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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降雨再分配，荒漠灌丛可改变降雨在灌丛内的水平空间分布，进而影响植被
冠层下土壤水分的空间响应．本文以腾格里沙漠东南缘人工植被区柠条和油蒿灌丛为研究对
象，分析了灌丛干扰下的降雨再分配过程及灌丛下土壤水分的空间响应．结果表明： 柠条和油
蒿灌丛的穿透水、树干茎流分别占降雨量的 ７４．４％、１１．３％ 和 ６１．８％、５．５％． 次降雨过程中，柠
条和油蒿穿透水空间变异性均较大，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２５ 和 ０．３０；由于可以将更多的降
雨以树干茎流形式在根部富集，柠条主干基部土壤湿润锋深度明显比冠层其余位置深，而油
蒿仅在大降雨事件时才较为明显．灌丛对降雨的再分配作用改变了降雨达到地表时的空间分
配，致使冠层下土壤湿润锋深度呈现明显的不均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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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对降雨的调节首先表现在林冠层对降雨的

过林冠层空隙直接进入土壤以及由林冠拦截并最终

截留再分配作用． 植被对降雨的再分配对区域的水

沿林冠枝叶滴落到地面的降雨量称为穿透水量；而

文过程和水文功能都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对生态系
统的水分及养分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１］ ． 大气降雨进
入植被层后，由于林冠的作用导致水分分配格局发

沿树干向下运动并最终在树干基部汇集的降雨量称
为树干茎流量 ［２］ ． 荒漠生态系统中，在灌丛干扰下，
降雨将以穿透水和树干茎流的方式到达地表，从而
影响降雨 在 植 被 冠 层 下 入 渗、 再 分 配 以 及 水 分 平
衡 ［３］ ，改变了水资源的垂直和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４］ ．
在植物降雨再分配过程中，穿透水占很大比例，

生变化，由植被冠层短暂贮存并在降雨过程或降雨
终止后蒸发消耗掉的部分降雨量组成了截留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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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 态 系 统 穿 透 水 量 所 占 比 例 可 达 ６４． ９％ ～

９６ ６％，而在干旱和半干旱区，灌木林仅为 ２７．０％ ～
７９．３％，穿透水比例相对较小且变异系数高 ［５－６］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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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层下的穿透水具有很强的空间变异性 ［７］ ． 树干

３ 月，土壤以细粒沙为主，地下水埋深达 ８０ ｍ，不能

，改变了降雨的空间输入格局．许多荒漠灌木通

面积 １ ｈｍ ２ ，将流动沙丘平整后于 １９８９ 年栽植柠条

茎流可以通过树干及枝叶使降雨高度集中于根部土
壤

［８］

过树干茎流形式将降雨输送到深层土壤 ［９］ ，为植物
生长提供必要的水分

［１０－１２］

． 树干茎流被认为是植物

在贫瘠环境下重要的水分及养分来源

［１３－１５］

，在干旱

半干旱区树干茎流变幅为 ４４％ ［１６］ ．在荒漠生态系统

为植物有效利用，沙丘持水力很弱．水分平衡观测场
和油蒿，栽植时根据柠条与油蒿的配置和密度不同
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人工植被群落．

１ ２

试验设计

１ ２ １ 树干茎流收集

收集树干茎流是一个基础而

中，灌丛的存在改变了降雨特性和空间分布格局，从

关键的环节． 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 ［１８－１９］ 后，结合灌

而影响降雨在植被冠层下入渗、再分配等一系列水

丛自身特征，利用铝箔极强的可塑性收集树干茎流．

文过程，影响灌丛下土壤水分的空间响应．研究干旱
区荒漠灌丛的降雨再分配特征及土壤水分入渗响
应，可促进对荒漠灌木适应干旱环境机理的理解．长
期以来，关于降雨再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热带雨
林及温带森林，对干旱半干旱地区尚缺乏深入系统
的研究

［１７］

，特别是干旱的荒漠生态系统．

在柠条基部枝干距地面约 １０ ｃｍ 处，用细砂纸将枝
干表面打光，用铝箔胶带呈“ Ｖ” 形完全缠绕树干，在

铝箔与树干间形成开口约 １ ｃｍ 的集水槽，用 １．５ ｃｍ
的软管联通铝箔水槽与集水装置，将树干茎流导入
集水装置内收集，并用量筒测定水量．在油蒿主干基
部，先将主干死皮去掉并用细砂纸打磨光滑，再用中

