回归模型、机理模型和数据库发
展起来的另外一类模型。专家系统的特点是强调对作
物生长和农业生产的综合管理，依赖现有的土壤、肥
料、植物保护等相关数据库和专家经验，进行预报。
如陈桂芬等的玉米精准施肥专家系统是为解决玉米产
量预测和精准施肥两大问题，以养分平衡法数学模型
为核心，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
、
和遥感系统（RS）技术（简称“3S”技术）、传统施
肥技术和专家的经验相结合，利用微软公司提供的动
态网络服务技术（ASP.NET）和 2005 数据库平台（SQL
SERVER）而开发的施肥决策系统[15-17]。但是，该专
家系统没有考虑玉米生长过程中环境变化和栽培方
式、耕作方式等对施肥及产量的影响。农业技术转化
决策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Agrotechnology
Transfer, 简称DSSAT）可以被看做是北美有影响的作
物生长决策系统之一，其中包括 20 多个作物系统模型
(Cropping System Models)、公共调用土地利用模型、
土壤模型和土壤水分模型[14，18]。

3 作物模型研究进展
3.1 国外研究进展
作物生长模型与模拟技术是近半个世纪来农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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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是目前国际最为活跃的农
业前沿性研究领域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
物模型以简单的模拟作物生长率（日光合产物）
、呼
[19-20]
吸作用和水分蒸腾为起始
，逐渐扩大到应用日天
气数据计算积温、生长阶段、光合产物再分配，根、
茎、叶等器官模拟，到影响作物生长因子的模拟（水、
密度、土壤条件、养分和温度）[1] 。进入20世纪80
年代中期，作物模型发展、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向深
度和广度发展，其重要标志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
作物模型，例如禾谷类作物模型（CERES） [21]、豆
科 作 物 模 型 （ SOYGROW ） [22] 和 棉 花 模 型
（GOSSYM） [23]，并在理论研究和指导农业生产等
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肯定。纵观国外模型发展，
大致可以分为如下4个阶段.
3.1.1 模型萌芽阶段（1960年以前） 作物生长动
态模拟是借助于积温理论，最早追溯到1735年法国
学者Reaumur提出的积温学说，即不同生态带的植被
的生长（阶段）受累积日平均温度的影响。这一理
论被许多学者所引用，标志着作物生长与温度的数
量关系的开始[24-25]。随后，不同学者从植物生理、能
量 平 衡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理 论 ， 如 Gasparin 于
1844年提出5 ℃为作物有效温度的起点，后来的研究
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许多完善和修正。Blackman提
出作物生长率遵循复利理论，即干物质积累和干物
质成正比，据此建立了作物生长净同化率模型[26]。
1921年Fisher总结两人的思想提出了作物相对生长
率模型[27]。
1924 年英国统计学家Fisher提出积分回归方法
并用于天气对小麦产量影响的研究，表明作物生长
静态模型研究的开始[28]。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相关
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广泛地用于作物产量预报模
型、冬作越冬条件的评价模型及热量保证率模型等
[29]
。英国农业生态学家Watson将作物生长分析法进
一步完善，建立作物叶面积指数模型，并于 1958 年
改进了作物净同化率模型[30]。光合利用率（Radiation
Use Efficiency, 简称RUE）是作物模型模拟的起点，
关 于 生 长 率 和 光 合 利 用 率 的 研 究 ， Sinclair 和
Muchow [31] 总结了 20 世纪以来研究者对RUE在近
10 种大田作物上的主要研究成果，去粗取精，辩析
误区，指出：在生育期内周期性取植物样本和回归
分析仍然是最经典的计算RUE的方法。他们的研究
对数量模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结论[32]。
关于水分从植被、土壤表面和水面的蒸发计算，
是作物生长模型—水分运动模型的基础。著名的彭
曼蒸散公式是英国学者Penman[33] 提出并建立在能
量平衡和空气动力学理论基础上的计算公式，一直
被许多模型应用至今，为精确模拟农田水分蒸发量
