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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山亚高山演替林林冠截留特征与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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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贡嘎山亚高山峨眉冷杉与冬瓜杨演替林连续两年林下降水与树干径流的实验观测，分析研究了演替
林林下降水、树干径流、林冠截留的变化特征，并验证了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模拟该区林冠截留的适用性。结果显示，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贡嘎山亚高山演替林林下降水分别占降水量的７６ ４％和７７ ０％，树干径流量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林冠截留量分别为２３ ６％和２３ ０％。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中蒸散发参数采用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计算，饱和冠层储水
量采用Ｐｒｅｉｒａ法，模型对整个湿季的林冠截留模拟效果较好，２００８年模拟值与实测值分别为１２５ ６ ｍｍ和１２６ １ ｍｍ，
２００９年均为１５０ １ ｍｍ，说明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在该区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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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截留是森林水循环的一个重要过程。林冠截留量可以表示为大气降水与穿透雨和树干径流的差值，
与森林特征［１］、林龄［２］和气象条件等密切相关。冠层截流损失在蒸散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湿润冠层
蒸发率要远大于干燥冠层的蒸发率［３］。截留损失量占降水比例，针叶林为２５％ ～ ５０％ ［４５］，阔叶林为１０％ ～
３５％ ［６７］。截留损失量是根据林外降水与穿透雨、树干径流的差值计算所得，因此过程中的任何误差对最终
截留量的确定都有较大影响［８］。为了减少误差，可以将林外降水雨量筒位置加高［９］，或增加雨量筒的布设
数量以增强其代表性，并定期规则的移动雨量筒的位置［１０］，而采用大的林下降水收集装置也可以有效地减
小观测误差的产生。

由于林型及气象条件的差异，通过水量平衡计算林冠截留比较困难［１１］。Ｒｕｔｔｅｒ等［１２］开发了可以计算冠
层水量平衡过程的Ｒｕｔｔｅｒ微气象模型，但是由于该模型需要大量具有物理意义的参数，导致模型的应用受到
一定的限制。Ｇａｓｈ［１３］在Ｒｕｔｔｅｒ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借助一些简单的经验公式，简化了基于物理机制的Ｒｕｔｔｅｒ
模型，形成了简单易用的Ｇａｓｈ解析模型，并且在温带针阔叶林［４］和热带雨林［１４］地区得到了较好的应用。然
而，在开阔的森林区域内，由于森林密度不大，常导致模型高估该区的林冠截留量。Ｇａｓｈ［１５］于１９９５年改进
了原模型，引入了冠层覆盖度ｃ这个参数，较好地模拟了实际的林冠特征，改进后的Ｇａｓｈ模型在松林、热
带季节雨林［１６］、冬青栎［１７］、橡树林［１８］都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据程根伟等［１９］的研究，峨眉冷杉与冬瓜杨的混交林为贡嘎山森林演替的一个阶段，由这个阶段最终演
替为纯冷杉林。本文目的为研究贡嘎山亚高山演替林林冠截留特征，分析其与演替后期林冠截留差异；评价
Ｇａｓｈ模型在该区的模拟效果，旨在为森林演替条件下合理评价贡嘎山森林区的林冠截留提供一种合理的估
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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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与试验布设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贡嘎山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大雪山脉的中南段。在行政区划上处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康
定、九龙和雅安地区的石棉四县交接区。在地理位置上介于２９°２０′Ｎ ～ ３０°２０′Ｎ和１０１°３０′Ｅ ～ １０２°１５′Ｅ之间，
面积约１万ｋｍ２，主峰海拔７ ５５６ ｍ。贡嘎山地处中国东部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区与青藏高原东部高原温带半
湿润区的过渡带，据贡嘎山３ ０００ ｍ气象站观测资料，年均降水量为１ ９３８ ｍｍ，贡嘎山降水的季节变化非常
明显，具有显著的干湿季之分。一般来说，每年１１月至次年的４月为干季，５月至１０月为湿季。湿季降水
量占年降水量的８０％，年平均气温４℃，年平均风速约０ ５ ｍ ／ ｓ，低风速使得林内蒸发很少，空气湿度超过
９０％。贡嘎山森林生态系统植被演替层次分明：峨眉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过熟林、以峨眉冷杉为优势树种的成熟
林、峨眉冷杉冬瓜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ｕｒｄｏｍｉｉ）为主的中幼林和冬瓜杨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 ）群落［２］。
１ ２　 观测试验