在我国西北干旱区，沙坡头沙漠试验研究站几

心开孔（ 孔径与植株地径相当） 的方形铝塑板以较

十年来成功采用生物措施进行防风固沙建设，使地

小的倾斜角贴地面处一分为二卡在主干上，用铝箔

表由流动沙丘变为固定的植被覆盖景观． 本研究以
该地区主要的固沙灌木柠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和油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为对象，通过野外直接观

胶带以“ Ｌ” 形完全缠绕主干并粘在塑板上，再用铝
箔胶带在塑板上以反“ Ｌ” 形环绕主干 ４ ／ ５ 形成低处
开口集水槽，将收集到的树干茎流用软管导入集水

测试验，研究柠条、油蒿冠层对降雨的再分配、冠层

装置并测量．两种收集方式均在铝箔与树干粘结及

下水分输入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冠层下土壤水分响

其上部涂抹不干胶，以防止铝箔胶带与树干间有小

应状态，探索性地解释灌丛植被干扰下水分空间格

缝隙存在，造成漏水．

局变化机制，以期为提高荒漠植物水分利用效率及
植被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穿透水收集

单株植物冠层下，以植株基部

为中心的辐射线上分别放置 ３ 行承雨器，行间角度

１２０°．每行柠条在主干至冠层外缘间均匀地放置 ４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个口径 １２ ｃｍ 承雨器，油蒿每行放置 ３ 个口径 ６ ｃｍ

研究区概况
试验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沙 坡 头 沙 漠 试 验 研 究 站

承雨器．柠条植株下穿透水承雨器开口在地上约 ３０
ｃｍ，油蒿植株穿透水承雨器在地上约 １０ ｃｍ（ 图 １） ．

（３７°２７′ Ｎ，１０４°５７′ Ｅ） 进行．该研究站地处宁夏中卫

１ ２ ３ 土壤剖面湿润锋观测

拔约 １３００ ｍ．格状新月沙丘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阶

主干为中心向植株冠层外缘开挖一垂直剖面，剖面

市境内，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属草原化荒漠，海
梯状分布．该区因受蒙古高气压的影响，夏季干燥、
春天多风、冬季寒冷，同时受夏季风尾闾气候区影

响，秋季略湿，年均降水量仅为 １９１ ｍｍ，６０％的降水
集中在 ６—９ 月，降水量变率高达 ４５．７％． 应用美国

在典型降雨事件过后

２４ ｈ，选取与观测降雨分配植株相似的植株，以植株
水平距离以超过所选植株冠幅外缘为准． 在剖面水
平方向上以植株主干为起点，用钢卷尺每隔 ５ ｃｍ 测
量土壤水分入渗深度，直到植株冠层外缘．观测结束
后回填．同时记录所选植株的冠幅和株高．

国家气象局标准 Ａ 级蒸发皿测得年蒸发量在 ２４００

１ ２ ４ 降雨观测

北风，年平均风速 ２．１ ｍ·ｓ （ ２ ｍ 高度） ． 年平均气
温为 １０ ℃ ，低温极值为 － ２５．１ ℃ ，高温极值为 ３８．１

Ｇｅｒｍａｎｙ） ，对 ６—１０ 月雨季降雨特征进行观测， 每

ｍｍ 左右，相对湿度平均在 ４０％左右．主风方向为西
－１

℃ ，全年日照时数为 ３２６４．７ ｈ．沙坡头地区土壤类型
有风沙土、灰钙土、灰棕荒漠土、草甸土、沼泽土、耕
作土等，以风沙土及灰棕荒漠土分布范围最广．

研究区土壤季节性冻结期为每年 １２ 月至次年

在植被区外 ５０ ｍ 左右开阔地带

架设 自 计 雨 量 计 （ Ａｄｏｌｆ Ｔｈｉｅｓ ＧＭＶＨ ＆ Ｃｏ． ＫＧ，

１０ ｍｉｎ 记录一次，观测精度 ０．１ ｍｍ．
２

２ １

结果与分析
植物冠层结构特征
柠条和油蒿是研究区域典型的防风固沙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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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７