奠定了基础[34]。美国学者Rabinowitch [35] 根据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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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机理，推导出了单位叶面积上的非直角光合模型，
模拟了叶片的光合作用，并且被许多后来学者引用
[36]
。日本生态学家Monsi和Saeki首次提出了植被群体
光合作用模型[37]，被认为是第一个作物生长群体光合
作用模型，后来学者对他们的理论及其发展做了全面
的总结报道[38]；认为该理论对光合作用和建立在其基
础上的干物质积累和产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
是一些作物生长动力学机理模型的基础[38-39]。随着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动态地模拟作物的
生长发育过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成为可能。
3.1.2 模型基础研制阶段（1961—1980） 随着日本
学者Monsi 和 Saeki提出植被冠层截光理论后，许多
学者都对这一理论提出过修正，对这个领域的发展
Hirose进行了全面的综述[38]，冠层太阳辐射截获理论
被认为是作物生长模型研究开始的标志。Loomis和
Williams[40]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估算作物冠层最大
太阳辐射截获量和光合作用的方法，开辟了通向以机
理过程为基础、定量估算作物最大生长速率的道路。
在此期间，荷兰的De wit [41]研究了玉米冠层的光合速
率，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模拟。以此为基础，De wit[42]
发 表 了 第 一 个 作 物 生 长 动 力 学 模 型 ELCROS
（Elementary Crop Simulator），20世纪70年代后期，
在ELCROS基础上，发展形成更为复杂的BACROS
（Basic Crop Growth Simulator，基本作物生长模拟
器），模拟大田作物的生长和蒸腾作用[43]。Van Keulen
借 鉴 ELCROS 和 BACROS 模 型 的 概 念 ， 研 制 了
ARIDCROP模型，模拟地中海半干旱地区施肥自然草
场植被生长和水分利用。该模型成功地与水分平衡模
型相耦合，从而模拟水分胁迫条件下的植物生长；后
来ARIDCROP模型又被成功地嵌入半干旱地区畜牧
生产模型中，从此标志着作物生育模型应用时期的到
来[44]。美国的Duncan 等[45]发表了玉米叶面积与叶片
角度对群体光合作用影响的模拟模型。Duncan等[46]以
叶 片 冠层 光合 作 用理 论为 基 础， 研制 了 玉米 模型
（SIMAIZ）。Splinter和他的学生 Chen等[47]从作物生
长的生物、物理和化学原理出发，研制了以小时为模
拟步长的作物模型，将植物生长表示为光合作用和呼
吸作用的函数。Stapleton 和 Meyers [48]则从系统的观
点，模拟了棉花的生长过程。Splinter等[49]则根据植物
生长过程中叶面积增长与叶面积的指数关系，建立了
简单的作物生长模型。但是，上述模型主要都是从作
物的生长机理出发，描述作物自身的生理过程，并没
有考虑外界环境因子的胁迫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期，
作物模型的发展开始考虑到更多的环境因素。例如
Childs等[50]基于许多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建立以小时
为步长的玉米生长模型。其中模拟植物生长是基于
Chen [47]，Penning de Vires [43]和 Splinter [49]的模型，
同时引入了水分平衡过程和潜在、实际蒸散模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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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考虑了气孔阻力、根系生长对水分吸收、土
壤湿度、渗透和传导上升过程等的影响。而且涉及
的参数能够从试验获得，因此它与后来发展起来的
基于过程的作物模型十分接近。
3.1.3 模型开发校验阶段（1981—1990） 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编程语言的发
展，作物模型研究方向转向于实际应用。一些被称
为基于过程（Process-based）的动力学或生理学模型
和其他模型互相偶合的复杂模型迅速发展起来，构
成了系统模拟模型。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既要使模型
的数量关系有理论依据，又能够用试验数据进行校
验。在计算机编程方面实现模块化，参数和输入数
据容易获得，在实际中易于应用。这类作物模型中，
最有代表性的如CERES（Crop Environment Resource