观测样地选择在贡嘎山３ ０００ ｍ森林气象场后的辅助林观测场，其主要树种为峨眉冷杉和冬瓜杨的混交
林，其冠层覆盖度为０ ８６，据２００９年７ ～ １０月测定结果（ＬＡＩ ２０００，ＬｉＣｏｒ，ＵＳＡ），叶面积指数为２ ９３。按
树木５ ｃｍ径级分级（表１），据优势木原理选择３株峨眉冷杉和２株冬瓜杨，观测其树干径流量。

表１　 辅助林观测场林木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峨眉冷杉 冬瓜杨
径级／ ｃｍ 株数 平均胸径／ ｃｍ 平均树高／ ｍ 径级／ ｃｍ 株数 平均胸径／ ｃｍ 平均树高／ ｍ
５ ～ １０ １３ ７ ９０ ６ ８０ １０ ～ １５ ６ １３ ４ １２ ０
１０ ～ １５ ９ １３ ３ １１ ０ １５ ～ ２０ １５ １７ ６ １３ ４
１５ ～ ２０ ６ １８ ０ １３ ０ ２０ ～ ２５ ７ ２２ ３ １４ ４
２０ ～ ２５ ６ ２２ ０ １３ ０ ２５ ～ ３０ ６ ２７ ７ １７ １
２５ ～ ３０ ２ ２９ ６ １６ ５ ３０ ～ ３５ ２ ３２ １ １７ ２

（１）气象数据　 辅助林观测场紧邻贡嘎山３ ０００ ｍ处的气象观测场，因此，研究中所用的气象数据皆来
自ＭＡＯＳ自动气象仪器观测的小时数据。

（２）林下降水测定　 林下降水收集采用自制的林下降水收集器，规格为３０５ ｃｍ × ２４ ｃｍ的长条形收集装
置，这种林下降水收集器可以有效地减小随机误差的产生，为便于收集降水，每个收集器安装的倾斜角度为
１５°，在不同林型下随机布置３个林下降水收集器，收集到的降水采用松涛数码生产的双翻斗式自动雨量记
录仪进行记录。

（３）树干径流测定　 利用３ ｃｍ宽的薄铁皮按３０°的倾斜角度缠绕于树干周围１ ５圈左右，缠绕高度为
树干基部１ ５ ｍ左右，用胶皮管将收集到的树干径流导入雨量筒，采用松涛数码生产的双翻斗式自动雨量记
录仪进行记录。

２　 Ｇａｓｈ模型
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采用分项求和的方式，将降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截留损失相加得到总的截留损失量。每

次降雨过程都包含林冠加湿、林冠饱和、降雨停止后林冠干燥这３个过程，并且假定降雨事件之间有足够的
时间使林冠完全恢复到降雨前的干燥程度。对于冠层未饱和的ｍ次降水（ＰＧ≤Ｐ′Ｇ），其形式为

Ｉ１ ＝ ｃ
ｍ

ｊ ＝ １
ＰＧ，ｊ （１）

对于冠层达到饱和的ｎ次降水（ＰＧ ＞ Ｐ′Ｇ），其形式为
Ｉ２ ＝ ｎｃＰ′Ｇ ＋ 珔Ｅ ／珔Ｒ

ｎ

ｊ ＝ １
（ＰＧ，ｊ － Ｐ′Ｇ）＋ ｑＳ ｔ ＋ ｐ ｔ

ｎ － ｑ

ｊ ＝ １
ＰＧ，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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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据式（１）与式（２），林冠截留量可以表示为
Ｉ ＝ Ｉ１ ＋ Ｉ２ （３）

式中　 Ｉ为林冠截留量，ｍｍ；ＰＧ，ｊ为次降水量，ｍｍ；Ｐ′Ｇ 为使冠层达到饱和的降水量，ｍｍ；珔Ｅ为平均蒸发强
度，ｍｍ ／ ｈ；珔Ｒ为平均降水强度，ｍｍ ／ ｈ；Ｓ ｔ 为树干持水能力，ｍｍ；ｃ为冠层覆盖度，％；ｑ为树干达到其饱
和持水能力的降雨次数，ｐ ｔ为树干径流系数。模型中珔Ｅ采用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计算。

