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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水文过程的第二个作用层是林下地被物，它在森林水文循环过程中以及流域防洪减灾方面都发挥

着极显著的作用。本研究在查找、阅读、总结、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森林地被层水文过程，分析

生物因素、环境因素、气候因素在森林地被层中作用机制，概括其蓄水保土、净化水质功能。林下地被物的储

量与其持水量是成正比，地被物的持水能力随着植被的恢复而增强。短期性的地被物持水能力结果并不能完全

反映地被层的持水特征，并且森林地被层的水文过程机制还不清楚，因此今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1）在长期监测的基础上，运用遥感、同位素等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大尺度无破坏动态监测。（2）在此基础

上，考虑将降雨量、降雨强度、降雨持续时间、风速、温度、湿度等多因子一起纳入影响因素的行列中，分析

其对地被层的截留阻延功能的影响。（3）在研究地被层水文效益时，要将土壤层持水能力、孔隙结构和酶活

性以及微生物种类、数量、活性等纳入研究体系中，系统性研究地被物与土壤理化性质间的关系。（4）加强

对不同层次水质分析，明确地被层对元素的吸持特性，从而科学评估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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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喜阴耐湿的苔藓层和森林枯落物一起

覆盖在林地表面，形成地被层，也称森林土壤的保

护层，它是森林生态系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森林

地被层通过吸持水分、增加土壤入渗、截留降水、

阻延地表径流、提供土壤养分、改良土壤结构等维

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和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

功能发挥，因此，森林地被层便成为生态学家、水

文学家、植物学家、土壤学家的重点关注领域 [1-2]。

许多研究表明 [3-4]，森林地被物具有拦沙蓄水的功

效，能够稳定土壤结构、减小洪灾。在山区，森林

地被层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是防洪减灾功能

发挥的前提，林下地被层水文的研究显得更为重

要、更为迫切[5-6]。

森林地被层是连接大气、土壤、植被的界面，

其水文过程是植被的生长、恢复及保持生态系统稳

定的关键过程，有利于维持山地生态系统的安全。

根据国内外现有森林地被层水文研究成果，阐述森

林地被层水文过程，分析生物因素、环境因素、气

候因素在森林地被层中作用机制，概括其蓄水保

土、净化水质功能，总结当前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

题，提出该领域未来研究重点，为森林地被层水文

引用格式：张萌, 高郯, 卢杰. 林下地被层水文过程、机制与功能研究进展[J]. 四川林业科技, 2022, 43（3）: 1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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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参考。 

1    林下地被层水文过程及机理

林下地被层是连接森林地上植被和土壤的桥

梁，是森林生态系统水文过程的第二个作用层，一

方面承接大气降雨穿过林间空隙或枝叶吸水饱和后

降落的穿透雨，另一方面，当地被层截留饱和后，

对穿透雨进行再分配，一部分形成地表径流，一部

分在重力等的作用下向土壤入渗，形成壤中流或地

下径流，最终汇集到江河[7-8]。除此之外，地被层以

蒸散发的形式将水分归还给大气完成整个水文循环

过程[9-10]。

地被层的水文过程主要受自身生物学特性和外

在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11]。自身生物学特性主要包

括地被物的组分、含量和凋落物分解状况。一般认

为凋落物储量与其持水量成正比。余新晓等[12] 对峨

眉冷杉林地被物的分布及其水文效益研究表明，随

着群落正向演替的发展，凋落物的储量增大，分解

程度增加，枯落物最大持水量也增加。陈礼清等[13]