Synthesis；作物环境资源综合系统）系列作物模型。
首先发表的是CERES-玉米模型[51]，此后CERES-小
麦[52]、CERES-高粱等模型相继问世。这些模型已被
广泛应用于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作物估产、干旱评价、
作物品种培育等。其他作物如大豆、棉花、向日葵
等模型也相继发展起来。Wilkerson 等 [53]建立了大
豆模型（SOYGRO）。
在此阶段，荷兰的模型SUCROS（Simple and
Universal Crop Growth Simulator）[44]，是一个以日为
步长的模型，基本框架源于过程模型BACROS，适
用性较强，只需通过调整作物参数，即可适用于不
同 的 作 物 。 随 后 ， 以 SUCROS 为 基 础 ， 发 展 了
WOFOST（World Food Studies）模型。Penning de
Vries 等 [54] 研 制 了 MACROS 模 块 （ Modulesofan
Annual Crop Simulator），模拟热带半湿润地区作物
生长。
3.1.4 模型综合应用阶段（1990年以后） 进入20
世纪90年代，随着多学科研究的深入，为了解决地
区、国家和世界的农业综合发展对提高粮食产量，
降低农业活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许多研究项目都
开始应用作物模型为模拟工具，进一步促进了模型
发展的系统化、机理化和软件化。例如从单一作物
模型到多作物模型，从不同生育过程的模拟到完整
的作物生长模型，从简单的模型到带有用户指导的
软件系统。作物生长模型的应用从产量预报到经济
效益分析、政策模拟，可持续增长和环境保护等多
元化方向发展；比较典型的应用包括作物模型在不
同农业生态带的应用研究，应用作物模型对区域产
量进行预测，对气候变化进行模拟，在不同土壤类
型和耕作下的应用等。因此，作物生长模型研究开
始侧重于现有模型的完善，而非进行新模型的研制，
主要包括：模型适用性、准确性、易操作性等的研
究。Sinclair发表的论文《作物模型：从幼年到成熟》，

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到来[31]。许多研究利用作物模型来
探索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策
略等，作物模型还开始与其他信息技术如遥感系统
（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
农业专家系统（AES）、网络技术、决策支持系统（DSS）
等相结合，在信息农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其中典
型的模型有：
美国的Hybird-Maize 模型是一个很好的模型综
合应用开发的范例, 由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的科研
团队开发[55]。该模型在玉米专用模型CERES-Maize基
础上，综合作物通用模型INTERCOM和WOFOST的生
长阶段优点并加入了一些实用的新模块而开发的玉米
过程模型，使玉米生长模型的品种参数简化, 便于用
户收集参数，更适合于预报长期气候变化对玉米生产
力的影响，适合农业推广部门应用[56]。
美国的COSSYM/COMAX棉花生产管理系统是
作物生长模型与专家系统相结合的棉花生产管理软件
[23]
。该模型和知识库、推理机、数据库（包括品种参
数、土壤参数、假定的天气数据和农艺措施等）组成，
构成棉花优化管理决策系统，向用户推荐作物管理措
施方案。
DSSA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for
Agrotechnology Transfer)，是由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
和研究所共同研究的农业技术转移决策系统，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DSSAT 3.0~3.5 版本[57-58]，2003 年推出
WINDOW 4.0 版本[59-60]，目前正在推出DSSAT 4.5 版
本。经过 20 多年的改进和发展，DSSAT作物模型 (例
如CERES-小麦、CERES-玉米)已成为一批较成熟的作
物系统模型，并在全世界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61]。为
此，DSSAT又建成了高粱、水稻、谷子和大麦等作物
摸型，与小麦、玉米模型一起构成了CERES禾谷类作
物模型。与此同时，还增加了 CROPGROW 豆科作
物模型（例如CROPGROW-大豆、花生）和SUBSTOR
块根作物模型（例如SUBSTOR-马铃薯）。科学家们在
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将作物系统模型、土壤模型，水分
模型，标准输入输出模型和土地管理模型用现代编程
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DSSAT模型可以用于长期
