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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局敏感性分析和贝叶斯方法的
WOFOST 作物模型参数优化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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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物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标定和验证可以提高模型的效率和精准度，进而为模型应用做好准备工作。该研
究结合参数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以及贝叶斯后验估计理论的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
法，以华北栾城站三年的冬小麦观测数据（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为参照，对 WOFOST 模型的 55 个品种参数进行了敏
感性分析、筛选和优化。发现：1）对叶面积影响较大的参数为：生育期为 0、0.5、0.6 和 0.75 时的比叶面积、生育期为
1.5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叶面积指数最大增长率；对地上干物质影响较大的参数为：生育期为 1.5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生
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生育期为 0 时的散射消光系数、生育期为 1.8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
储存器官的同化物转换效率。2）潜在和雨养产量水平下，最大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对参数的敏感性差异不大。3）马尔
科夫蒙特卡洛方法（MCMC）可以对 WOFOST 模型品种参数较好地优化；设计的 3 种校正-验证方案中，第 1 种方案（用
1998－1999 年作为校正年份，1999－2000 年，2000－2001 年作为验证年份）模拟效果最好。4）优化后的参数，模型对
潜在产量水平模拟较好，一致性指数均大于 0.9，相对均方根误差小于 20%；而对有水分胁迫的雨养情况下比潜在产量水
平的模拟结果差，表明模型对水分胁迫的模拟不足。该研究为 WOFOST 模型区域应用和模型调整优化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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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模型的标定（calibration）和验证（validation）等准
备工作是基于机理作物模型应用的前提。对于基于机理的
作物模型，参数众多。作物模型的很多参数（如比叶面积）
不能通过田间观测直接获得，而是需要通过可观测的变量
（如叶面积指数）进行反演。通过准确的方法获得模型参
数是进行模型应用、提高模型可预报性的前提[1]。
根据观测值反推参数属于参数估计问题。对于线性
方程或者简单的非线性方程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来解决。
基于过程的作物模型，刻画了光合、干物质分配、土壤
水分运移和蒸发等众多生物物理过程，往往包含的方程
较多，模型的非线性效应很明显。对于一般的最小二乘
法和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难以获得全局的最优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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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模型参数标定是基于蒙特卡洛试错法。这种方法
根据以往的经验或者参数文献参考值重复和随机地选择
参数，使得观测值和模拟值拟合程度指标：如决定系数
（R2）、相关系数、均根方差等指标达到预期的要求，便
认为此组参数为最优参数。这种方法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并且工作繁杂，而且很难获得最可靠、最优的参数[2]。并
且，这种参数估计方法计算量巨大，计算量随着参数数
量呈几何级数增加。
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基于过程的模型开始采用非线
性参数优化方法，例如遗传算法[3]，普适似然不确定估计
法（general likelihood uncertainty estimation，GLUE）[4]
等，也有类似的参数估计软件出现，例如 PEST（parameter
estimation software） [1] 。He 等 [5-6] 利用 GLUE 方法对
CERES-Maize 的品种和土壤参数进行了估计，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房全孝[1]利用 PEST 对根系水质模型（root zone
water quality model，RZWQM）的土壤和根系生长参数和
作物遗传参数进行了优化，相比传统试错法的校正结果，
有明显的参数优化效率。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是基于贝叶斯统计理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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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参数估计方法，其在模型参数估计已有应用。近年来，
运用该方法来对基于过程的生物模型也有若干运用[7-10]。
Makowski 等[11]对比了 GLUE 和 MCMC 方法的参数优化
效率，发现对一个非线性农业模型的 22 个参数估计时
MCMC 方法估计的误差比 GLUE 方法要小。对于这些非
线性优化方法的应用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优化
参数的选择和计算量。对非敏感参数进行优化不会提高
模型的精度反而会成倍加大计算量。模型参数敏感性分
析可以有效地区分和界定参数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为优
化参数选择提供有效筛选依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可以
分为局部敏感性分析和全局敏感性分析。近年来，在过
程模型的参数敏感性分析中，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受到
了学者们的亲睐[12-17]。这主要是因为全局敏感性分析方
法不仅仅反应了单个参数对模拟结果的影响，而且可以
定量参数与参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响。鉴于此，
在对参数进行优化之前，先进行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筛
选出对模拟结果影响大的参数，然后再来优化。这可以
使优化算法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并且减少计算时间。
本研究选择全球得到广泛应用的 WOFOST 作物模型为
研究对象。以冬小麦为实例，首先用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对模型的参数进行参数筛选。然后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
（MCMC）的参数优化方法，对敏感的作物品种参数进行优
化。以期探索一种普适的作物模型参数优化方法，为作物
模型参数校正和模型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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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站点和数据
本文所用到的试验观测数据在栾城站进行。栾城站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114°40′E，37°50′N，海拔
50.1 m），为太行山前平原农业高产区的典型代表。本地
主要气候类型是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太阳
辐射为 5 433 MJ/m2，平均气温为 12.3℃，大于 0℃积温
为 4 710℃·d，
大于 10℃积温为 4 232℃·d，
无霜期为 200 d。
丰富的光热资源满足一年二熟或两年三熟的作物生长。
年降雨量大致为 480 mm，降水分配不均，超过 65%的降
水集中在夏季。冬小麦生长季降水量仅仅 120 mm 左右，
而整个生长季的需水量达 460 mm 以上，降水量难以满足
冬小麦生长需要[18-21]。
在栾城站进行了冬小麦的水分池试验，试验的时间
是 1998 年 10 月到 2001 年 6 月，一共设计了 16 个水分
试验池，每个试验池的面积为 50 m2（5 m×10 m），四周
由厚 24.5 cm 和深 1.5 m 的水泥墙隔离，防止不同水分处
理的水分侧向运动。一共 3 个冬小麦的生长年度，冬小
麦的品种为高优 503，小麦播种量为 135 kg/hm2，采用人
工播种，播种前深翻土壤到 15 cm，播种时施肥磷酸二氨
480 kg/hm2，复合肥 1 600 kg/hm2。冬小麦生育期共设计
5 种不同水分处理，每个水分处理重复 3 次，处理包括：
充分灌溉，雨养，返青期水分胁迫，拔节期水分胁迫，
灌浆期水分胁迫。模型标定一般选择充分灌溉和雨养的
两种情况，结合 WOFOST 模型的潜在生长和水分限制生