研究川西亚高山枯落物持水性能时发现，不同林分

地被物组成不同，岷江冷杉 (Abies faxoniana)林地被

物以苔藓为主，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林以枯落物

为主，冷杉林地被物的持水量高于白桦林。根据最

大持水量的公式也可证明枯落物量越大，其持水能

力越大。赵艳云等[14] 对宁夏六盘山不同森林群落地

被物的持水量测定过程中发现，不同植被类型的地

被物持水量顺序为阔叶林>针叶林，这是因为不同枯

落物的持水能力不同主要与组分孔隙结构有关，阔

叶枯落物孔隙较大，可以吸收较多的水，而针叶枯

落物表明光滑，容易形成拮抗水层，同时分泌油脂

性物质[15]。Zhou等[16] 纯林的持水能力比针阔混交林

弱。邹奕巧等[17] 对浙江省天台县不同森林类型的研

究结果也支持针阔混交林的持水能力高于针叶林这

一结论，这主要与凋落物储量及混合分解的拮抗效

应有关。赵玉涛等对长江上游亚高山峨眉冷杉林地

被物的截留量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演替阶段地被

物的截留量呈现为成熟林>过熟林>中龄林>幼龄林，

可能是随着林龄的增加凋落物量也在增加的原因。

赵丽等[18] 分析不同林分、不同郁闭度等级林下枯落

物的最大持水量，结果表明天然林与人工林有效拦

蓄量随林分郁闭度变化而不一样，因为郁闭度的大

小调节进入林地光照，影响凋落物的分解，最终改

变凋落物持水能力；同时还与枯落物组成、蓄积量

大小等有关。胡晓聪等[19] 研究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

林枯落物持水特性时，发现处于高海拔的针叶林的

有效拦蓄量高于处于低海拔的针阔混交林，主要与

凋落物的储量有关。

林下地被层水文过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原地试

验和室内试验法。原地试验是在研究样地内通过模

拟降雨、布设径流场等实测地被物的持水性能和阻

延效果。刘士余等[20] 在原地对地被物进行不同处理

以研究地被物对土壤水分动态和水量平衡的影响。

余新晓等在研究贡嘎山东坡峨眉冷杉林地被物的水

文特征时采用了室内浸泡法。刘一霖等[21] 采用室内

浸泡法测定了枯落物的持水与失水特性。浸泡法虽

然简便易行，但误差较大，自然条件下地被物的持

水量达不到理论最大值，最大拦蓄量仅为最大持水

量的 80%。而且，地被物在截留穿透雨的过程中也

会受到风速、降雨强度及降雨持续时间的影响而达

不到理论值。相比之下，野外试验能够较真实的反

映地被物的持水性能，但对实验样地有一定的破坏

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尺度、无破坏的遥感

生态监测成为可能，谢字希等[22] 基于实测光谱和枯

落物含水率的关系建立了枯落物含水率反演模型。

彦小飞等[23] 用驻波率原理实现了对林地枯落物的无

破坏测量。Kubota 等[24] 发现穿透雨中18O与雨水中
18O有极显著的回归关系，这为研究降水在森林水文

过程中的运移规律提供了方法。张兵等[25] 采用氟氯

化碳和同位素研究了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关系。 

2    林下地被层蓄水保土和改变水质功能
 

2.1    林下地被层涵养水源功能

林下地被层水源涵养功能体现在地被物对穿透

雨的吸持截留、土壤水分补充以及减少蒸散发损失方

面，主要以地被物的持水能力、蓄水能力、增加土

壤入渗能力、抑制蒸散发能力等表示。黄承标[26] 等

人分析了某自然保护区枯枝落叶层涵养水源的功能，

结果表明枯枝落叶层在降雨过程中的吸水量很大，

说明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2.1.1    地被层的持/留水能力

地被层的持水能力一般用干物质重的最大持水

量（率）来表示。地被物的持水量与其储量正相关。

乔冠林和针叶林下地被物储量分别为 72.67 t·hm−2

和 43.87  t·hm−2，最大持水量分别为 21.23  mm和

11.33 mm[27] 。但最大持水量仅表示理论值下的地被

张萌，等：林下地被层水文过程、机制与功能研究进展  综述与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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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持水能力，在自然状态下，由于降雨量、降雨强