定位的连续模拟(SQUENCE)，不同区域的空间模拟
(SPETIAL)和不同气候变化的循环模拟(SEASONAL)
等多项功能。并且具有和其他软件同样的用户帮助和
支持软件，推动了DSSAT模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
区进行推广应用，使作物模型不断改进和完善 [59,61]。
蔬菜作物氮肥模型，N_ABLE，是英国著名土壤
学家Greenwood博士用尽半生精力研究的，集 20 种大
田蔬菜、小麦和马铃薯于一体的作物土壤N模拟模型
[62-63]
。该模型在英国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教学以及在
欧洲都有广泛的应用，目前的版本集合了N、P、K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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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在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开发的作物模型APSIM(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Simulator) [65]是一个
成功的旱田作物系统模型，容许多个其他同类模型
连接到它的系统中去模拟不同作物系统[66]。APSIM
目前已扩展到能够模拟林业系统[67]，农—林混合系
统[68]和草地系统[69]。
法 国 学 者 开 发 的 STICS (Simulateur mul
TIdisciplinaire pour les Cultures Standard)模型也是一
个具有相似功能的模块结构的作物系统模型[70]。该
模型成功地应用于模拟禾本科、豆科作物、草地、
藤蔓作物生长，以及土壤水和氮循环[71]。
美国的EPIC模型，是以土壤侵蚀预报为核心的
动态模型[72-74]。该模型应用一个基本生长函数主模
型，通过调整作物参数，即可模拟20多种作物和牧
草的生长过程，经过不断改版，不仅可以用于单独
地块长期模拟，还可以与GIS结合，进行区域水土流
失和C、N循环及土地资源管理。而且可以进行全球
变化影响评价，为农业生产管理提供决策依据[71]。
在这个时期，关于作物—土壤模型和GIS连接，
有许多应用。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制了
AEGIS/WIN模型，将DSSAT中作物系统模型与GIS
相连接的农业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决策支持系统
[75]
，成功地应用到巴西模拟土壤农田水分管理预算
模拟[76]。“3S”技术的应用，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农
业生产系统的多维信息，综合地管理和处理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77]。
这个时期的作物模型都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结
构，但是大多数模型都不能以较高模拟精度通过试
验校验，往往使科学家感到气馁。在多模型的比较
校验中，往往得到简单模型比复杂模型模拟结果好
的结论。在深入总结了这些模型发展历程之后，
Sinclair等[31]总结如下：作物模型是作物生长的高度
简化，不可避免地存在模拟失真和错误，我们应该
把作物模型作为对作物生长的“启发式”工具
（Heuristic tools）
，去检验我们对模拟生长所做的假
设，以辨别哪些是错误的和薄弱的假设。这个时期，
作物模型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工具，引导年轻科学家
去求解一系列有关环境条件影响作物生长的问题。
目前在国际上农业生态系统模型注册库中已有200
余种。虽然作物模型是一个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技
术工具，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它不是万能的。
因此，在应用模型时，要注意其假设和限制条件。
3.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的动态作物模拟研究起步较晚，约在20世
纪80年代以后。在充分吸收国外模型发展的经验，
积极参与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引进荷兰和美国的模
型及建模的思想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物生长模拟模型和专家系
统。
20世纪80年代较早的研究是应用回归分析方法建
立的静态作物产量预报模型。如：汤志成的作物产量
预报系统，是使用多种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
析等数理统计方法建立的产量预报模型，利用本系统