长的两种产量水平，本研究选择了充分灌溉和雨养两种
情况的数据。太阳辐射、最高最低温度、降水、气压、
湿度等气象因子由试验站的自动气象观测站测定。干物
质和叶面积每隔 5～7 d 测定一次。土壤水分测定由中子
仪在田间每 5 d 测定一次，测定深度为 20～160 cm，间
隔 20 cm。1998 年到 2001 年 3 个冬小麦生育期的气候基
本特征如表 1。栾城站的 WOFOST 土壤参数如表 2。其
他有关本次试验的更详细的描述可见 Zhang 等[19]和 Chen
等文献[20-22]。
表 1 1998－2001 年 3 个冬小麦生育期的基本气候特征
Table 1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in three winter wheat seasons
between 1998 and 2001
生长期
Growth period
1998-10－1999-06
1999-10－2000-06
2000-10－2001-06

Table 2

平均气温
Mean
temperature/℃
8.5
7.7
7.8

生育期降水
Precipitation/
mm
62.2
66.5
156.5

生育期总辐射
Global radiation/
(MJ·m-2)
3 101.5
3 371.1
3 433.3

表 2 栾城站的土壤属性特征
Soil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Luancheng

土壤深度
Depth/cm

密度
Bulk density/
(g·cm-3)

0～10
≥10～30
≥30～50
≥50～70
≥70～90
≥90～150

1.37
1.37
1.32
1.31
1.34
1.37

饱和含水率
凋萎系数
田间持水率
Saturated water
Wilting
Field capacity/
content/
coefficient/
(m3·m-3)
3
-3
(m ·m )
(m3·m-3)
0.44
0.36
0.10
0.46
0.35
0.11
0.43
0.33
0.14
0.43
0.34
0.14
0.44
0.34
0.14
0.44
0.34
0.14

1.2 WOFOST 模型
WOFOST 模型是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开发的一个根
据气象、土壤条件和管理措施模拟作物根、茎、穗生物
量和土壤水分动态的模型。几十年来，它已经在学术和
工业界得到了广泛应用。以下对模型机理进行简略介绍，
更加详细的模型说明可以参考官方网站：www.supit.net。
它模拟的主要过程包括作物发育、二氧化碳同化、呼吸
作用、作物蒸腾、干物质分配、叶面积增长、干物质和
叶片衰老、死亡、土壤水分平衡等过程[23-24]。WOFOST
模型是一个抽象化通用的作物模型，也就是对各种作物
的生长发育过程描述是一致的。它通过改变作物干物质
分配和植物结构有关遗传参数来实现对不同作物的区分
和模拟。它可以模拟 3 种产量水平即：光温限制的潜在
产量、光温水限制的雨养产量以及光温水肥限制可获得
产量。它通过逐日气象数据进行驱动，通过土壤、管理
和作物参数数据限制和调整作物的生长过程。气象数据
包括太阳辐射、最高、最低气温、早晨的水汽压、2 米高
度的平均风速、降雨量。土壤数据主要为田间持水率、
饱和含水率、凋萎系数和导水率，如果需要模拟地下水
的影响，则还需提供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和导水率曲线参
数。最重要的就是作物参数，其中包括不同发育阶段所
需要的积温、光周期影响因子、不同生育期的最大光合
速率、不同生育期的比叶面积、干物质分配系数、干物质
和叶片的死亡率等。其中，不确定性最大的参数也就是作
物品种参数。对于作物品种参数的详细描述可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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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WOFOST 品种参数上下限和分布
Upper and down bound of cultivar parameters in WOFOST

参数名称
Parameter name
LAIEM

定义
Definition
出苗时候的叶面积指数

单位
Unit
hm2·hm-2

RGRLAI

下限值
Lower bound
0.05

上限值
Upper bound
0.15

叶面积指数最大增长率

hm2·hm-2·d-1

0.007

0.02

SLATB00

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07

0.0042

SLATB050

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07

0.0042

SLATB060

生育期为 0.6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07

0.0042

SLATB075

生育期为 0.75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07

0.0042

SLATB090

生育期为 0.9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07

0.0042

SLATB200

生育期为 2.0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07

0.0042

SPAN

在 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

d

17

50

TBASE

叶龄的低温阈值

℃

-5

5

KDIFFTB00

生育期为 0 时的散射消光系数

0.44

0.7

KDIFFTB200

生育期为 2.0 时的散射消光系数

0.44

0.7

EFFTB0

温度为 0℃时的单叶片初始量子效率

(kg·hm-2·h-1) ·(J·m-2·s-1)

0.4

0.5

EFFTB40

温度为 40℃时的单叶片初始量子效率

(kg·hm-2·h-1) · (J·m-2·s-1)

