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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槟榔林是热带地区广泛种植典型经济林，独特的树冠结构改变了穿透雨的空间格局，但针对穿透雨空间格局的时间稳定

性研究很少，影响对穿透雨生态效应的认识与调控。以海南岛槟榔林为研究对象，基于 33 场降雨数据，研究了穿透雨的空间格

局及时间特性，结果显示: ( 1) 槟榔树冠内不同位置穿透雨差异极显著( P＜0．01) ，穿透雨率分别为: 树干附近( 85．6%) 、冠幅中

央( 48．3%) 、冠幅边缘( 59．8%) ，穿透雨空间格局表现为向树干附近汇集的特点; 不同方位的穿透雨率仅东面显著高于南面( P＜
0．1) ，表明风向对穿透雨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影响。( 2) 槟榔树冠下各位点穿透雨时间变异程度大( 65．7%) ，但槟榔树冠幅中央

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好( 55．6%) ，而树干旁边和冠幅边缘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差( 25%、19．4%) ，各方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相

差不大( 约 1 /3) 。( 3) 距树干距离和降雨量影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距树干不同距离平均叶片倾斜角度的差异是造成穿透雨

在时间上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平均叶片倾斜角度与穿透雨时间不稳定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5) ; 穿透雨时间稳定性

在中等降雨条件下最差，随着降雨量增加，冠层对穿透雨的“屏蔽效应”减弱，“滴水效应”增加。揭示槟榔植株个体穿透雨的空

间格局及时间稳定性，可为认识乔木个体尺度穿透雨时空特征提供参考，也可为解释林地小尺度土壤水分和土壤侵蚀的空间格

局及时间动态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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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eca plantation，as a typical economic forest，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tropical areas． Its unique canopy
structure alter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roughfall，which further influences the hydro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results to
different ecological effects，such as soil erosion． However，available information is limited on how the areca plantation
chang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temporal stability of throughfall． Here the spatiao-temporal variation of throughfall was
observed under 33 rainfall events in areca plantation in Hainan Island． We found that throughfall changed significantly with
locations under canopy of areca plantation ( P＜0．01) ． The throughfall rate was different near the trunk ( 85．6%) ，in the
center of canopy ( 48．3%) ，and at the edge of canopy ( 59．8%) ． The location near the trunk had the highest throughfall．
The throughfall rate in the east of the trun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 ( P＜0．1) ，indicating that wind
also impact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roughfall． In addition，The throughfall of different locations under the canopy of areca
plantation presented high variability over time ( 65．7%) ． However，the throughfall in the center of canopy was relatively
stable over time ( 55．6%) ，while it had poor temporal stability near the trunk ( 25%) and at the edge of canopy (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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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differences ( about 1 /3) of temporal stability in throughfall among different directions were observed． The distance
from the trunk and the rainfall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mporal stability of throughfall． Furthermore，the former
influenced the temporal stability of throughfall mainly through leaf angle． The mean angles of leav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emporal stability of throughfall ( P＜0．05) ． The temporal stability of throughfall was the weakest under
moderate rainfall．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nfall，the“wetting effect”of the canopy decreased，and the“drying effect”
increased． The above results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 how tree species impac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roughfall，which could also help to explain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soil moisture and soil erosion at small scale in
plantation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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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经过林冠被分配为穿透雨、树干流和冠层截留三部分［1］，其中穿透雨是降雨通过冠层间隙或经过冠

层复杂结构滴落到地面的部分［2］，是林下降雨的重要组成部分。穿透雨既影响土壤水分和土壤侵蚀的空间

格局，也通过淋洗冠层元素［3］，改变了林下土壤营养盐的含量及其空间格局，进而影响地表径流的流量和水

质，是森林水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4］; 树干流占降雨量很少一部分，通常被忽略［5］; 冠层截留是降雨暂时

储存在冠层中并在降雨事件中和之后蒸发掉的部分［6］，是森林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评估

冠层截留量需要精确计算穿透雨［7］，然而穿透雨的空间异质性给评估工作带来困难，因此，穿透雨空间格局

和空间变异性是森林水文研究中的关键［8］。
大量研究表明穿透雨的空间特性是由冠层厚度、叶面积指数、树高、叶片角度和形状以及降雨量和风向共

同决定的，例如 Siegert 发现温带落叶林穿透雨的空间异质性是冠层厚度和叶面积指数造成的，随着冠层厚度

和叶面积指数的增加，穿透雨逐渐降低［9］; Seyed 发现植株高度较高时，冠层粗糙度大，使冠层截留的水更容

易蒸发损失掉，导致穿透雨减少［10］; Philippe 发现香蕉叶片角度较大时，会使穿透雨转化为树干流，大而水平

的叶片会暂时储存雨水，增加穿透雨的空间异质性［11］; Patrick 发现在冠层迎风面由于风吹落冠层储水而穿透

雨较多，在背风面形成穿透雨雨影区［12］。然而这些结论都假设穿透雨空间格局在每场降雨事件中总是固定

的，忽视了冠层结构的时间动态和各观测位点穿透雨在每场降雨事件中的差异［13］。如果穿透雨的空间格局

是时间稳定的，那么将会对土壤水分、元素含量和土壤侵蚀的空间格局及时间动态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这方面