度、自身持水特性等影响下，地被物达不到理论状

态下的最大持水能力。因此，一般用有效拦蓄量表

示地被物的持水能力。温林生等[28] 对江西不同恢复

模式下地被物持水能力的研究表明，马尾松林下地

被物有效拦蓄量、最大拦蓄量、蓄积量均为最大。

陈甲瑞和王小兰[29] 对色季拉山不同林分下苔藓层持

水量测定，发现急尖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 var.
smithii）林苔藓层平均最大持水量为 67.35 t·hm−2，

高山松（Pinus densata）林苔藓层平均最大持水量为

8.69 t·hm−2。以上研究表明，地被物层在森林水文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 

2.1.2    地被层增加土壤入渗能力

在降雨过程中，地被物会吸持水分达到饱和，

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分会慢慢向下移动，补充土壤

水分。在水分入渗的过程中，高入渗林地可将下渗

水通过垂直入渗和侧渗 2种方式入渗土壤，且 2种

方式不断转化，最终以侧渗方式汇入江河[30-31]。这种

高入渗性能不仅能够减少地表径流，还延滞了降水

汇入江河的时间，有效的调节了流域水文过程。赵

玉涛等研究峨眉冷杉林发现，有地被物覆盖的林

地，其产流时间和峰值出现、停止时间均比无地被

物覆盖有所延迟。同时地被物的存在，一方面会使

植物根系在土壤中盘根错节从而增加土壤孔隙度，

另一方面凋落物的分解会让土壤有机质增加，促进

土壤结构改良，土壤团聚体也会增加，从而增加了

土壤入渗和持水能力。 

2.1.3    地被层抑制蒸散发能力

林地土壤中的水分会被植被的蒸腾和地面的蒸

发作用不断地消耗掉，这些被消耗掉的水分又可以

通过降水得到恢复，森林的这种蒸发蒸腾作用被称

为蒸散发，主要涉及三个过程即植物蒸腾、土壤表

面蒸发和林冠截留降水的蒸发[32-33]。蒸腾和蒸发是森

林生态系统对水分消耗的主要途径，对于森林生态

系统水分平衡有重大影响[34]。地被层抑制蒸散发的

能力体现在对土壤蒸散发的抑制上。刘士余等[23] 通

过水量平衡法对不同处理方式下地被物抑制土壤蒸

散发的研究，结果表明裸露地面的蒸散发量最大，

且蒸散是系统内第二大支出项。 

2.2    林下地被层保持水土功能

林下地被层通过阻挡水滴直接冲击土壤和改善

生物生存环境实现土壤保育功能，主要体现在提高

土壤肥力、改善土壤性质、增强抵抗力以及减少泥

沙流量方面。吴钦孝[35] 等人专门研究了枯枝落叶层

保持水土的能力，结果表明：枯枝落叶的厚度会影

响它的某些水文生态功能，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保

持水土的能力会随着厚度的增加而加强，但是土壤

蒸发量、溅蚀量和冲刷量会减少。 

2.2.1    地被层抵抗冲蚀能力

在地被层的保护下，经林冠空隙下落或枝叶饱

和后超过其张力而形成的穿透雨并不会直接击打表

层土壤，可有效消减雨滴动能，从而使得土壤结构

保持完整，增加土壤入渗，阻延径流。若没有地被

物，降雨会对土壤表面进行击打，对表层土壤结构

进行破坏、溅蚀土壤，被水分饱和并溅散的土粒呈

稀泥状会把土壤孔隙堵塞住，从而造成地表径流增

加，导致水土流失。地被层对土壤的抗冲蚀能力可

用抗冲性和抗蚀性分别表示。

土壤抗冲性是指土壤抵抗风与径流等机械力破

坏的能力。一般通过降雨强度、流量强度下的泥沙

流量分析。王月玲[36] 等对四种不同的林型土壤抗冲

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四种林型的土壤抗冲性存在显

著差异，其中以山杏×沙棘混交林土壤抗冲性最强，

山桃林土壤抗冲性最弱。吕刚[37] 等人研究了风蚀水

蚀交错区不同土壤类型的土壤抗冲性特征，结果发

现：樟子松地土壤抗冲强度最大，裸地的抗冲强度

最小，在不同的坡位，土壤抗冲性随着坡度减小、

坡位下降而呈现增加的趋势。

土壤抗蚀性是指土壤抵抗悬浮和径流分散的能