0.4

0.5

AMAXTB00

生育期为 0 时的单叶最大 CO2 同化速率

kg·hm-2·h-1

20

70

AMAXTB150

生育期为 1.5 时的单叶最大 CO2 同化速率

kg·hm-2·h-1

20

70

AMAXTB180

生育期为 1.8 时的单叶最大 CO2 同化速率

kg·hm-2·h-1

20

70

AMAXTB200

生育期为 2.0 时的单叶最大 CO2 同化速率

kg·hm-2·h-1

20

70

TMPFTB0

最大光合速率在 0℃时校正因子

0.009

0.1

TMPFTB4

最大光合速率在 4℃时校正因子

0.6

0.9

TMPFTB15

最大光合速率在 15℃时校正因子

0.8

1

TMPFTB28

最大光合速率在 28℃时校正因子

0.8

1

TMPFTB39

最大光合速率在 39℃时校正因子

0.01

0.05

CVL

叶片的同化物转换效率

kg·kg-1

0.6

0.76

CVO

储存器官的同化物转换效率

kg·kg-1

0.45

0.85

CVR

根的同化物转换效率

kg·kg-1

0.65

0.76

CVS

茎同化物转换效率

kg·kg-1

0.63

0.76

Q10

温度增加 10℃，呼吸速率相对改变量
-1

1.5

2
0.03

RML

叶片的维持呼吸速率

kg·(kg·d) ，以 CH2O 计

0.027

RMO

储存器官的维持呼吸速率

kg·(kg·d)-1，以 CH2O 计

0.003

0.017

RMR

根的维持呼吸速率

kg·(kg·d)-1，以 CH2O 计

0.01

0.015

RMS

茎的维持呼吸速率

kg·(kg·d)-1，以 CH2O 计

0.015

0.02

RFSETB060

生育期为 0.6 时的老化校正因子

0.25

1

RFSETB080

生育期为 0.8 时的老化校正因子

0.25

1

RFSETB100

生育期为 1.0 时的老化校正因子

0.25

1

FRTB000

生育期为 0 时的茎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4

0.6

FRTB030

生育期为 0.3 时的茎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2

0.3

FRTB070

生育期为 0.7 时的茎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0056

0.0084

FRTB078

生育期为 0.78 时的茎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004

0.006

FRTB081

生育期为 0.81 时的茎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0024

0.0036

FLTB000

生育期为 0 时的叶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48

0.72

FLTB033

生育期为 0.33 时的叶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448

0.672

FLTB055

生育期为 0.55 时的叶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4

0.6

FLTB070

生育期为 0.70 时的叶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28

0.42

FLTB078

生育期为 0.78 时的叶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08

0.12

FLTB081

生育期为 0.81 时的叶干物质的分配系数

0.04

0.06

PERDL

水分限制时叶片的相对死亡率

kg·(kg·d)-1

0.027

0.033

RDRRTB14001

生育期为 1.4001 时根的死亡率

kg·(kg·d)-1

0.018

0.022

RDRRTB200

生育期为 2.0 时根的死亡率

kg·(kg·d)-1

0.018

0.022

RDRSTB130

生育期为 1.3 时茎的死亡率

kg·(kg·d)-1

0.0135

0.0165

RDRSTB150

生育期为 1.5 时茎的死亡率

kg·(kg·d)-1

0.018

0.022

RDRSTB200

生育期为 2.0 时茎的死亡率

kg·(kg·d)-1

0.018

0.022

RDI

初始根长

cm

7

15

RRI

根深日最大增长率

cm·d-1

1

3

成熟作物最大根深

cm

80

200

RDMCR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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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1.3.1 扩展傅里叶幅度检验法
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很多，包括：Morris 参数筛选
法、基于方差的 Sobol 法、傅里叶幅度检验法（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FAST）、扩展傅里叶幅度检验
法（extended 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EFAST）
等[25]。本研究采用样本数要求低，计算高效的 EFAST 法，
它是 Saltelli 等[25]结合了 Sobol 法和傅里叶幅度法两种方
法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其算法
的基本思想是分解参数对模型结果的方差，把参数敏感
性分为两种类型：单个参数对结果的影响和参数之间耦
合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其中单个参数独立作用是用主敏
感性度指数（main effect）衡量，而参数相互作用则用总
敏感度（total effect）和主敏感度的差别衡量。算法简单
介绍如下：
模 型 y=f(x1,x2,…,xk) 可 用 合 适 的 转 换 函 数 转 换 为
y=f(s)，对 f(s)进行傅里叶变换，
y = f (s) =

∞

∑ {A

i =−∞

j

cos(is ) + B j sin(is )} ，

Ns

Ai =

1
Ns

∑ f (s ) cos(ω s ) ，

Bi =

1
Ns

∑ f (s ) sin(ω s ) 。

k

k =1

i k

Ns

k =1

k

i k

（1）
（2）
（3）

N − 1⎫
⎧ N −1
式中 Ns 为取样数，i ∈ Z = ⎨− s
,..., −1, 0,1,... + s ⎬ 。
2
2 ⎭
⎩
傅里叶级数的频谱曲线定义为 Λi = Ai2 + Bi2 ，则由参
数 xi 输入变化引起的模型结果方差为
+∞