３　 结果与分析
采用贡嘎山亚高山峨眉冷杉与冬瓜杨演替林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林下降水、树干径流观测数据，其中２００８

年数据序列为５ ～ ７月，２００９年数据序列为５ ～ １０月，其中２００９年数据由于仪器故障，观测序列不连续，本
文仅采用仪器正常工作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已有的数据基本包括了整个贡嘎山湿季雨型的特
点［２］。
３ １　 降雨特征

贡嘎山站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５ ～ １０月降水分别为１ ４２９ ４ ｍｍ、１ １８１ ６ ｍｍ，其中２００８年５ ～ ７月降水量
比历年平均值低２１ ０％，２００９年５ ～ １０月降水量比历年平均值低２５ １％。通过对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６年５ ～ １０月份
降雨数据的分析发现，整体上降水量呈现波动增加趋势，平均降水量为１ ５４２ ３ ｍｍ。２００７年出现枯水年，
年降水量为１ ２００ ７ ｍｍ，其中５ ～ １０月降水量仅为１ ０４８ ｍｍ。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年，降水量整体表现出减小的变化
趋势。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年基本是以小于５ ｍｍ的降水为主，占２００８年总降水次数的４４ ４％，占２００９年总降水次数
的５８ ６％，大于６０ ｍｍ的单次降水，２００８年１次，２００９年为０次（图１（ａ））；降水历时主要集中在０ ～ ２０ ｈ
之间，分别占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５ ～ １０月总降水次数的９０ ８％和９４ ２％（图１（ｂ））；贡嘎山亚高山地区的雨
强以２ ｍｍ ／ ｈ的降水为主（图１（ｃ）），属于小型雨为主的降水类型。２００８年夜雨率为６６ ４％，２００９年夜雨率
为６５ ６％，均高于多年平均值的６１ ６％。

图１　 降雨特征统计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３ ２　 林下降水
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林下降水分别占大气降水的７６ ４％和７７ ０％，大气降水与林下降水之间具有良好的

线性相关关系（图２（ａ）），线性回归方程的Ｒ２ 值分别达到了０ ９７４ ３和０ ９９０ ８（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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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贡嘎山亚高山峨眉冷杉中龄林林下降水占大气降水比例为７７ ７％，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贡嘎
山高山区峨眉冷杉与冬瓜杨演替林与冷杉中龄林的林下降水有相似的变化规律。

分析林下降水率与大气降水的关系（图２（ｂ）），发现当大气降水小于４ ｍｍ时，随着大气降水增加，林下
降水率显著攀升，当大气降水量超过４ ｍｍ时，林下降水率随大气降雨增加的趋势平缓，这与降水强度及降
雨量有较大的关系，经计算，混合冠层的饱和持水量为１ ２７ ｍｍ，因而当冠层达到饱和后，随降雨量的增
加，冠层截留量的增加并不显著。

图２　 林下降水及林下降水率与大气降水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３ ３　 树干径流
研究发现，树干径流受多种条件的影响［２０］，如气候因素、林冠特征、树皮粗糙度等。树干径流量较小，

占降水量的比值通常在５％以下，青海云杉［２１］树干径流量更是只占降水总量的０ ０１８ ２％，是目前研究当中
所占比例最小的。由于贡嘎山亚高山区气候湿润，树干丛生大量附属物，且贡嘎山亚高山地区降雨历时较
长，降雨强度不大，因此一部分落到树干的降水蒸发掉，一部分被树皮及附属物所吸附，而不会形成树干径
流，从而导致树干径流量较小，不足大气降水的１％，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３ ８１ ｍｍ和４ ６３ ｍｍ，仅占
大气降水总量的０ ４％左右，其中冬瓜杨树干径流量稍高于峨眉冷杉，但是相对于大气降水量来说差异不
大，因而在计算林冠截留过程中，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３ ４　 林冠截留

