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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究区用带有地下水补给的芦苇培养箱测量蒸散量，同时，采用ＰＭ５型稳态气孔计测量了不同水深条件
下芦苇的蒸腾速率，并与同一实验条件下的水面蒸发和裸地蒸发进行对照，分析了辽河口芦苇湿地区的蒸散耗水
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上１０ ｃｍ时，芦苇蒸腾速率曲线呈“单峰”型，而且芦苇的蒸腾作用在
这种地表积水情况下随着栽培时间的延长受到抑制；当控制水位在－ ５ ｃｍ、 － ２０ ｃｍ、 － ４０ ｃｍ和－ ６０ ｃｍ时，芦苇
蒸腾速率变化曲线呈“双峰”型，并且出现明显的“午休”现象。芦苇群落的蒸散发比值有一个极小值埋深，在
－ ２０ ～ － ４０ ｃｍ。地表积水时芦苇群落的蒸散量是自由水面蒸发量的２倍左右，水位在地表以下时芦苇群落蒸散量
是裸地蒸发量的３ ０ ～ ３ ５倍。芦苇蒸散影响量与日均光合有效辐射、日均大气温度和日均相对湿度有很好的相关
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当无实测芦苇蒸散量数据时，可以通过建立芦苇蒸散影响量与气象因素的相关关系式，根据
裸地蒸发量得到芦苇的蒸散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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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蒸散耗水是土壤植物大气系统（ＳＰＡＣ）水分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植被蒸腾和棵间蒸发两
部分构成。国内对农田、草地及森林等生态系统耗水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干旱与半干旱缺水地区［１４］，而
对水分较充足地区（特别是湿地区）的研究较少［５６］，针对辽河口湿地区芦苇群落的研究则更少［７］。芦苇湿地
是湿地区自然生态演替过程中生产力最高的阶段，关系到研究区湿地生物的生存及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湿地植被蒸散的研究一直是科学界的热点问题，而湿地植被对湿地蒸散量的影响效应还尚无定论。目
前，研究植被实际蒸散变化规律的方法包括水量平衡法、蒸渗仪法、能量平衡法和植物生理学法等方法［８］，
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只能测定或计算植被群落的总蒸散量，无法将
叶面蒸腾和棵间蒸发两部分分开，而有的其监测结果的代表性较差。因此，许多研究者从中选择两种或多种
方法联合使用，试图将叶面蒸腾与棵间蒸发两部分分开，实验结果比较精确，是一种合理可行的研究方法。

辽河口湿地位于中国盘锦市南部，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温带滨海河口湿地。一年中，蒸发强度是降水量
的２ ８倍，故湿地中水分主要来源于河水的滞留和潮水的补给。该区地貌类型以冲积平原和潮滩为主，是世
界第２大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分布区，按其类型可分为芦苇沼泽和芦苇草甸。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芦苇
分布情况，研究区在滨海芦苇湿地研究中都极具代表性。由于近年来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及不合理利用，致使
芦苇产量大幅度降低，甚至芦苇成片死亡，并被杂草替代，导致芦苇湿地面积不断萎缩。因此，研究芦苇群
落的蒸散耗水规律，对提高研究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恢复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野外
模拟试验，将水量平衡法与生理学方法相结合，研究不同水深条件下芦苇群落的蒸散变化规律，以期为研究
区合理制定灌溉指标和确定湿地植被生态需水量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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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装置

根据测量地下水补给和蒸发的非称重式地中渗透仪的工作原理，用聚丙烯不透水材料自行设计长×宽×
高＝ ６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 × ８０ ｃｍ的培养箱１０个，在沿培养箱长度方向用一垂直隔板分成５０ ｃｍ和１０ ｃｍ两个部分，
分别称为主箱和副箱（见图１），主箱内装土，用于培育芦苇，而副箱用于控制水位。另外，隔板上打有很多
个小孔，并粘一层细筛网，可以让副箱中的水自由通过隔板进入主箱中，而主箱的土不能通过小孔进入副
箱。为防止阳光直射培养箱体，影响试验中的水分蒸散，将培养箱全部埋入地面以下。同时，搭建可拆卸式
防雨篷，防止天然降雨进入培养箱中；无降雨时，可移走雨篷，保持培养箱中的植被和土壤接受正常光照。
１ ２　 试验材料