Vi = 2∑ Λ i ωi 。

（4）

和开花到成熟的积温（TSUM2）是根据观测实际算出。
模型的其他参数：气象数据、播种日期、土壤参数都为
实际的观测。模型考虑两个输出，最大的叶面积指数
（MAXLAI）和地上生物量（TAGP）。考虑两种产量水
平即潜在和水分限制。在 EFAST 方法中每次的敏感性计
算需要运行 n×p 次，其中 n 为采样数量，p 为参数个数。
在 EFAST 方法中认为参数采样个数大于 65 倍的参数个
数为有效（即采样个数≥参数个数×65），因此，为减少
模拟次数，先计算敏感性结果随 n 的收敛性，大致在 n
取 80 左右结果收敛，本研究采样大小 n 取 150，采用
EFAST 方法，一共需要模拟 3（3 年）×150×55（参数）
=24 750 次 。 敏 感 性 计 算 框 架 结 合 R 语 言
（http://www.r-project.org/）的 Sensitivity 包。用 R 语言编
写程序调用 WOFOST 的函数，用 Sensitivity 包生成参数
样本，然后交给 WOFOST 计算，最后利用 Sensitivity 包
分析和计算模拟结果的敏感性。更为详细说明见何亮等
的文献[13]。
1.4 贝叶斯方法
1.4.1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
对于作物模型的驱动数据、模型参数和模型输出，
公式描述为
yi = f ( xi | θ ) + ε i 。
（8）
式中 yi 代表模型 n 个输出，例如生物量，叶面积等。xi
为模型驱动因子，如温度，太阳辐射和降水等。θ为模型
参数，例如作物品种参数，土壤参数等，εi 为模型的随机
误差，均值为 0，方差为σ2，未知。
参数估计的问题就是已知 xi 和 yi，来估计模型的参数
θ。统计学中核心概念似然函数（Likelihood function），
它是观测量的联合概率分布，满足
n

i =1

模型的总方差分解为
V = ∑ Vi + ∑ Vij +
i

i≠ j

∑

i≠ j ≠m

Vijm +... + Vi , j ...k 。

（5）

式中 Vi 为参数 xi 输入变化单独引起的模型方差，Vij 为参
数 xi 通过参数 xj 作用贡献的耦合方差，Vijm 为参数 xi 通过
参数 xj，xm 作用贡献的方差，则依次类推，V1,2,…,k 为参数
xi 通过 x1,2,…,k 贡献的方差。通过归一化处理参数 xi 的一阶
敏感性指数 Si 定义为
V
（6）
Si = i 。
V
参数 xi 的总敏感性为
V − V− i
。
（7）
STi =
V
式中 V-i 为不包括参数 xi 的所有参数方差之和。算法详细
的介绍参考 Saltelli 等文献[25]。
1.3.2 敏感性参数选择和模拟设计
主要的参数说明和参数范围见表 3。其中品种参数的
范围选择来源于模型文档提供的合理的范围。以上所有
的变量都服从均一分布，见表 3。其中关于 WOFOST 模
型中控制生育期的参数：出苗到开花的积温（TSUM1）

p( yi | θ , x i ) ∝ σ

−n

exp(−

∑(y
i =1

i

− f ( xi | θ )) 2

) 。 （9）
2σ 2
根据贝叶斯统计观点，参数也满足一定的概率分布，
假设参数的先验分布为 p(θ)。根据贝叶斯公式，得到参数
的后验分布为
p(θ | xi , y ) ∝ p ( yi | θ , xi ) p(θ ) 。
（10）

要得到后验概率密度，关键是要解出高维的联合概
率分布函数 p(yi|θ, xi)，贝叶斯统计方法求这个高维的概率
密度函数的思路是求出每一个参数的边缘分布，如

p(θ1 | xi , yi ) = ∫ p (θ | xi , yi )dθ 2 dθ 3 ...dθ k ，k 为参数个数。
（11）
计算该边缘分布有两个难点：第一是归一化常数未
知，第二是高维数值积分的困难。鉴于此，为解决此问题，
出现了一系列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算法。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CMC）基本思想是产生一个
马尔科夫链，以目标分布为平稳分布，根据马尔科夫理
论，一个马尔科夫链从任意初值出发，都会收敛到平稳
分布。
马尔科夫的基本原理是：时间序列上，某一时刻 t
的状态，只与前一个时刻 t-1 有关，与其他时刻无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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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随机时间序列θ为马尔科夫链。
设{θt}t>0 为空间Θ上的齐次马尔科夫链，即：转移概
率函数 p(.,.)与时间 t 无关，转移概率函数为
p(θ → Θ) = ∫ p (θ ,θ * )dθ 。

拟值，Oi 为第 i 个观测值， O 为观测值的均值，n 为样
本数。
表 4 WOFOST 模型的不同校正-验证方案
Table 4 Different plans for calibr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WOFOST model

（12）

Θ

p(θ,θ )为马尔科夫链的转移核，即为推荐分布。对于
分布 π(θ)，满足
*

∫ p(θ ,θ

*

)π(θ )dθ = π(θ * ) 。

方案
Plan
1

（13）

2

Θ

如果 ∀θ * ∈ Θ ，则 π(θ)为转移核 p(θ,θ*)的平稳分布。
当某 θ t ~ π(θ ) ，则θj~π(θ), j=t+1,…理论上讲，无论θ0 取何
种分布，经过长时间搜索后，θt 的边缘分布即为平稳分布
π(θ)，则称马尔科夫收敛[26]。
1.4.2 MCMC 采样方法
常用的 MCMC 采样方法有 Metropolis 算法、M-H
（metropolis-hastings）
算法、
Gibbs 采样和自适应的 Metropolis
[27]
算法 。本研究用 M-H 抽样方法，步骤为：1）构造合适
的建议分布 q(⋅ | θ t ) ；2）根据先验分布 g 产生θ 0；3）从

q(⋅ | θ t ) 中产生候选点θ；4）从均匀分布 U(0,1)中产生参数
矩阵 U；5）判断：若 U ≤r (θ t , θ ′) 