林冠截留采用以下水量平衡公式计算：
Ｉ ＝ Ｐ － Ｔ ｆ － Ｓ ｆ （４）

式中　 Ｐ为大气降水；Ｔ ｆ为林下降水；Ｓ ｆ 为树干径流。由于本区树干径流量较少，忽略其影响，方程可简
化为 Ｉ ＝ Ｐ － Ｔ ｆ （５）

根据实验测定的大气降水与林下降水数据，利用公式（５）求得２００８年５ ～ ７月５４次降水统计的林冠截留
量为１２６ ２ ｍｍ，占降水总量的２３ ６％；２００９年５ ～ １０月７５次降水统计的林冠截留量为１５０ １ ｍｍ，占降水
总量的２３ ０％。林冠截留量与大气降水具有较好的幂函数关系（图３（ａ）），当降雨量较小时，由于林冠要经
历一个饱和的过程，因此冠层截留量随降水增加而显著增加，但当林冠达到饱和后，林冠截留量增加的趋势
减小，而降水量继续增加导致的截留量增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贡嘎山地区降雨强度较小，降水量大基本上
由降雨历时较长引起，所以消耗于雨期蒸发的林冠截留量增加；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冠层饱和，水滴沿树干
流下，被树干及其丛生物质吸附所致。林冠截留率相应的则表现出当大气降水量增加初期迅速减小，而后缓
慢减小至趋于平稳的一个变化过程（图３（ｂ））。因此，在贡嘎山地区，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林冠截留量
及林冠截留率的变化特征，但在满足基本消耗后，林冠截留率并不会出现稳定值，而是单调递减的函数关
系，这与杨志鹏等的研究结果不同［２０］。

不同的降水强度对林冠的饱和树冠截留量和雨期蒸发强度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比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数
据发现，２００８年降水强度高的情况下，其饱和冠层截流量与雨期蒸发强度都较大，但是林冠截留率相差不
大，由于降雨期间冠层的蒸发损失弥补了其饱和冠层截留量的减少量，因此在统计数据上并不能反映出其林
冠截留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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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林冠截留及林冠截留率与大气降水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３ ５　 林冠截留模拟
（１）模型参数　 平均降水强度珔Ｒ ２００８年为１ ０６ ｍｍ ／ ｈ，２００９年为０ ８３ ｍｍ ／ ｈ。平均蒸发率珔Ｅ ２００８年与

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０ ０６３ ｍｍ ／ ｈ、０ ０７４ ｍｍ ／ ｈ。鉴于研究区树干径流量较小，因此饱和冠层储水量Ｓ采用Ｐｒｅｉ
ｒａ［１８］介绍的计算方法，求得Ｓ的平均值２００８年为１ ２１ ｍｍ，２００９年为１ ２７ ｍｍ。

在Ｇａｓｈ模型的假设条件中，只有当林冠达到饱和后才开始滴落，使林冠达到饱和的降水量由下式确定：
Ｐ′Ｇ ＝ －

珔ＲＳ
珔Ｅ
ｌｎ［１ － 珔Ｅ ／（ｃ珔Ｒ）］ （６）

经计算得，Ｐ′Ｇ 值２００８年为１ ５１ ｍｍ，２００９年为１ ６５ ｍｍ。
比较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各参数值发现，２００８年平均降水强度要高于２００９年，相应的蒸发率则小于２００９

年。因林冠截留量受气象条件影响，２００８年饱和冠层储水量值也偏低，因而使其达到饱和所需的大气降水
量也相应较小。

图４　 ２００９年林冠截留量实测值与模拟值
Ｆｉｇ 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９

（２）模拟结果　 根据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模拟结果，
２００８年４７次降雨模拟林冠截留量为１２５ ６ ｍｍ，实际截
留量为１２６ １ ｍｍ，模拟值比实际值偏低０ ５ ｍｍ；２００９
年７５次降雨模拟林冠截留量为１５０ １ ｍｍ，实际截留量
同为１５０ １ ｍｍ，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显示出了对累计截留量的模拟效
果较好，对单次降水林冠截留量的模拟结果表明（图
４），当降水量较小时，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模拟值略高于实
测值，但是当降水量增加导致林冠截留量增加时，模拟
值则低于实测值。

当大气降水量不足以使林冠达到饱和时，Ｇａｓｈ模型采用的是冠层覆盖度ｃ乘以大气降水代表林冠截留
量，此过程不考虑蒸发的影响，这与实际情况不符，通过观察发现，尽管在冠层未达到饱和之前，还是会有
一部分降落于林冠的降水以滴落的形式达到地表，而这部分雨量由于缺乏理论计算依据，因此在模型假设中
忽略了这两部分的影响。当大气降水量使冠层达到饱和时，Ｇａｓｈ模型考虑的林冠截留部分主要包括林冠加
湿过程、雨期蒸发量、雨后蒸发量、树干截留及其蒸发量这５部分，而计算值要低于观测值。