（１）土样　 培养箱中的土样取自当地苇场，取样深度为０ ～ ８０ ｃｍ。在培养箱装箱以前，使土样过１０
ｍｍ筛，以筛除大的石块及植物根系等。然后，在主箱中装土，将土样以５ ｃｍ为一层，分层装入培养箱，控
制培养箱中的土壤干容重为１ ２４ ｇ ／ ｃｍ３。土样质地为粉粘土，机械组成如表１所示。

图１　 芦苇培养箱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ｆｏｒ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２）芦苇秧苗　 在２００９年５月份从盘锦市东郭苇场采集生
长良好的芦苇苗，栽植于培养箱中。经一个月左右的缓苗期，每
箱中留取生长健壮与高度、粗度相近的秧苗４０株。

表１　 供试土样的机械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

粒径／ ｍｍ 比例／ ％
０ ５ ～ １ ０ ０ ４
０ ２５ ～ ０ ５ ０ ５
０ ０７５ － ０ ２５ ２ ４
０ ０１ － ０ ０７５ ７１ 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 １５ ０
＜ ０ ００１ １０ ０

１ ３　 试验方法
（１）试验条件控制　 试验共采用１０个培养箱，在５个培养箱（分别记为１、２、３、４、５号箱）种植芦苇，

其中有４个裸地对照培养箱（分别记为６、７、８、９号箱），另有１个为无植被栽植的自由水面对照培养箱（１０
号箱）。蒸散量监测试验从２００９年８月９日开始，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结束，历时５４ ｄ。

（２）培养箱的水位控制及非饱和土壤层含水量测定　 在实验前，用自来水使１ ～ ９号培养箱中的土样饱
和，自然蒸发１ ｄ后，控制副箱中的水位如下：１号和６号箱的水位为－ ５ ｃｍ（水位在地表以下为负值，地表
以上为正值），２号和７号箱的水位为－ ２０ ｃｍ，３号和８号箱的水位为－ ４０ ｃｍ，４号和９号箱的水位为－ ６０
ｃｍ，５号和１０号箱的水位为１０ ｃｍ，并对所有副箱加盖、密封，以防止落入杂物和蒸发损失。补给水取自当
地的地下水，用马氏瓶控制水位并观测耗水量。

用负压计测定培养箱内非饱和土壤的含水量。实验前在培养箱侧壁每隔１０ ｃｍ打一小孔，将负压计的陶
土头从小孔插入箱中非饱和土壤层内，每天下午读取负压计上的读数。

（３）叶面积测定　 采用量测法，每６ ｄ测定一次芦苇叶片的面积。在每个培养箱中选取４棵标准株，测
定标准株各叶片的长度和最大宽度，以长×宽×折算系数得出叶面面积［９］。结合叶面积仪（Ｌａｓｅｒ Ａｒｅａ Ｍｅｔｅｒ，
ＣＩ２０３，ＣＩＤ，美国）测定的结果，最终确定各单叶的叶面积。

（４）单叶蒸腾速率测定　 在典型日，选取标准株植株上部第３片叶作为测定对象，利用稳态气孔计（ＰＭＲ
５型，英国），测定芦苇的蒸腾速率，每个叶片重复３次，稳态气孔计叶室夹取的叶片面积为１ ２５ ｃｍ２。监测实
验从上午８：００左右开始，至下午１８：００左右结束，每隔２ ｈ测定一次。在测定蒸腾速率的同时，利用ＰＭ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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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气孔计测定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空气相对湿度（ＲＨ）、空气温度（Ｔ）等气象因素。由于气孔计测定的蒸腾
速率一般高于自然蒸腾值，因此每次试验过程中用快称法校正，具体实验方法见文献［１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水位条件下芦苇群落的蒸散量（ＥＴ）特征

由每日测得的地下水蒸发量减去土壤含水量的变化量得出芦苇群落的蒸散量（ＥＴ）。在整个观测阶段各芦
苇培养箱的ＥＴ总体变化趋势相似，图２列出了控制水位１０ ｃｍ、 － ５ ｃｍ和－ ４０ ｃｍ芦苇的日ＥＴ和累积ＥＴ变化
曲线。可以看出，随时间推移日ＥＴ不断减小，明显分成两个阶段，８月中旬至９月上旬，芦苇处于生长中期，
温度和光合有效辐射都很高，因此不同水位芦苇群落的ＥＴ都较大，当控制水位为１０ ｃｍ、 － ５ ｃｍ、 － ２０ ｃｍ、 －
４０ ｃｍ和－ ６０ ｃｍ时，日平均ＥＴ分别为８ ４ ｍｍ、７ ６ ｍｍ、６ ８ ｍｍ、６ ０ ｍｍ、４ ８ ｍｍ；到９月中旬以后，芦苇
由生长中期过度到生长末期，蒸腾作用减弱，气温和光合有效辐射也越来越低，土壤蒸发能力也变弱，因此日
ＥＴ总体趋势为不断变小，日平均ＥＴ分别为４ ８ ｍｍ、４ ０ ｍｍ、３ ８ ｍｍ、３ ６ ｍｍ、３ ２ ｍｍ。