分配上存在较大变异． 柠条穿透水平均变异系数为

０．２５，而油蒿平均变异系数为 ０．３０．距离主干较近的

观测点在次降雨过程中的穿透水量一般小于同侧外
缘的观测点的穿透水量，这可能与植物冠层结构及
气象因素干扰有关． 柠条冠层穿透水与次降雨量的
比率在 ２０．４％ ～ １２６．０％，平均为 ７４．４％，变幅标准差
为 １９．８％．而油蒿冠层穿透水与次降雨量的比率在

１６ ７％ ～ １３０． ４％， 变 幅 标 准 差 为 ２０． ０％， 平 均 为
６１ ８％（ 图 ２） ．在整个观测过程中，柠条单个测定点
穿透 率 （ 穿 透 水 占 次 降 雨 的 比 率 ） 半 数 集 中 在

６０％ ～ ８９％，油蒿单个测定穿透率半数集中在 ５０％ ～
７０％．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了次降雨量与柠

条、油蒿穿透水量间的相关关系（ 图 ３） ．两种植物次
降雨量与穿透水量之间均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Ｐ

图 １ 试验承雨器布置
Ｆｉｇ．１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４

表 １ 灌丛冠层参数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形成树干茎流的次降雨事件中，树干茎流的最大值

Ａ： 柠条 Ｃ．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Ｂ： 油蒿 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枝干特征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柠条
Ｃ．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油蒿
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冠幅
Ｃａｎｏｐｙ
ａｒｅａ
（ｍ ２）

２００

２１０

２．５４

６２

５７

０．１７

基径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分枝倾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ｇｌｅ
（°）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６６

０．９２

５０

１．７６

＜０．０００１） ．

植株树干茎流的变化特征

观测期间，柠条灌丛树干茎流总量为 １０．８ ｍｍ．

为 ２．４ ｍｍ，占次降雨量的 １５．３％，最小值为 ０．１ ｍｍ，
占次降雨量的 ３． ６％，平均占观测期间总降雨量的

１１．３％±４．６％；而油蒿灌丛树干茎流总量为 ５．２ ｍｍ，
树干茎流量的最大值 １．２ ｍｍ，占次降雨量的 ７．９％，
最小值为 ０．１ ｍｍ，占次降雨量的 ２．７％，平均占观测
期间总降雨量的 ５．５％±２．４％．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分

通过观测柠条和油蒿冠层结构特征参数，得到平均

别建立 了 次 降 雨 量 （ Ｐ） 与 柠 条、 油 蒿 树 干 茎 流 量

的平均株高、冠幅以及枝干基径和长度均明显高于

干茎 流 量 之 间 均 呈 现 显 著 的 线 性 正 相 关 （ Ｐ

油蒿；而两种植物的分枝倾角差异不大．

两种植物均未观测到树干茎流形成．

值．由表 １ 可以看出，在形态学特征方面，柠条植株
２ ２

降雨特征

试验期间共观测到 ２３ 次降雨事件，次降雨量变

幅 ０．２ ～ １５．６ ｍｍ，有 １６ 次降雨形成穿透水或树干茎

（ ＳＦ） 间的相关关系（ 图 ４） ． 两种植物次降雨量与树
＜０ ０００１） ．在两次降雨量小于 ２ ｍｍ 的降雨事件中，

２ ５

入渗湿润锋曲线
湿润锋的位置是反映入渗水量垂向运动的特征

流．其中，大于 １０ ｍｍ 降雨事件出现频率占 １３．０％，

０ ～ ２ ｍｍ降雨事件为 ３９．１％，其余占 ４７．９％． 沙坡头
雨季次降雨过程具有明显的间歇性，降雨强度变异

显著，因此，本文统计了 １０ ｍｉｎ 降强度（ Ｉ １０ ） ． 其中，

最大 Ｉ １０ 为 ２２．８ ｍｍ·ｈ －１ ，次降雨过程 Ｉ １０ 变异系数为
０ ９２，多数次降雨过程 Ｉ １０ 变异系数大于 ０．２０，与本
地区多年降雨过程中阵性降雨特点相一致． 总体来
看，观测期间以小降雨事件为主，次降雨过程的降雨
强度呈现较大波动．

２ ３

植株冠层穿透水的变化特征
在次降雨过程中，不同观测点的穿透水在空间

图 ２ 柠条和油蒿冠层降雨的穿透水率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ｅ⁃
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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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图 ３ 柠条和油蒿冠层穿透降雨 （ ＴＦ） 与 总 降 雨 量 （ Ｐ） 的
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Ｐ ）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 ＴＦ）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态