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可以很好的模拟贡嘎山亚高山演替林湿季的林冠截留特征，这对研究贡嘎山亚高山森林
水循环过程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法。由于假设与实际自然条件的差异，在模拟单次降雨过程中，Ｇａｓｈ（１９９５）
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变化特征。模型模拟过程中，每个参数因子的变化都会对模型的模拟结果产生影
响，单次降雨过程中，林冠饱和蓄水量Ｓ是一个变量，Ｃａｌｄｅｒ［２２］研究发现，针叶林饱和冠层截留量随雨强具
有显著的变化，张龚［２３］研究发现，模型精度对饱和冠层截留量Ｓ和冠层覆盖度ｃ的变化较敏感。另外，Ｖａｎ
Ｄｉｊｋ［１１］等研究发现，湿润树干的蒸发量对冠层截流损失量的估算具有重要影响。

７２　 第１期 孙向阳，等：贡嘎山亚高山演替林林冠截留特征与模拟



４　 结　 　 论
（１）贡嘎山亚高山峨眉冷杉与冬瓜杨混交林林下降水、林冠截留与大气降水呈正比关系，且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的观测结果相似，树干径流量较少，可以近似忽略不计。
（２）降雨特征对林冠截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雨量的作用上，并且随着降水量的持续增加，林冠截留率

也逐渐减小。降水量较小时，林冠截留率随降水量增加减小幅度较大，反之，林冠截留率随降水量增加减小
幅度降低。

（３）Ｇａｓｈ（１９９５）模型可以实现对贡嘎山森林林冠截留的模拟，尤其是在模拟季节性林冠截留总量时效
果较好，为该区水资源评价提供了合理的估算方法。但模型对单次降水的模拟效果一般，模拟单次降水林冠
截留过程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１］ＡＮＤＲＥＷ Ｐ，ＪＥＳＳＩＥ Ｌ Ｃ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ｍｆｌｏｗ ｉｎ ｆｉｖ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ｒｅｓｓ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ａｎａｍａｎｉａ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５５：１９１５１９２５
［２］谢春华，关文彬，吴建安 贡嘎山暗针叶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特征研究［Ｊ］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４（４）：６８７１

（ＸＩＥ Ｃｈｕｎｈｕａ，ＧＵＡＮ Ｗｅｎｂｉｎ，ＷＵ Ｊｉａ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ｒｋ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２４（４）：６８７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Ｊ Ｂ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ｗｅｔ ｃａｎｏｐｙ ｏｆ ａ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７，１３：９１５９２１
［４］ＧＡＳＨ Ｊ Ｈ Ｃ，ＷＲＩＧＨＴ Ｉ Ｒ，ＬＬＯＹＤ Ｃ 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０，４８：８９１０５
［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 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ｍｆｌｏｗ ｉｎ 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ｕｐ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１１８：２８１２８７
［６］ＲＯＷＥ Ｌ Ｋ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ｅｅｃｈ ｆｏｒｅｓｔ，Ｎｅｌｓｏｎ，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３，６６：１４３

１５８

［７］曹云，黄志刚，郑华，等 柑桔园林下穿透雨的分布特征［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１８（６）：８５３８５７ （ＣＡＯ Ｙｕｎ，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Ｈｕａ，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ｉ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ｏｒｃｈａｒ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８
（６）：８５３８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ＭＡＴＨＩＡＳ Ｈ，ＰＡＵＬ Ｔ Ｗ Ｒ，ＭＣＮＥＩＬ Ｄ Ｄ，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ｏｆ ａ ｍｉｘｅｄ ｄｅｃｉｄ
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４８：１６５５１６６７

［９］ＭＣＪＡＮＮＥＴ Ｄ，ＷＡＬＬＡＣＥ Ｊ，ＲＥＤＤＥＬＬ Ｐ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Ⅰ：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ｍ
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７，２１：１６９２１７０２

［１０］ＨＯＬＷＥＲＤＡ Ｆ，ＳＣＡＴＥＮＡ Ｆ Ｎ，ＢＲＵＩＪＮＺＥＥＬ Ｌ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ｉｎ ａ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ａｎ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２７：５９２６０２