图２　 不同水位芦苇群落的日蒸散量与累积蒸散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水深对ＥＴ的影响明显，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上１０ ｃｍ时，芦苇群落的日蒸散量与累积蒸散量都最大，
芦苇群落日ＥＴ与累积ＥＴ随水位降低而减小：ＥＴＨ ＝ ＋ １０ ｃｍ ＞ ＥＴＨ ＝ － ５ ｃｍ ＞ ＥＴＨ ＝ － ２０ ｃｍ ＞ ＥＴＨ ＝ － ４０ ｃｍ ＞ ＥＴＨ ＝ － ６０ ｃｍ。
２ ２　 芦苇群落蒸散各分量变化特征
２ ２ １　 蒸腾速率变化特征

选择晴朗无风的８月１１日（图３（ａ））、８月２９日（图３（ｂ））和９月１６日（图３（ｃ））芦苇生长中期至末期
的３个典型日，分析芦苇的光合有效辐射、空气相对湿度、大气温度、叶片温度、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日变
化过程的关系（图３）。芦苇蒸腾速率在不同的典型天日变化曲线形状不相同，总体上，芦苇１ ｄ内蒸腾作用
变化规律为早晚蒸腾速率低，随着气温升高，辐射逐渐增强，蒸腾速率随之增大。

在实验开始的前１０ ｄ内，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上１０ ｃｍ时，芦苇蒸腾速率曲线在所有处理中达最高，曲
线呈“单峰”型，峰值出现在１４：００左右；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下时，芦苇蒸腾速率变化曲线呈明显的
“双峰”型，两峰值分别出现在上午的１０：００左右与下午的１４：００左右，这是因为植被的蒸腾作用日变化与
植物内部生理机制和外部多个环境因素都有关。气孔导度变化曲线与蒸腾速率变化曲线非常相似，例如，当
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下时，在气温不太高，水分损失不是很大，且最有利于ＣＯ２ 快速同化的８：００ ～ １０：００之
间，气孔导度值最高，蒸腾速率也达到峰值；之后，随着光合有效辐射的升高，水分损失越来越高，气孔趋
向关闭，以抑制蒸腾减少植物体内水分损失，蒸腾出现“午休”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照时数减小，
大气温度降低，芦苇进入生长末季，其监测时间需随日出日落时间的缩短不断调整，芦苇蒸腾速率也越来越
小。由于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期间，研究区处于降温天气，因此在典型日８月２９日芦苇的蒸腾速率并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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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日９月１６日的高，且蒸腾速率没有出现明显的“午休”现象。

图３　 环境因子、芦苇气孔导度与蒸腾速率日变化
Ｆｉｇ ３ Ｄａ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随试验时间的延长，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上１０ ｃｍ的芦苇蒸腾速率明显降低，与水位在地表以下的芦苇蒸腾
速率已没有明显差别，说明长期渍水状态抑制芦苇的蒸腾作用。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下时，不同水位条件下芦
苇群落的蒸腾速率依次为ＴＨ ＝ － ２０ ｃｍ ＞ ＴＨ ＝ － ４０ ｃｍ ＞ ＴＨ ＝ － ５ ｃｍ ＞ ＴＨ ＝ － ６０ ｃｍ，其蒸腾速率最高值在典型日的变化范围分
别为２ ６０ ～ ２ ２２ ｍｍｏｌ ／（ｍ２·ｓ），２ ４５ ～ ２ ０５ ｍｍｏｌ ／（ｍ２·ｓ），２ １１ ～ １ ８３ ｍｍｏｌ ／（ｍ２·ｓ），２ １６ ～ １ ６０ ｍｍｏｌ ／（ｍ２·ｓ）。
地下水位－ ２０ ｃｍ和－ ４０ ｃｍ的芦苇群落的蒸腾速率明显高于地下水位－ ５ ｃｍ和－ ６０ ｃｍ的芦苇群落，因此可以
认为，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下时，芦苇群落蒸腾作用最理想的水位在－ ２０ ～ － ４０ ｃ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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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棵间蒸发与蒸散的比值（Ｅ ／ ＥＴ）
芦苇单株蒸腾耗水量可用单位叶面积日蒸腾量与单株总叶面积之积得到，而单位叶面积日蒸腾量是蒸腾