学

２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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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土壤湿润锋深度随距离柠条和油蒿主干水平位置的
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雨过程仅有 ４ ｄ 间隔．湿润锋总体呈现 ３ 个主要特点

（ 图 ５） ：１） 植株冠层范围内，湿润锋深度表现出明显
的空间不均一性；同时，与大降雨事件相比，小降雨

事件后灌丛冠层中间到外缘位置土壤湿润锋波动幅
度较大，其湿润锋格局依赖于降雨和灌丛结构，尤其
是降雨阵性分布；而降雨量充足时，可以削弱灌丛穿
透水的空间异质性；２） 植物主干基部区域湿润锋深
度一般比冠层下方其余区域较深，持续无降雨后的
小降雨事件时油蒿 体 现 不 明 显；３） 相 同 降 雨 条 件
下，柠条主干基部区域湿润锋明显深于油蒿，而冠层
其他位置两种灌丛深度差异体现并不完全一致，２５
日降雨过程后，柠条和油蒿冠层中部范围内湿润锋
在深度 上 并 没 有 太 大 差 别， 主 要 集 中 在 ２０ ｃｍ 深
左右．
图 ４ 柠条和油蒿冠 层 树 干 茎 流 （ ＳＦ） 与 总 降 雨 量 （ Ｐ） 的
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Ｐ） ａｎｄ ｓｔｅｍｆｌｏｗ （ ＳＦ）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之一，许多入渗理论都建立在此基础上

［２０］

． 分别选

取 ３ 次降雨，观测 ３ 次典型降雨事件后冠层范围内

土壤湿润锋的变化：８ 月 ３ 日降雨量 ８．８ ｍｍ，降雨前
持续 １ 周无降雨且 ２ 周内仅 ３ ｍｍ 降雨，２１ 日有连
续的 ３ 次降雨事件，降雨总量近 １３ ｍｍ，２５ 日是一
次 较大的降雨过程，总降雨量约１６ ｍｍ，且与上一降

３

讨

论

观测期间，研究区小降雨事件偏多，降雨更容易
被植物截留、蒸发损失掉． 但就个体尺度而言，柠条
和油蒿冠层降雨再分配中平均降雨穿透率和树干茎
流率分别为 ７４．４％、１１．３％和 ６１．８％、５．５％．对比不同
干旱研究区研究结果 ［１０－１１，１４，１６，２１－２４］ ，本研究区两种

荒漠灌穿透水和树干茎流在降雨再分配过程所占比
例在合理的变化范围内．
柠条和油蒿灌丛穿透水在水平空间上均呈现出

较大的空间异质性， 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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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０．荒漠灌木植被呈现斑块状分布，灌丛间间距较

大气降雨量、冠层截留、树干汇流能力和土壤入渗等

大，灌丛之间相对独立． 有研究表明，对于孤立植株

因素影响．在干旱荒漠地区，天然降雨通常是唯一的

而言，风向及风速是导致穿透降雨空间异质的主要

淡水资源，地下水也许存在但因为埋藏太深无法被

原因

［２５］

．由于柠条和油蒿两种植物个体结构上存在

着较大差异

［２６］

，柠条树皮光滑，且植株冠层内空隙

植物利用来维持一定水平的植被盖度，因此对于荒
漠区斑块状分布灌丛而言，植被冠层截留和树干茎

较大，而油蒿树皮结构粗糙，往往有纵向的开裂且表

流将直接影响到植物根际区土壤水分利用量． 在干

皮组织松散，因而在降雨过程中油蒿可以截留贮存

旱荒漠地区实施生态恢复与生态防护工程，使地表

更多的单位体积水量，使得截留消耗增大，导致油蒿

由流动沙丘变为固定的植被覆盖景观，地表覆盖特

树干茎流率（ 树干茎流与降雨量比） （ ５．５％） 远小于
柠条树干茎流率（１１．３％） ．

由于植株个体间以及土壤表面结构存在差异，

对不同降雨事件后土壤水分入渗湿润锋深度会产生
一定影响，但总体上大降雨事件的土壤水分入渗湿
润锋深度明显大于小降雨事件． 降雨在灌丛下再分

征的变化，将改变原来的水分转化关系，直接影响区
域的基本水文生态环境特征 ［３０－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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