π(θ ′ | x)q (θ t | θ ′)
，则
π(θ t | x)q (θ ' | θ t )

接受 θ ′ ，并令 θ t +1 = θ ' ，否则令 θ t +1 = θ t ；6）增加 t，返
回到第 3 步。
1.4.3 MCMC 优化参数选择、模型优化和验证方案
本研究中，共涉及 3 个年度的试验数据，如表 1。用
来优化的观测数据为生育期内不同时间段观测的地上生
物量和叶面积指数，每年包括雨养和充分灌溉 2 套地上
生物量和叶面积观测数据。参数估算方法中似然函数（式
9）的构建是同时考虑了叶面积和生物量。待优化的作物
品种参数为参数敏感性分析后，选取的较敏感的参数。
由于 3 个季节是同一个品种，模型优化和验证设计 3 个
情景，如表 4：分别用其中一年的所有全灌溉和雨养的数
据作为模型的校正优化，其他剩下两年作为模型的验证。
模型待优化的参数选择依赖于全局敏感性分析的结果，
这将在 2.2.1 节中详细介绍。模型校正和验证的过程用观
测和模拟的一致性指数（index of agreement，d，见式 14）
和相对均方根误差（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
RRMSE，见式 16）来评价，d 越接近 1，RRMSE 越小，
说明模拟精度越高。
n

d = 1−

∑(S
∑(
n

i =1

RMSE =

i =1

i

− Oi )

2

Si − O + Oi − O

)

1 n
∑ ( Si − Oi )2 ，
n i =1

RRMSE =

RMSE

2

，

（14）

（15）

× 100% 。
（16）
O
式中 d 为一致性指数，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为
均方根误差，RRMSE 为相对均方根误差，Si 为第 i 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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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模型校准数据
Data of model calibration
1998－1999 年全灌溉和
雨养数据
1999－2000 年全灌溉和
雨养数据
2000－2001 年全灌溉和
雨养数据

模型验证数据
Data of model verification
1999－2000、2000－2001 年两年
所有数据
1998－1999、2000－2001 年两年
所有数据
1998－1999、1999－2000 年两年
所有数据

结果与分析

2.1 全局敏感性结果
2.1.1 潜在产量水平下的参数敏感性
在潜在产量水平下，如图 1a，对于最大叶面积指数
（MAXLAI），一阶敏感性指数最大的前 5 个因子依次为：
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0）、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50）、生育期为 0.6 时的比叶面积
（SLATB060）、生育期为 0.75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75）、
生育期为 1.5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TB150），其敏
感性值分别为 12.8%、2.7%、2.7%、2.5%、2.5%，其他
参数的值分别小于 1%；全局敏感性指数最大的前 5 个参
数与一阶敏感性指数一样，其值分别为 17.4%、4.4%、
3.6%、3.4%、3.3%，但是对于参数 SPAN（35℃时叶面
积的生长周期）也较大，排在第六，值为 1.9%，其余的
参数分别小于 1%。
如图 1b，对于地上生物量（TAGP），一阶敏感性指
数最大的前 5 个因子依次为：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
（SLATB00）、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SPAN）、生
育期为 1.5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TB150）、储存器
官的同化物转换效率（CVO）、生育期为 1.8 时的最大光
合速率（AMAXTB180），其值分别为 6.1%、4.1%、2.6%、
2.2%、1.8%，其他参数的值分别小于 1%；全局敏感性指
数最大的前 5 个参数与一阶敏感性指数一样，其值分别
为 8.2%、5.3%、3.1%、2.9%、2.3%，其余的参数分别小
于 2%。
2.1.2 雨养产量水平下的参数敏感性
在雨养产量水平下，如图 2a，对于最大叶面积指数
（MAXLAI），一阶敏感性指数最大的前 5 个因子依次为：
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0）、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50）、生育期为 0.6 时的比叶面
积（ SLATB060 ）、生育期为 1. 5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
（ AMAXTB150 ） 、 生 育 期 为 0.75 时 的 比 叶 面 积
（SLATB075）、其值分别为 12.1%、4.8%、2.1%、2.1%、
1.2%，其他参数的值分别小于 1%；全局敏感性指数最大
的前 4 个参数与一阶敏感性指数一样，其值分别为
15.6%、6.3%、3.5%、2.8%，参数 RGRLAI（叶面积指数
最大增长率）也较大，排在第 5，值为 2.7%，其余的参
数分别小于 2%。
如图 2b，对于地上生物量（TAGP），一阶敏感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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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大的前 5 个因子依次为：生育期为 1.5 时的最大光合
速 率 （ AMAXTB150 ） 、 生 育 期 为 0 时 的 比 叶 面 积
（SLATB00）、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SPAN）、生
育期为 0 时的散射消光系数（KDIFFTB00）、生育期为
1. 8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TB180），其值分别为
4.8%、4.4%、2.6%、2.0%、1.3%，其他参数的值分别小

Fig.1

2016 年

于 1%；全局敏感性指数最大的前 5 个参数分别是生育期
为 0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0）、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
面积（SLATB050）、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SPAN）、
生育期为 1.8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TB180）、叶龄
的低温阈值（TBASE），其值分别为 23.0%、7.1%、6.7%、
6.6%、4.2%，其余的参数分别小于 4%。

图 1 潜在产量水平下的扩展傅里叶幅度检验法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Sensitivity results of extended 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 in potential yield level