力。一般通过分散率或大于 0.25 mm的团聚体表示，

不同土壤类型的抗蚀能力是不一样的。张鹏等[38] 研

究了青藏铁路沿线四种不同土壤类型的抗蚀性，结

果发现草甸土的抗蚀性最强，其次是荒漠土，再是

灌丛土，草原土的抗蚀性最弱。张华渝[39] 等人通过

对园地、林地、裸地和坡耕地的研究，得出园地的

抗蚀性最强，裸地抗蚀性最弱。 

2.2.2    地被层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地被层通过凋落物的分解向土壤传递养分是土

壤获取养分的主要途径、发挥保育功能的前提 [40]。

SOM一方面改善土壤胶体，增强土壤的吸附能力将

包含较多养分的土壤粘结起来，从而增强土壤的蓄

水保水能力；另一方面提供土壤动物、微生物生命

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有机产物。有研究者认为[41] ，土

壤环境的优劣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同样，植物的生

长也会对土壤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土壤涵养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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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水土的能力。陆耀东等[42] 经过 8年清除加勒比

松（Pinus caribaea）林林地地表枯落物的试验，发

现清除地表枯落物后林地 SOM含量降低，水分保持

功能减弱，土壤孔隙减少。 

2.2.3    地被层减流减沙能力

地被层对土壤保持作用最终都以减少径流量和

泥沙含量的形式体现。马国飞[43] 等人估算和分析了

不同林型枯枝落叶层持水量，中海拔云杉林 (Picea
asperata )的持水量最大，最小的是处在低海拔的云

杉杨树混交林。周允安 [44] 等人选择了三种人工林，

对其枯枝落叶层的蓄水量进行了取样测定，结果表

明：同一个树种枯枝落叶的蓄水量随着林龄的增加

而递增，其中灰木莲林 (Manglietia glauca) 的蓄水量

最大，尾巨桉林 (Eucalyptus urophylla×E. grandis)的
蓄水量最小。当地形、土壤、植被相同，降雨量为

479.6 mm时，有人测得没有枯落物覆盖比有植被覆

盖土壤侵蚀量增加 8.15倍[45]。 

2.3    林下地被层改变水质功能

在森林生态水文循环过程中，大气降水补充林

地水源、将水溶性营养物质传送给林地，能够促进

林木的生长发育和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46]。

同时在林冠层、地被层的保护下阻延地表径流、减

少地下径流[47]。但是也会将大气中的粉尘颗粒、有

害物质输送到林地，危害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汇

入江河后影响流域水质安全。大气降雨经过林冠层

时与林冠层发生相互作用，元素会出现淋溶、吸

收、交换等现象，并传输给林下地被层和土壤 [48]。

林下地被层和土壤层对降水中的离子进行吸收和沉

淀，后又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或随径流汇入江河。

康希睿等[49] 发现，三种森林群落的林冠层和枯落物

层淋溶释放了 K+、Ca2+和 Mg2+。随着工业现代化的

发展，工厂废气、汽车尾气排放较多有害物质，加

之森林滥砍滥伐严重，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生态系

统的自净能力，在降雨的作用下较多有害物质随之

进入林地，沉积在土壤中，危害森林植被的健康，

汇入江河亦会影响河流生态系统的安全。高郯等[50]