的研究还较少。
槟榔林是热带雨林地区主要的经济林木，近年来随着南药的开发和人们对槟榔果的喜爱［14］，其种植面积

不断扩张，大量热带雨林或次生林逐渐被槟榔林取代［15］。槟榔林由于群落组成简单，冠层结构单一，使林下

穿透雨及其空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对土壤水分和元素含量、土壤侵蚀和地表径流产生深远影响［16］，尤其在

上游水源地地区，穿透雨空间格局的变化将影响河流水质和水量，对下游水源供给服务和生态安全等产生深

远影响［17］，然而针对槟榔林穿透雨及其时空特性的研究目前还很薄弱。为此，本文以海南岛中部山区水源地

地区的槟榔林为研究对象，采用长期定位监测方法，基于次降雨数据，探讨槟榔个体植株穿透雨的空间分布规

律，并分析这种空间格局是否具有时间稳定性，为认识槟榔个体尺度水文特征及相关水文模型的开发提供参

考，也为解释槟榔林林地小尺度土壤水分和土壤侵蚀的空间格局及时间动态提供依据。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的白沙彝族自治县、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 109°31'E; 19°04'
N) ，该区域是海南岛第一大河流南渡江和第二大河流昌化江的主要发源地，其水文功能地位十分重要。气候

类型为热带海岛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5—28．5℃，年平均相对湿度 83%。一年分为干季和湿季，干季为

11 月到次年 4 月，湿季为 5—10 月，降水主要集中在 7—9 月，多年平均降雨量 1607 mm，次平均降雨量为 15．5
mm，降雨事件中的主导风向为东南风，降雨量以 0—20 mm 范围为主(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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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降雨-风向关系图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nfall and wind direction in the

study area

1．2 穿透雨观测方法

在研究区内选取一块具有代表性的槟榔林样地，在

样地内随机选取 9 棵树作为研究对象( 表 1) 。由于槟

榔林内植株间距较大，彼此间冠幅相互独立不重叠，为

精细地刻画槟榔林个体尺度穿透雨的时空特征，分别在

每棵树的 4 个方位角上( 东、南、西、北) ，根据每棵树的

冠幅大小，在树干旁边 ( 1 /3 冠幅) 、冠幅中央 ( 2 /3 冠

幅) 和冠幅边缘( 3 /3 冠幅) 放置自制雨量筒，分别测量

树干不同方向树干旁边、冠幅中央和冠幅边缘的穿透

雨，整个样地共放置了 108 个雨量筒。每次降雨事件结

束后，用量筒量取雨量筒内的穿透雨体积。雨量筒桶高

35 cm，开口直径 20 cm，为避免蒸发损失，在桶上加盖

直径为 21 cm 漏斗，在每次测量后保持漏斗水平放置。
为避免雨滴激溅的影响，桶口距地面高度为 50 cm。从

2016 年 8 月 6 日到 2017 年 8 月 7 日，共记录了 33 场降雨事件，降雨量信息如图 2。

表 1 槟榔植株个体特征

Table 1 Betel nut pla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植株编号
Tree ID

林龄
Forest age /a

树高
Tree height /m

胸径
Breast

diameter /cm

冠幅
Crown width /cm

林分密度
Stand density /

( 株 /hm2 )

冠层郁闭度
Canopy closure

1 12 5．91 12．92 175．6 1900 52．12
2 12 4．64 10．81 173．6 1900 83．11
3 12 5．81 10．84 178．6 1900 72．21
4 12 5．93 12．93 172．8 1900 72．73
5 12 5．42 10．86 173．0 1900 55．94
6 12 5．91 10．89 177．6 1900 65．92
7 12 5．03 12．24 179．6 1900 68．44
8 12 5．23 10．87 185．5 1900 69．61
9 12 6．02 13．41 187．5 1900 54．16