可以方便地建立产量预报统计模型，实现作物产量的
预报[78]。机理模型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如
张宇等根据冬小麦生长发育及其与环境条件关系的机
理研究，建立了模拟冬小麦发育阶段和各器官生物量
变化的动态模型[79]。黄耀等依据作物、栽培技术、天
气和土壤4个方面的因素，对水稻茎蘖消长进行了动态
模拟[80]。1999—2000年，尚宗波等对玉米生育综合动
力模拟模式进行研究，建立了“玉米生长生理生态学模
拟模型（MPESM）”[81]。李自珍等依据生物力学的理
论与方法，探讨了在多种环境因子（光照、温度、土
壤、水分与养分等）作用下的作物生长动力学机制，
研究了生长速率对外力条件变化的反应与生物量饱和
值的变化[82]。
我国的专家系统和动态模型研究相比起步较早，
这可能与专家系统的研究特点有关。例如，有些判别
关系是基于是(Y)和否(N)及质量性状进行分类，这样
使许多难于建立的确定性数量关系有了可以模拟的基
础。
高亮之是最早开展在作物模拟方面研究的学者之
一，主要研究了中国不同类型水稻生育期的农业气象
生态模式，用播期、纬度和温度3个因子建立了水稻生
育 期 的 温 光模 型 [83] ， 于 1989 年 又提 出水 稻 钟 模 型
（ RCSODS ） [84] 。 后 经 多 年 不 断 完 善 和 发 展 ， 继
RCSODS之后，又推出小麦栽培模拟优化决策系统
WCSODS，并在我国小麦产区得到示范应用[85]。2000
年后，WCSODS模型又扩展了天气、土壤、品种、栽
培与病虫害等子模型使该决策系统在模拟栽培、优化、
与专家知识三结合上获得创新, 决策方案更符合实
际 。 2004 年 ， 又 推 出 了 玉 米 栽 培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MCMIS），该系统能够用于评价气候变化对玉米生
长的影响[86]。
曹卫星等自2000年以来，致力于作物管理决策信
息系统的研究，也颇具成果。他们把作物生长模型和
知识模型相结合，推出了许多具有特色的作物管理决
策系统，在江苏省和其他地区水稻、小麦、油菜等大
田作物得到广泛的示范应用。该研究组相继又开发了
小麦生长模拟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GMDSSWMW）
[87-88]
、油菜管理决策支持系统（GMDSSRSM）[89]，
和棉花管理决策支持系统（KMDSSCM）[90]等。
其他相似研究还很多：赵春江等主持完成了小麦
栽培管理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ESWCM）[91]，基于
知识模型与网络GIS结合的精准农业智能系统[92]，玉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12 年 5 月

米栽培管理知识模型系统 等大量研究与开发工作
[93]
。戚昌瀚[94]、殷新佑[95]等建立了水稻生长日历模
拟模型（RICAM）
。潘学标等开发了棉花生长发育模
拟模型—COTGROW [96]。孙忠富等[97]、杜克明等[98]
建立了温室番茄生长发育动态模型和蔬菜精准施肥
温室作物模拟系统。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国模型的引进和吸收及
其研究生教育，有一批新的模型专家从事模型研究
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开端。目前关于模型研
究的报道很多，已发表了许多有关模型研究和进展
的文章。这批年轻的模型专家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使
我国的作物模型研究和应用与世界接轨。

4 我国作物模型存在的不足及发展方向
虽然我国的作物模型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是建立模型的技术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总结起来，我国的农业专家系统研究取得了很多独
创成果；多因素静态回归预报模型研究的成果较多，
单因素动态配参模型研究的较少，在机理模型的独
立建模方面还很落后，大多数是在引进和修改国外
的作物模型，大多数模型的计算机程序代码不能完
全公开。在联合研究方面，各学科的相互协作配合
的不够，主要表现在气象数据和土壤普查数据不能
共享，土壤剖面数据不够准确。这样就会大大影响
模型模拟的准确性和研究工作进程。所以建议我国
的模型研究发展方向是 (1)对机理模型研究和国际
合作引进校验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博采众长并加
强横向联合；(2)在气象数据方面建立数据库共享网
络；(3) 在国家重点科学研究项目上应加大模型研究
资金支持力度并建立重点实验室；(4)在大学和研究
生教育开设计算机模拟和农业模型课程。这样才能
会使我国的作物模拟技术体系在短时间内赶上发达
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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