通过对色季拉山高山松林的降雨再分配特征研究，

表明大气降雨经过林冠层后，高山松林对重金属元

素 Cd、Fe、Zn具有吸收或吸附性。 

3    总结与展望

森林地被层作为森林水源涵养的第 2层，在截

持降雨、重新分配降雨、阻延径流、保护土壤、改

良土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受到众多领域专家学

者的关注，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地被物的

持水量与其储量成正比。马志良等的研究表明，岷

江源头区 3种植被类型的储量和最大持水量均表现

为乔灌>针叶林>灌丛。但最大持水能力并不代表地

被物的截留能力，高甲荣等通过原地实验模拟人工

降雨，发现在自然条件下，地被物的最大拦蓄量仅

为最大持水量的 80%。地被物通过增加地表粗糙度

阻延径流或使地表径流蜿蜒向前，增加土壤入渗能

力。地被物的分解程度及比例不仅影响着地被物的

蓄水能力，同时也影响养分的释放[51]。半分解的拦

蓄能力高于未分解层主要与其储量高有关。林分类

型、林龄、干扰、海拔等生物非生物因素对地被物

水文效应的影响研究都已涉及[52]。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数学模型 [53]、遥感技术 [54] 和稳定同位素技

术 [55-56] 都已应用到生态学监测评价中 [57-58]，为大尺

度、无破坏的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手段，为精准量化

地被层的水文效应及作用过程、机制提供科学方法。

但是当前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于室内

单因子法研究较多，无法真实反映复杂自然条件真

实截留阻延特征。(2)短期性实验并不能准确反映整

个年际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气候和降雨的

变化是否会对地被层的水源涵养功能产生影响，有

待长期定位进一步考究。(3)针对地被物的水源涵养

功能通常和土壤层结合在一起考虑，忽略土壤酶活

性、微生物等的影响。(4)降水通过地被层之后，不

仅水量分配会发生变化，离子浓度也会发生变化，

仅关注林地内持水特性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持森林生

态系统的健康，水质的变化对林地土壤肥力、植物

生长也至关重要。(5)较多研究从表观数量多少的角

度分析地被物与土壤结构、理化性质间关系，并未

真正追踪溯源研究物质的来龙去脉，不能从机理出

发解释水文过程、水文效应。

因此，准确测得地被层的水文效应，为全球气

候变化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方法，为流

域减灾规划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今后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研究：(1)在长期监测的基础上，运用遥

感、同位素等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大尺度无破坏动态

监测，精确掌握元素的运作机理，以便实时把握流

域的水文特征。(2)在此基础上，考虑将降雨量、降

雨强度、降雨持续时间、风速、温度、湿度等多因

子一起纳入影响因素的行列中，分析其对地被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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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留阻延功能的影响。(3)同时在研究地被层水文效

益时，不仅要考虑地被层对土壤层持水能力、孔隙

结构的影响，也要将酶活性和微生物种类、数量、

活性等纳入研究体系中，系统性研究地被物与土壤

理化性质间的关系。(4)加强对不同层次水质分析，

明确地被层对元素的吸持特性，从而科学评估森林

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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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story  ground  cover  is  treated  as  the  second  layer  of  forest  hydrological  process,  which  plays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forest hydrological cycle and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of river basins. On the basis of
searching,  reading,  summari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clarified  the  hydrological
process of forest floor, analyzed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biologic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limate factors
in the forest ground cover, and summarized its functions of water storage, soil conservation and water purification. The
reserve  of  understory  ground  cover  wa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its  water  holding  capacity,  and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understory  ground  cover  increased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vegetation.  The  results  of  short-term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ground  cover  results  could  not  fully  reflect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
cover,  and  forest  cover  layer  of  hydrological  process  mechanism  was  still  unclear.  Therefore,  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he  future:  (1)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monitoring,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remote  sensing,  isotope  were  used  to  realize  large-scale  nondestructive  dynamic
monitoring.  (2)  On  this  basis,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rainfall,  rainfall  intensity,  rainfall  duration,  wind  spee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ere considered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li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o analyz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interception  and  delay  function  of  the  ground  cover.  (3)  When  studying  the  hydrological  benefits  of  ground
cover,  water  holding  capacity,  pore  structure  and  enzyme  activity  of  soil  layer,  as  well  as  the  species,  quantity  and
activity of microorganism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system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 cover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4)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water quality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clarify the element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nd cover, so as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health status of
forest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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