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气象局国际气候服务 

 

WCSSPProgrammeOffice@metoffice.gov.uk 
www.metoffice.gov.uk 
 

  
 
 
 

粮食安全信息包 
 

英国气象局国际气候服务团队开发了一款信息包，以介绍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东北农区的粮食安全产

生的影响。这款粮食安全信息包旨在为工业、决策者和农民提供循证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

策。  

 

这项工作隶属于气候科学支持服务伙伴关系计划中国项目项目。气候科学支持服务伙伴关系计划中国

项目全力支持英中合作，并致力于提高提供信息的能力，如向决策者提供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战略方

面信息的能力，同时还致力于为适应气候和天气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提供支持服务。目前，气候科

学支持服务伙伴关系计划中国项目正在与中国气象局（CMA）、大气物理研究所（IAP）、英国气象

局、英国国家气象局以及其他主要的中英科研机构建立牢固的可持续伙伴关系。 

 

如需与英国气象局国际气候服务团队进一步讨论粮食安全信息包的相关

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WCSSPProgrammeOffice@metoffice.gov.uk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  

 

我们期待您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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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包—气候变化与农业

气候变化已经发生。中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1指出： 

• 过去100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地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中
国地表平均空气温度上升了1.15℃。

• 预计在2011年至2100年期间，中国地区的气温将以每十年
0.26℃至0.61℃的速度上升（RCP4.5和8.5）。

• 预计中国北方的变暖幅度将大于南方。

农业系统尤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中国玉米总增量占世界30%，其中近三成的中国玉米在东北
农业区3种植。由于玉米主要由雨水灌溉，这使其生产容易
受到干旱等气候灾害的影响。

玉米产量的意外下降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将对价
格、贸易以及国家和全球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2020年，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2。 

风险和建议

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4。气候风险的
影响取决于危害本身、暴露于危害的程度和脆弱性。

降低这些风险的建议措施包括：

• 开发更有效的灌溉技术
• 种植抗旱玉米
• 评估当前干旱风险
• 调整作物日历以反映气候变化
• 减少全球CO

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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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适应能力和灵敏度



食品安全包—当前气候—东北农业区

干旱是东北农业区的主要气候风险。气候模型表明，观测
记录（蓝线）低估了当前的干旱风险。

每年观察到比过去几十年更严重的干旱（红点）的可能性
有5%5。

农民和地方政府应该研究出更有效的灌溉技术来为这种干
旱风险做出合理规划。

缺水造成的水资源紧张会减少生物产量并导致玉米减产6。 

东北农业区中受灌溉的玉米只有15%但区内有一半以上的作物
所需用水量大于25毫米。缺水会对生长阶段的玉米发育造成特
别严重的损害6。

灌溉将会降低作物减产的风险。灌溉计划应考虑玉米在不同发
育阶段的供水需求。

当前的干旱风险

当前的水压力风险

当前其他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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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内涝灾难可能会影响玉米作物产量7。预计未来中国
东北地区的降雨量变化将会增加1。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洪
水和水淹事件，最终降低玉米产量。 

热压力：自1961年以来，东北农业区的温度在整个玉米生
长季节上升了0.16℃。最大的变化（0.23℃）发生在生长
后期，且对热压力1,8特别敏感。 

台风：自2000年以来, 东北农业区受台风天气威胁的土地
面积约为其他受灾害威胁的面积的2%9。台风在中国北方相
对罕见并且其数量自20世纪50年代1以来有所减少，然而台
风季节可能仍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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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包—未来气候—东北农业区

覆盖面积低于60%的干旱更有可能发生在小型集群中。然
而，覆盖面积超过60%的干旱往往会形成单个相连的集群10。

未来的气候条件更有可能会催生出连接较大区域的干旱10。

大面积干旱将需要采取区域性的协调措施。灌溉系统应该在
水务、农业和气候部门的协作下进行规划。

= 健康玉米 = 受干旱影响

中排放（RCP4.5）和高排放（RCP8.5）的排放情景都预测
到2050年, 东北农业区的灌溉用水需求将会增加6。

预计水资源短缺将在季中期（G3）阶段到达最高水平。这
一关键增长阶段正值玉米植物的全面覆盖时期到成熟初
期，玉米会特别容易受到缺水的影响。

建设灌溉的基础设施和开发更有效的灌溉技术，对于确保
东北农业区的玉米生产水平至关重要。

未来的干旱风险

未来的水压力风险

其他未来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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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预计中国地区的降水量每十年将增加1.1%（RCP4.5）
至1.6%（RCP8.5），预计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的降水量增长幅
度最大1。预计大部分东北农业区的极端降雨事件将小幅增加。