2.2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CMC）优化
2.2.1 马尔科夫优化参数选择、初值和先验分布
根据上节的敏感性结果，选择叶面积和干物质敏感
较大的参数作为优化对象。
其中主要包括以下 11 个参数：
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0）、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50）、生育期为 0.6 时的比叶面
积 （ SLATB060 ） 、 生 育 期 为 0.75 时 的 比 叶 面 积
（ SLATB075 ） 、 生 育 期 为 1.5 时 的 最 大 光 合 速 率
（ AMAXTB150 ） 、 生 育 期 为 1.8 时 的 最 大 光 合 速 率
（AMAXTB180）、RGRLAI（叶面积指数最大增长率）、
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SPAN）、生育期为 0 时的散
射消光系数（KDIFFTB00）、叶龄的低温阈值（TBASE）
储存器官的同化物转换效率（CVO）；这 11 个参数的初
值是根据观测值，先用试错法手动大致调整参数，使观
测叶面积和干物质趋势大致一样时的参数值。这 11 个参
数的初值如表 5，每个参数的先验分布都为均一分布。在
优化的过程中，对于 11 个参数给予±10%的上下扰动。其

他敏感性不大的参数采样模型中默认的参数。对于控制
生育期的参数：出苗到开花的积温（TSUM1）和开花到
成熟的积温（TSUM2）是根据观测实际算出。
2.2.2 不同校正优化方案得到的参数比较
模型优化采样 3000 次，
收敛的判断是做出迹图（trace
plot），即将所产生的样本对迭代次数作图，生成马氏链
的一条样本路径。如果当采样次数足够大时，路径表现
出稳定性没有明显的周期和趋势，就可以认为是收敛（由
于篇幅，省略了迹图）。MCMC 优化后，待参数趋于收
敛后，11 个参数得后验分布情况（由于篇幅，省略了 11
个参数的后验概率分布图）。根际参数的后验分布，把
后验分布的均值作为参数的优化值。3 种优化方案得到的
参数如表 6。总体来看，三种优化方案的各个参数变异系
数相差较小，最大的叶龄的低温阈值（TBASE），为 3%。
不同的优化方案下，优化后的参数变异性小，说明马尔
科夫蒙特卡洛（MCMC）方法在不同环境下的优化可靠
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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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雨养产量水平下的扩展傅里叶幅度检验法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Sensitivity results of extended 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 in rain-fed yield level
表 5 WOFOST 中 11 个待优化的品种参数初值和先验分布
Table 5 Initial value and prior distribution of 11 parameters for optimization

参数名称 Parameter name

定义 Definition

单位 Unit

初值 Initial value

RGRLAI

叶面积指数最大增长率

hm2·hm-2·d-1

0.00817

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

2

hm ·kg

-1

0.00202

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面积

2

hm ·kg

-1

0.00255

SLATB060

生育期为 0.6 时的比叶面积

2

hm ·kg

-1

0.00340

SLATB075

生育期为 0.75 时的比叶面积

hm2·kg-1

0.00222

SPAN

在 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

d

28

TBASE

叶龄的低温阈值

℃

SLATB00
SLATB050

KDIFFTB00

生育期为 0 时的散射消光系数

AMAXTB180

生育期为 1.8 时的单叶最大 CO2 同化速率

28.0

kg·hm-2·h-1
-2

AMAXTB200

生育期为 2.0 时的单叶最大 CO2 同化速率

kg·hm ·h

CVO

储存器官的同化物转换效率

kg·kg-1

Table 6

0
0.6

22.0

-1

0.72

表 6 不同参数优化策略下的 WOFOST 作物品种参数取值
Estimation results of crop parameters of winter wheat for WOFOST in different parameter estimation plans
参数 Parameters

方案
Plan

RGRLAI

SLATB00

SLATB050

SLATB060

SLATB075

SPAN

TBASE

1

0.00810

0.00203

0.00250

0.00337

0.00227

28.06

-0.17

0.60

27.98

22.16

0.71

2

0.00829

0.00199

0.00250

0.00340

0.00221

28.09

0.20

0.59

28.15

21.94

0.73

3

0.00827

0.00201

0.00250

0.00340

0.00220

28.03

-0.20

0.61

27.67

22.02

0.73

CV

1%

0.8%

0

0.4%

1.4%

0.8%

3%

1.4%

0.7%

0.4%

1.3%

注：CV: 变异系数；Note: CV: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KDIFFTB00

AMAXTB180

AMAXTB200

C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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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不同优化方案的模型校正和验证结果
本研究设计了 3 种模型校正-验证方案。对观测的叶
面积指数、地上干物质进行了验证。通过对比分析不同
的校正-验证方案，选择较优的方案。图 3 和表 7 是方案
1 的详细校正和验证结果。其他 2 种方案，处于简洁需要，
给出总体的验证结果，如表 8。

都模拟较好，一致性指数 d 都大于 0.80，RRMSE 小于
21%。雨养产量水平下，模型在 2000-2001 年的叶面积指
数模拟稍差，一致性指数仅仅为 0.45，RRMSE 达到了
136%；
比较 3 个校正-验证方案，如表 8，从模型验证的角
度看，在潜在产量水平下三种方案都很好，一致性指数
都不小于 0.90，且 RRMSE 都小于 20%。从雨养产量水
平下一致性指数在 0.74 到 0.77 之间，雨养下的 RRMSE
都较大。综合潜在和雨养两种情况而言，方案 1 较其他
两个方案略好。