速率日变化曲线图中蒸腾速率曲线和时间横轴围合的面积，具体计算方法见式（１）［１１］。
Ｔ ｓ ＝ １８Ｓ

ｊ

ｉ ＝ １
［（Ｔｒｉ ＋ Ｔｒｉ ＋１）／ ２（ｔｉ ＋１ － ｔｉ）·３６００ ／ １０００］＝ ６４ ８Ｓ

ｊ

ｉ ＝ １
（Ｔｒｉ ＋ Ｔｒｉ ＋１） （１）

式中　 Ｔ ｓ为测定日全天标准株的蒸腾耗水量，ｇ；Ｔｒｉ为初测点的瞬时蒸腾速率，ｍｍｏｌ ／（ｍ２·ｓ）；Ｔｒｉ ＋ １指下一测
点的瞬时蒸腾速率，ｍｍｏｌ ／（ｍ２·ｓ）；Ｓ指植株的总叶面积，ｍ２；ｔｉ指初测点的测定时间，ｔｉ ＋ １为下一测点的测定
时间；ｊ为测定次数。

由于夜间温度降低、光合有效辐射不足，芦苇群落由蒸腾作用消耗的水分很少，可以忽略，根据白天观
测的芦苇群落的日蒸腾数据，由式（１）得出标准株日蒸腾量。培养箱内芦苇群落的日蒸腾量（Ｔ）由标准株日
蒸腾量（Ｔ ｓ）乘以芦苇植株数算得。由Ｔ和ＥＴ，进而可以得出棵间蒸发量（Ｅ ＝ ＥＴ － Ｔ）及蒸散发比值（Ｅ ／ ＥＴ）。

点绘不同埋深不同实验阶段的Ｅ ／ ＥＴ曲线，见图４。在８月份（实验历时为１ ～ １８ ｄ），芦苇处于旺盛的生
殖生长期，叶面积指数达最大，需水强度大，棵间蒸发量占蒸散量的比例明显减小，占时段耗水量的比例在
２３ ７％ ～ ３１ ５％ 之间，蒸散量主要由芦苇的蒸腾作用决定，特别是在晴朗的天气，蒸腾作用对芦苇群落的
蒸散量贡献率更大。到９月中旬后，芦苇转入生长末季，大气温度下降，光照时间缩短，蒸腾作用降低，此
时芦苇群落的棵间蒸发占阶段蒸散量的比例增大，在２７ ８％ ～ ４４ ５％左右。

对植物生态系统而言，棵间蒸发是一种无效的水分消耗，在保证植被需水的条件下，减少棵间蒸发部分是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关键。蒸腾作用主要受根层水分影响，根层水分充足，蒸腾作用强，相应的植被叶面积指
数也会增大，而棵间蒸发还受表层土壤水分及叶面积指数的影响，因此，水深对Ｅ ／ ＥＴ的影响比较复杂。

在本实验研究范围内，水深与Ｅ ／ ＥＴ的关系并非线性，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上１０ ｃｍ时，芦苇群落的Ｅ ／
ＥＴ值为４０ ０％；当控制水位在地表以下时，在整个实验阶段Ｅ ／ ＥＴ值在２５ ９％ ～ ３２ １％。水深－ ５ ｃｍ的Ｅ ／
ＥＴ值占蒸散量的３２ １％；水深－ ２０ ｃｍ的Ｅ ／ ＥＴ值最低，占蒸散量的２５ ９％。而且，芦苇群落的Ｅ ／ ＥＴ有一
个极小值埋深，大约在－ ２０ ～ － ４０ ｃｍ。在温度较高的晴天天气，芦苇的蒸腾量较大，棵间蒸发的比例较小，
阴雨天气较多时，植被的蒸腾作用降低，棵间蒸发所占比例明显升高。

图４　 不同生长阶段与不同天气下芦苇的Ｅ ／ ＥＴ值
Ｆｉｇ ４ Ｅ ／ 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