热压力：预计中国地区的气温将每十年上升0.26℃（RCP4.5）
至0.61℃（RCP8.5）1。较高的温度将增加热压力发生的风险。
培育耐高温玉米品种可能会提高玉米的适应力。

台风：据气候模型预测，到2100年，台风的频率将在全球范围
内下降，强度也将增加。

预计到2050年的灌溉用
水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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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小型干旱集群 到大型连续性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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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包—科学解释 

本粮食安全包利用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气候信息，从而帮助农业部门的决策者规划未来。这将使中国能够提高粮食的安
全性，增强其对当前和未来气候的适应能力。 

背景信息

英国气象局国际气候服务

预测中国未来的气候

情景

情景

物质科技

经济

气候模型在不同的初始条件下被运行多次——这有助于我
们了解当今气候的可变性，特别是干旱等极端事件的频
率。

气候模型可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探索出温室气体的浓度变
化如何改变农业上重要的气候特征，例如温度和降雨量。

来自中英两国气象局的气候科学家将与中国的农业领导者
合作，从而提供气候信息来协助农业部门的决策。

未来气候取决于当前和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探索一系列可能的未来情景，气候模型采用了不同的排放情景，假
设了不同的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代表性集中途径”。本食品安全包使用中级排放（RCP4.5）和高级排放情景
（RCP8.5）。

应用计算机模型 

了解当前的气候多样性

向农民提供未来的气候
信息

时间

幅
度

英国气象局出版。英国气象局和英国气象局的标志是注册商标。©英国皇家版权2021，英国气象局01604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趋势并未缓解 

中等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
缓解措施



食品安全包—参考资料和链接

参考资料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r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2018 (2018). 
Available online, accessed 7 December 2020. <https://english.mee.gov.cn/Resources/Reports/reports/201907/
P020190702566752327206.pdf> 

2. UN News, ‘Enhance solidarity’ to fi ght COVID-19, Chinese President urges, also pledges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2020). Available online, accessed 29 January 2021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9/1073052>

3. NBSC (2018). Annual data by provin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accessed 7 December 2020, http://
www.stats.gov.cn/ english/.

4. Huang, J. and Rozelle, S. (200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Nutrition: the Policies behind China’s Success. 
World Food Programme, 1-44.

5. Kent, C., Pope, E., Dunstone, N., Scaife, A. A., Tian, Z., Clark, R., Zhang, L., Davie, J., & Lewis, K. (2019). Maize 
drought hazard in the northeast farming region of china: Unprecedented events in the current climate. 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 58(10), 2247–2258. https://doi.org/10.1175/jamc-d-19-0096.1

6. Xu, H., Tian, Z., He, X., Wang, J., Sun, L., Fischer, G., Fan, D., Zhong, H., Wu, W., Pope, E., Kent, C., & Liu, J. (2019). 
Future increases in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 challenge the water-food nexus in the northeast farming region of 
China.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13, 594–604. https://doi.org/10.1016/j.agwat.2018.10.045

7. Guo, E., Zhang, J., Wang, Y., Si, H., & Zhang, F. (2016).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of waterlogging disaster for maize 
based on CERES-Maize model in Midwest of Jilin Province, China. Natural Hazards, 83(3), 1747–1761. https://doi.
org/10.1007/s11069-016-2391-0

8. Yin XG, Wang M, Kong QX, et al. (2016). Impacts of high temperature on maize production and adaptation meas-
ures in Northea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6(1), 186 – 198.

9. Guo, J., H. Chen, X. Zhang, Y. Zhao, K. Mao, N. Li, and L. Zhu (2018) A dataset of agro-meteorological disaster-af-
fected area and grain loss in China (1949–2015). Science Data Bank, accessed 7 December 2020, https://doi.
org/10.11922/sciencedb.540.

10.  Davie, J. and Pope, E. (2020) Exploring drought characteristics in North and Northeast China. Met Offi  ce Internal 
Report, 1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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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科学支持服务伙伴关系计划中国项目是服务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由牛顿基金的
分支中英研究与创新合作基金提供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www.metof-
fice.gov.uk/research/approach/collaboration/newton/cssp-china/index 

在微信平台上与国际气候服务团队联系，
了解有关此项工作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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