［１１］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Ａ Ｉ Ｊ Ｍ，ＢＲＵＩＪＮＺＥＥＬ Ｌ Ａ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ｔ １：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４７：２３０２３８

［１２］ＲＵＴＴＥＲ Ａ Ｊ，ＫＥＲＳＨＡＷ Ｋ Ａ，ＲＯＢＢＩＮＳ Ｐ Ｃ，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ｓｔｓ：Ⅰ：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ｓｉｃａｎ ｐｉｎｅ［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１，９：３６７３８４

［１３］ＧＡＳＨ Ｊ Ｈ Ｃ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ｅｓｔｓ［Ｊ］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７９，１０５：４３５５

［１４］ＬＬＯＹＤ Ｃ Ｒ，ＧＡＳＨ Ｊ Ｈ Ｃ，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Ａ Ｗ Ｊ，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４３：２７４２７７

［１５］ＧＡＳＨ Ｊ Ｈ Ｃ，ＬＬＯＹＤ Ｃ Ｒ，ＬＡＣＨＡＵＤ 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１７０：７９８６

［１６］王馨，张一平，刘文杰 Ｇａｓｈ模型在热带季节雨林林冠截留研究中的应用［Ｊ］ 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３）：７２２７２９ （ＷＡＮＧ

８２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Ｙｉｐｉｎｇ，ＬＩＵ Ｗｅｎｊｉ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ａｎｏｐ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２６（３）：７２２７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Ｌ，ＳＥＲＧＥ Ｒ，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Ｏ，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ｉ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５７：５７６６

［１８］ＰＥＲＥＩＲＡ Ｆ Ｌ，ＧＡＳＨ Ｊ Ｈ Ｃ，ＤＡＶＩＤ Ｊ Ｓ，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ｏａｋ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ａｖａｎｎａ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４９：６８０６８８

［１９］程根伟，罗辑 贡嘎山亚高山森林自然演替特征与模拟［Ｊ］ 生态学报，２００２，２２（７）：１０４９１０５６ （ＣＨＥＮＧ Ｇｅｎｗｅｉ，ＬＵＯ
Ｊｉ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２，２２（７）：１０４９１０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杨志鹏，李小雁，孙永亮 毛乌素沙地沙柳灌丛降雨截留与树干茎流特征［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８，１９（５）：６９３６９８
（ＹＡＮＧ Ｚｈｉｐｅ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ＳＵＮ 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ｍ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Ｓａｌｉｘ ｐｓａｍｍｏｐｈｉｌａ ｉｎ
Ｍａｏｗｕｓｕ 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９（５）：６９３６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党宏忠，周泽福，赵雨森 青海云杉林冠截留特征研究［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０５，１９（４）：６０６４ （ＤＡＮＧ Ｈ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Ｚｅｆｕ，ＺＨＡＯ Ｙｕｓｅ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９
（４）：６０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ＣＡＬＤＥＲ Ｌ 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ｒｏｐ ｓｉｚｅ：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ｌａｙｅｒ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８５：３６３３７８

［２３］ＺＨＡＮＧ Ｇ，ＺＥＮＧ Ｇ Ｍ，ＪＩＡＮＧ Ｙ Ｍ，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ｖ
ｅｒｇｒ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１０：６５７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ＵＮ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１，２，ＷＡＮＧ Ｇｅｎｘｕ１，ＬＩ Ｗｅｉ１，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１，２，ＬＩＮ ｙｕｎ１，２

（１ ．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２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ｍｆｌｏｗ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ｂｉｅｓ ａｆｂｒｉ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ｕｒｄｏｍｉｉ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２００９ ｉｎ ａ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ｔｈｅ ｎｅ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ｔｅａｍ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ｈ ｍｏｄｅｌ （１９９５）ｉ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ｏｎｌｙ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ｉｒ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ｌｌ ｃ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７６． ４％ ａｎｄ ７７． ０％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２００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ｅｍｆｌｏｗ ｉｓ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ｎｏ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
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２５． ６ ｍｍ ａｎｄ １２６． １ ｍ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２００８，ｗｈｉｃｈ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ｈ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Ｇａｓｈ ｍｏｄｅｌ

９２　 第１期 孙向阳，等：贡嘎山亚高山演替林林冠截留特征与模拟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０７３０６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