1．3 冠层结构数据获取

利用植物冠层仪( LAI-2000) 测量每个观测点正上方的叶面积指数、叶片倾斜角度，具体方法如下: 为精确

测量每个观测点正上方的叶面积指数和叶片倾斜角度，选择 15°镜盖在林外空旷地记下 X 值，进入林内在观

测点处记下 Y 值，利用植物冠层仪计算并读取该观测点的叶面积指数( LAI) 和叶片倾斜角度( MTA) ，并平行

观测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观测点的观测值。利用激光 /超声波树木测高测距仪( Haglof Vertex Laser 5) 测

量每个观测点正上方的冠层厚度。利用鱼眼相机拍摄每个观测点正上方的冠层图片，经过图像处理软件计算

冠层郁闭度。每个观测点平行观测 3 次，其平均值作为该观测点的观测值( 表 2) 。
1．4 穿透雨时间稳定性

Keim 首次利用时间稳定性图( Time stability plots) 对穿透雨空间格局的时间稳定性进行分析［18］。假定数

据是正态分布的，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各观测点标准化处理后穿透雨的均值和标准差，然后将标准

化穿透雨的均值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绘制时间稳定性图，误差棒为±标准差。数据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TFSij =
TFij － Mean j

Sdj
②

式中，TFSij为标准化后观测点 i 在降雨事件 j 中的穿透雨，TFij为观测点 i 在降雨事件 j 的穿透雨; Meanj为降雨事件 j
中穿透雨的均值; Sdj为降雨事件 j 下穿透雨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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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期间降雨量分布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study

时间稳定性图反映了两种时间稳定性: 第一种为极

端稳定性( “extreme persistence”) : 标准化穿透雨的均

值位于样本四分位以外，位于上四分位的点意味着非常

干的状态( “屏蔽效应”) ，位于下四分位的点意味着非常

湿的状态( “滴水效应”) ; 第二种为一般稳定性( “general
persistence”) : 标准化穿透雨的均值位于样本四分位以

内，表明这些观测点只比总体平均状态干或湿。误差棒

的长短反映了时间不稳定程度，误差棒越长，表示该点的

时间稳定性较差，反之亦然; 但是如果误差棒与零轴相

交，则此位点的穿透雨在时间上是不稳定的［19］。
Zimmermann 等发现穿透雨的数据往往不是正态分

布的，在数据标准化时应当利用更加稳健的统计量中位

数( Median) 和绝对中位差 ( 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

MAD) ［20］。数据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TFSij =
TFi － Median j

MAD j
③

式中，TFSij为标准化后观测点 i 在降雨事件 j 下的穿透雨，TFij为观测点 i 在降雨事件 j 的穿透雨; Median j为降

雨事件 j 下穿透雨的中位数; MAD j为降雨事件 j 下穿透雨的绝对中位差。

表 2 槟榔冠层空间特征

Table 2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reca canopy

位置
Position

冠层厚度
Canopy thickness /m

郁闭度
Canopy density /%

叶面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

平均叶片倾斜角度
Mean leaf tilt angle / ( ° )

树干附近 Near the trunk 1．73±0．39 65．5±9．35 3．48±0．76 45．7±3．53
冠幅中央 Crown center 1．72±0．31 65．3±9．55 4．40±0．59 38．4±3．23
冠幅边缘 Crown edge 1．70±0．36 65．2±9．98 3．11±0．62 49．6±3．80
树干东侧 East of the trunk 1．73±0．33 66．0±10．20 3．60±0．80 43．3±3．14
树干南侧 South of the trunk 1．73±0．35 64．2±8．11 3．22±0．82 44．6±2．54
树干西侧 West of the trunk 1．72±0．34 66．7±9．29 3．18±0．76 44．5±3．62
树干北侧 North of the trunk 1．73±0．40 65．0±11．5 3．22±0．78 43．7±3．54

图 3 Q-Q 图

Fig．3 Q-Q diagram

Q-Q 图( Normal Q-Q Plot) ，也称分位数-分位数图，

可以判别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如果样本服从正态分

布，则其数据点会落在直线上，否则，不服从正态分布。
本文在进行数据标准化前利用 Q-Q 图判别出数据不服

从正态分布( 图 3) ，因此采用公式 3 进行数据标准化。
1．5 统计分析

利用 R 语言( 3．4．2) 的“dplyr”包对数据进行规整

和统计分析，利用“ggpolt2”、“ggpubr”和“openair”包进

行可视化。

2 结果

2．1 穿透雨空间格局

槟榔树冠内不同位置穿透雨差异显著 ( P＜0．01) ，

穿透雨率分别为: 树干附近( 85．6%) 、冠层中央( 48．3% ) 、冠层边缘( 59．8%) ，穿透雨空间格局表现为向树干

0791 生 态 学 报 4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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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的特点( 图 4 ) ; 不同方位的穿透雨彼此间差异不显著，穿透雨率分别为: 东 ( 80．5%) 、南 ( 56．3% ) 、西