3

注：dLAI 和 RRMSELAI 分别为叶面积指数的一致性指数和相对均方根误差，
dBiomass 和 RRMSEBiomass 分别为地上干物质的一致性指数和相对均方根误差。
Note: dLAI and RRMSELAI represent the index of agreement and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LAI, dBiomass and RRMSEBiomass represent the index of
agreement and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Biomass

图 3 方案 1（1998－1999 季节数据作为校正）模型优化结果
Fig.3 Model calibration of plan one (data of 1998－1999 as
calibration)
表 7 方案 1 的优化参数在其他 2 季的模型验证
Table 7 Model verification in other two seasons in plan one
潜在产量水平 Potential level
验证年份
Validation
season

叶面积指数
LAI
RRMSE/
d
%

地上干物质
Biomass
RRMSE/
d
%

雨养产量水平 Rainfed level
叶面积指数
LAI
RRMSE/
d
%

地上干物质
Biomass
RRMSE/
d
%

1999－2000
0.97
13
0.98
18
0.84
41
0.95
25
年
2000－2001
0.83
21
0.98
18
0.45
136
0.87
46
年
注：d 和 RRMSE 分别为一致性指数和相对均方根误差，下同。
Note: d and RRMSE represent the index of agreement and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the same below.

表8

3 个优化方案叶面积指数和干物质模拟校正和验证结果
精度比较
Table 8 Comparison of LAI and biomass simulation accuracies of
different plans of model calibration and verification
模型校准 Model calibration
方案
Plan

1

模型验证 Model validation

潜在产量水平
雨养产量水平 潜在产量水平
Potential level
Rainfed level
Potential level
RRMSE
RRMSE
RRMSE
d
d
d
/%
/%
/%
0.94
18
0.82
36
0.94
18

雨养产量水平
Rainfed level
RRMSE
d
/%
0.77
62

2

0.98

16

0.89

34

0.93

19

0.74

65

3

0.90

19

0.67

87

0.91

19

0.75

62

从方案 1 的校正结果看（图 3），模型对潜在的叶面
积和干物质模拟的很好，一致性指数 d 分别为 0.92，0.95，
相应的 RRMSE 分别为 15%，22%；对于雨养情况下，叶
面积指数模拟较潜在情况下要差，一致性指数小于 0.8，
但模型对雨养情况下的干物质模拟也较好，一致性指数
达到了 0.94，RRMSE 为 22%；从方案 1 的模型验证来看，
如表 7：潜在产量水平下，模型对 2a 的叶面积和干物质

2016 年

讨

论

3.1 参数的全局敏感性
本研究首先用扩展傅里叶幅度检验法（EFAST），
分析了潜在和雨养两种生产水平下，55 个 WOFOST 品种
参数的敏感性的大小。从结果看，最大叶面积
（MAXLAI）、地上生物量（TAGP）对于光合速率相关
的 参 数 ， 如 生 育 期 为 1.5 时 的 最 大 光 合 速 率
（ AMAXTB150 ） 、 生 育 期 为 1.8 时 的 最 大 光 合 速 率
（AMAXTB180），以及有关比叶面积的参数，如，生育
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0 等反应较为敏感。这是
因为不同生育阶段的最大光合速率是限制光合作用大小
的主要原因，是控制物质源的根本参数。而对于叶面积，
比叶面积参数、最大叶面积增长率是控制叶片生长的关
键参数，比叶面积控制了单位物质转换成叶面积的大小，
因而叶面积对这些参数敏感性较强。从其他主流的作物
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来看，例如 APSIM 模型中的谷粒最
大灌浆速率和辐射利用效率[13]，CERES 模型中的光能利
用率[16]都是制约同化物质量大小的基本参数。与 Wang
等[12]对 WOFOST 玉米的参数分析比较来看，本研究有些
差别，Wang 等的研究中叶片在 35℃生命周期（SPAN）
为对干物质积累最敏感的参数，差别的原因可能是作物
类型的不一致，因为作物类型的不一样，不同参数的取
值范围就有差异。与 Ceglar 等[28]对 WOFOST 玉米的分析
比较，比叶面积都是比较敏感的参数。
从不同产量水平下的参数敏感性结果看，最敏感的
参数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图 1 和 2。这也说明不同的产量
水平下，模型的最大叶面积、地上生物量对模型参数的
敏感性具有一致的表现，WOFOST 模型的结果和作者对
APSIM 模型 [13,29]分析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因而可以断
定，产量水平不是造成模型输出对品种参数敏感性差异
的原因。
Wang 等[12]证实模型参数范围、采样次数对敏感性的
结果影响很大。对于参数取值范围而言，不同的作物类
型有不同的取值。本研究的参数范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结合模型说明里面的取值给定，没有考虑参数范围变化
对敏感性结果的影响，这主要是基于本研究中参数敏感
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客观地选择出敏感性的参数，为下
一步优化做准备。而对于采样次数的影响，本研究认为，
需要先对不同的采样次数做计算，一直到敏感性结果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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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敛，这才是最终的敏感性结果，这就消除了采样次
数对敏感性结果的影响。
3.2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参数优化
通过敏感性筛选结果，选择了 WOFOST 模型中 11
个对叶面积和干物质影响大的参数作为优化对象，设计 3
种校正-验证方案。从结果看，3 种方案得到的参数输入
模型，模型都较好地模拟了观测值。从 3 种优化方案的
参数结果看，3 套参数都趋于稳定，这也说明马尔科夫蒙
特卡洛方法可以较为稳定地反演出最优的参数，证实这
套方法用在 WOFOST 模型调参的可行性。从模型验证来
看，模型对潜在水平的模拟比雨养下的要好，这可能和
WOFOST 的模型结构有关，雨养水平下，WOFOST 模型
把土壤水分循环模块添加了进来，而对于潜在产量水平，
模型默认是把土壤一直是处于田间持水量的状态。雨养
情况下模型的复杂度比潜在情况下要复杂，且由于降水
少，作物生长处于水分胁迫的时候多，由此可见模型对
于水分胁迫的模拟是不足的，类似的研究在 CERES 模型
中也见有报道[2]。
对于非线性优化的过程中，优化收敛性对初值非常
敏感。如果初始值选择不好，有时候可能很难达到收敛。
为了减少初值给优化带来的收敛性难的问题，本研究采
取的策略是先手动粗略地调整参数，使模拟趋势大致差
不多时的参数作为初始值。这可以减少收敛性带来的不
确定性。参数的确定，依赖于观测数据，当观测数据样
本能够较好地反应总体时，估计得到的参数就越准确，
也能够避免“异参同效”的现象[30]。在反演品种参数的
过程中，能有较多年份的观测数据对反演品种参数是有
帮助的。MCMC 算法获得参数的后验分布而不是一组唯
一的最优参数解，一般认为最优那一组参数，是对应的
似然函数值最大的那一套参数。各个参数的后验平均值
作为一套品种参数，这套品种参数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那
一套品种参数。但是这个均值和 MCMC 获得的参数最大
后验概率对应参数较为接近，说明参数分布是朝着高概
率区进行收敛。
相比传统的试错法，本研究中的马尔科夫蒙特卡洛
方法对 WOFOST 参数的自动优化方法，更具客观性。
与之其他的调参研究[1-2]，本研究在调参之前进行的参数
敏感性分析，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最敏感的参数，一来
可以减少优化参数的个数，二来也可以正确地选择优化
对象。