( 60．9%) 、北( 68．1%) ，穿透雨在东面最多，表明风对穿透雨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影响( 图 4 ) 。
2．2 穿透雨时间稳定性特征

根据 108 个位点的时间稳定性图( 图 5) ，标准化穿透雨上、下四分位数分别为0．92、－0．14，共有 32 个位点具有极

端稳定性，只有 5 个位点具有一般稳定性。表明槟榔树冠下大多数位点穿透雨时间变异程度大( 65．7%)。

图 4 槟榔植株穿透雨空间格局

Fig．4 Spatial pattern of throughfall under areca plant

图 5 基于所有位点的时间稳定性图

Fig．5 The time stability plots based on all sites

注: 虚线为上、下四分位线

在观测到的 108 个位点中，树干旁边、冠幅中央、冠幅边缘各有 36 个位点，其中，树干旁边具有时间稳定性的

位点仅占四分之一( 25%) ，冠幅中央有超过一半的位点具有时间稳定性( 55．6%) ，冠幅边缘具有时间稳定性的位

点只占 19．4%，表明槟榔树冠幅中央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好，而树干旁边和冠幅边缘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差。
在观测到的 108 个位点中，四个方位角上各有 27 个位点，具有时间稳定性的位点分别只占约 1 /3: 东

( 40．7%) 、南( 29．6%) 、西( 29．6%) 、北( 33．3%) ，表明各方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相差不大。
2．3 穿透雨时间稳定性影响因素

2．3．1 距树干距离对穿透雨时间稳定性的影响

树干旁边一共有 36 个点，只有 9 个位点是时间稳定的( 25%) ，其中具有“滴水效应”的占 77．8%，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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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效应”的占 22．2%，表明槟榔树树干旁边对穿透雨是不稳定的“滴水效应”。冠幅中央一共有 36 个点，

有 20 个位点是时间稳定的( 66．7%) ，其中具有“滴水效应”的占 35%，具有“屏蔽效应”的占 65%，表明槟榔树

冠幅中央对穿透雨是稳定的“屏蔽效应”。冠幅边缘一共有 36 个点，只有 7 个位点是时间稳定的( 19．4%) ，且

全部为“滴水效应”，表明槟榔树冠幅边缘对穿透雨是不稳定的“滴水效应”( 图 6) 。

图 6 基于不同冠幅位置的时间稳定性图

Fig．6 The time stability plots based on different canopy positions

注: 虚线为上、下四分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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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距树干距离影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冠幅不同位置表现出对穿透雨不同的干湿效应，并最终

形成特定的空间格局( 图 4) ，这与冠层厚度、叶面积指数、叶片角度和形状等冠层结构特征有关。经过回归分

析发现，槟榔树冠穿透雨时间不稳定程度与平均叶片倾斜角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5) ( 图 7) ，而根据

表 2 发现，平均叶片倾斜角度: 树干附近( 45．7) 、冠幅边缘( 49．6) ＞冠幅中央( 38．4) ，这说明冠幅中央穿透雨时

间稳定性强于树干附近和冠幅边缘是由于叶片角度导致的，冠幅边缘较大的叶片角度更容易受到风的影响，

造成穿透雨空间格局在时间上不稳定。

图 7 平均叶片倾斜角度与穿透雨时间不稳定性的关系

Fig．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TA and throughfall

time instability

2．3．2 降雨量对穿透雨时间稳定性的影响

降雨量在 0—20 mm 范围内，具有时间稳定性的点

共有 35 个 ( 32． 4%) ，其 中“滴 水 效 应”点 有 14 个

( 40%) ，“屏蔽效应”点有 21 个( 60%) ; 降雨量在 20—
50 mm 范围内，具有时间稳定性的点共有 13 个( 12%) ，

其中“滴水效应”点有 3 个( 23．1%) ，“屏蔽效应”点有

10 个( 76．9%) ; 降雨量在＞50 mm 范围内，具有时间稳

定性的点共有 35 个( 32．4%) ，其中“滴水效应”点有 21
个( 60%) ，“屏蔽效应”点有 14( 40%) 个( 图 8) 。

由上可知，在中等降雨量条件下穿透雨空间格局的

时间稳定性最小，通过对比小雨和大雨发现，随着降雨

量增加，冠层内部分“屏蔽效应”的点消失，冠层内“滴

水效应”的点增加。

3 讨论

冠层中的一些特殊结构往往会改变雨水在冠层的运动轨迹，不仅改变了降雨分配比例，而且使穿透雨的

空间格局发生变化。例如 Philippe 发现由于香蕉树果丛的存在，使树干流被引流为穿透雨，增加了树干附近

的穿透雨［11］。本文所研究的槟榔树属于棕榈科，茎干直立，羽状分裂的大叶簇生于茎顶，叶片角度在 38°—
50°之间( 表 2) ，为典型的漏斗形树冠，穿透雨空间格局在冠幅范围内表现出树干附近和冠幅边缘多，冠幅中

央少，结合槟榔树冠构型，槟榔大叶片对降雨有引流作用，槟榔果丛的存在也会使树干流转化为穿透雨，从而

使树干附近的穿透雨大大增加。

穿透雨空间格局的时间稳定性反映了冠层结构的稳定，然而冠层结构在生长周期内是逐渐变化的，使穿

透雨的时空特性也会随之改变。Nobuaki 在泰国发现随着柚木树叶的生长，冠层遮阴效果逐渐增强，气温对

冠层截留的影响逐渐减弱，导致穿透雨的空间异质性增加，时间稳定性降低［21］。Yoshinori 发现叶面积指数在

生长季的变化是穿透雨空间异质性改变的主要原因，使穿透雨时间稳定性随时间而改变［22］Zimmermann 发现

在生长季初期，冠层结构变化最快，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差［20］。本文发现槟榔树干附近和冠幅边缘虽然表现

为对穿透雨的“滴水效应”，但却是不稳定的，而冠幅中央表现出对穿透雨极端稳定的“屏蔽效应”，这与距树

干不同距离的平均叶片倾斜角度有关，树干附近和冠幅边缘较大的叶片角度，更容易受到风的影响，造成穿透

雨在时间上的不稳定。Park 和 Leakameron 发现叶片和树枝的引流作用影响了冠层的降雨分配模式，使树干

流和穿透雨相互转化，改变穿透雨的空间格局［23］。因此，叶片角度及其生长周期内的变化可能是影响穿透雨

时间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此外，通过对比各方向穿透雨的空间格局和时间稳定性发现，风向只能部分改变穿

透雨的空间格局，但对时间稳定性的影响较小，冠层结构才是穿透雨时空特性时间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降雨量也会影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例如，Omid 发现在小雨条件下，由于冠层储水能力没有饱和，冠层

截留大，造成的空间差异也大; 在大雨条件下，冠层充分饱和，穿透雨的空间差异减少［24］。Anderson 发现在由

于桉树冠层结构是稳定的，在降雨初期，冠层储水能力未饱和，穿透雨只在有些为点出现，大多数位点没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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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不同降雨量的时间稳定性图

Fig．8 The time stability plots based on different rainfall

虚线为上、下四分位线

透雨，“屏蔽效应”的位点是时间稳定的，当冠层充分饱和后，穿透雨的空间格局变得匀质化，“滴水效应”的点

是时间稳定的［25］。本文发现在中等降雨条件下，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较差，而在小雨和大雨中，穿透雨时间

稳定性相同( 32．4%) 。在小雨条件下，冠层储水能力没有饱和，穿透雨只在特定位点如冠层间隙和特殊的滴

水结构处出现，冠层对雨水主要以“屏蔽效应”为主;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冠层逐渐湿润，储水能力由不饱和到

饱和，一些位点逐渐开始出现穿透雨，此时穿透雨时间稳定性最差; 在大雨条件下，冠层充分湿润，对雨水以

“滴水效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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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槟榔树冠内不同位置穿透雨差异显著 ( P＜ 0． 01 ) ，穿透雨率分别为: 树干附近 ( 85． 6%) 、冠层中央

( 48．3%) 、冠层边缘( 59．8%) ，穿透雨空间格局表现为向树干附近汇集的特点; 不同方位的穿透雨彼此间差异

不显著，但穿透雨在东面最多，表明风对穿透雨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影响。
2) 槟榔树冠下大多数位点穿透雨时间变异程度大( 65．7%) ，但槟榔树冠幅中央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好

( 55．6%) ，而树干旁边和冠幅边缘穿透雨时间稳定性较差( 25%、19．4%) ，各方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相差不

大( 约 1 /3) 。
3) 距树干距离和降雨量影响穿透雨的时间稳定性，距树干不同距离平均叶片倾斜角度的差异是造成穿

透雨在时间上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平均叶片倾斜角度与穿透雨时间不稳定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 P＜
0．05) 。在中等降雨量条件下穿透雨空间格局的时间稳定性最差，随着降雨量增加，冠层内部分“屏蔽效应”
的点消失，冠层内“滴水效应”的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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