4

结

（SLATB00）、生育期为 0.5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50）、
生育期为 0.6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60）、生育期为 0.75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75）、生育期为 1.5 时的最大光
合 速 率 （ AMAXTB150 ） 、 叶 面 积 指 数 最 大 增 长 率
（RGRLAI）。对地上干物质影响较大的参数为：生育期
为 1.5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TB150）、生育期为 0
时的比叶面积（SLATB00）、35℃时叶面积的生命周期
（SPAN）、生育期为 0 时的散射消光系数（KDIFFTB00）、
生育期为 1.8 时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TB180）、储存
器官的同化物转换效率（CVO）。
2）潜在和雨养产量水平下，最大叶面积和地上生物
量对参数的敏感性差异不大。
3）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方法（MCMC）可以对 WOFOST
模型品种参数较好地优化，设计的三种校正-验证方案中，
第一种方案（用 1998－1999 年的数据作为校正年份，
1999－2000 年，2000－2001 年的数据作为验证年份）模
拟效果最好。其中对潜在产量水平的叶面积和生物量的
模拟，一致性指数 d 都大于 0.9；对雨养产量水平的叶面
积和生物量的模拟，一致性指数 d>0.75。
4）优化后的参数，相比有水分胁迫的雨养的生长情
况，WOFOST 在潜在的生长水平下模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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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p model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are essential for model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model
application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values of crop model parameter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model prediction.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rial-and-error method was widely used in model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The deficiency of this
method was subjective selection of parameter values and time-consuming processes. To overcome these issues, the
optimization methods such as general likelihood uncertainty estimation (GLUE), genetic algorithm (GA) and shuffled complex
evolution (SCE-UA) algorithm were alternative method for model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However, it is a problem to
decide which parameters for optim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elect the most sensitive parameters among hundreds of parameters
in the crop model for optimization. To avoid subjective selection of parameters for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we used the
global sensitivity analysis method of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method based on
Bayesian theory to optimize the crop genetic parameters in the WOFOST (world food studies), and the data of three-year
winter wheat field experiment in Luancheng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were adopted. The main objectives were: 1) to analyze
the sensitivity and uncertainty of WOFOST brought by 55 crop genetic parameters using the extended 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 2) to calibrate and validate the WOFOST using the MCMC method af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We found that: 1)
The most sensitive parameters for maximum leaf area index (MAXLAI) in the crop growth period were successively: specific
leaf area at development stage of 0, 0.5, 0.6, and 0.75, maximum CO2 assimilation rate at development stage of 1.5, and
maximum relative increase in LAI (RGTLAI); 2) The most sensitive parameters for total above ground production (TAGP) in
the crop growth period were successively: maximum CO2 assimilation rate at development stage of 1.5 (AMAXTB150),
specific leaf area at development stage of 0 (SLATB00), life span of leaves growing at 35oC, extinction coefficient for diffuse
visible light at development stage of 0 (KDIFFTB00), maximum CO2 assimilation rate at development stage of 1.8
(AMAXTB180), efficiency of conversion into storage organs (CVO); 3) The parameter sensitivity for MAXLAI and TAGP in
potential and rain-fed production level was almost coincident, which indicated that yield level didn’t influence the parameter
sensitivity results; 4) Eleven sensitive parameters were selected for optimization by using the MCMC method. The first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strategy (i.e. the data in 1998-1999 for calibration and those in 1999-2000 and 2000-2001 for
validation), was better than other 2 strategies. 5) WOFOST simulation was much improved if the optimized parameters by the
MCMC method were adopted. The index of agreement was higher than 0.9 and the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was less
than 20%. However, WOFOST performed worse in rain-fed case because water stress factor was added to limit crop growt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re sensitive parameters should have priority in adjusting values for model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In addition, the MCMC method is a feasible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WOFOST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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