２ ３　 芦苇群落蒸散量与裸地和水面蒸发量的关系
芦苇群落蒸散量与裸地及自由水面蒸发的变化过程曲线见图５，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实验阶段，无论

是地表有积水的芦苇群落还是地下水埋深处的芦苇群落，其蒸散量明显大于没有栽植芦苇的水面和裸地蒸发
量。在整个试验阶段，地表有积水的芦苇群落（５号箱）的蒸散量为３９２ ９ ｍｍ，自由水面的蒸发量（１０号箱）
为１８１ ７ ｍｍ，前者是后者的２倍左右；当控制水位在－ ５ ｃｍ、－ ２０ ｃｍ、－ ４０ ｃｍ和－ ６０ ｃｍ时，芦苇群落蒸散
量分别为３５４ ３ ｍｍ（１号箱），３３１ ４ ｍｍ（２号箱），２７２ １ ｍｍ（３号箱）和２３５ ６ ｍｍ（４号箱），对应的裸地蒸发
量分别为１２７ ８ ｍｍ（６号箱）、１０２ ０ ｍｍ（７号箱）、８４ ０ ｍｍ（８号箱）和７３ ０ ｍｍ（９号箱），不同地下水位控制
的芦苇群落蒸散量是裸地蒸发量的３ ～ ３ ５倍。裸土蒸发量最小，且地下水位越深，蒸发量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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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芦苇群落蒸散与裸地蒸发及自由水面蒸发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５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ｓｏｉ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芦苇一方面通过自身对土壤或水面的遮荫减少了下垫面的蒸发；另一方面由于芦苇的蒸腾作用，根系从
土壤层或水面吸收水分，又增加了土面或自由水面的蒸发，两种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交叠共同决定着土面或
自由水面的蒸发。因此，芦苇的存在增加还是减少湿地蒸散，即芦苇群落的蒸散是否增强了水分的损失，在
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在实验研究阶段，可以认为，在研究区芦苇生长期内，芦苇群落蒸散量大
于无植物的水面蒸发量和裸地蒸发量，芦苇能够增加湿地下垫面的蒸散量，即由于芦苇的存在而增加的水分
蒸腾量远大于芦苇棵间土面或水面面积减小而引起的土面或水面蒸发的减小量。这与前人对芦苇及其它湿地
植物的研究具有相似的结果［１２ １３］。

从图５还可以看出，栽植芦苇的培养箱的蒸散曲线随天气的变化波动非常明显，而裸土培养箱，其蒸发
曲线变化非常平缓，仅随水深不同而有较大变化，说明了其芦苇群落的蒸散过程比裸地蒸发过程受气象因素
等的影响更显著，且在试验水深范围内，其变化规律非常相似。

因此进一步将芦苇群落蒸散量与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同一水深的裸地蒸发量进行比较。把有芦苇的培养箱
的蒸散量减去同期同埋深的裸地培养箱的蒸发量，就是芦苇生长导致多蒸散掉的水量（本文称其为芦苇蒸散
影响量ＥＴ ｅ），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关系式为公式（２）。

ＥＴ ｅ ＝ ＥＴ － ＥＬ （２）
式中　 ＥＴ ｅ 为芦苇蒸散影响量，ｍｍ；ＥＬ 为裸地蒸发量，ｍｍ。

图６　 芦苇蒸散影响量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在湿地区，水分相对充足，不同地下水埋深条件下，ＥＴｅ 曲线变化规律非常相似，且与天气变化的关系有
良好的规律性。当然，ＥＴｅ 值与芦苇生育期有关，由于本试验进行时间处于芦苇生长中后期，与芦苇蒸散过程
相关的生育指标（如叶面积、株高等）较稳定，因此将ＥＴｅ 与实验期间各阶段对蒸散发特别是对蒸腾有影响的气
象因子做相关分析，其中日均光合有效辐射、日均大气温度和日均相对湿度与ＥＴｅ 值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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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ｒ１ ＝ ０ ７３２，Ｐ１ ＝ ０ ０５；ｒ２ ＝ ０ ８０４，Ｐ２ ＝ ０ ０１；ｒ３ ＝ － ０ ８４１，Ｐ３ ＝ ０ ０１）。裸地蒸发的研究已比
较深入，而且裸地蒸发数据相对容易获得，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当无实测芦苇蒸散量数据时，可以建立
ＥＴｅ 与气象因素的相关关系式。通过ＥＴｅ 和裸地蒸发量得到芦苇的蒸散量值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３　 结　 　 论
（１）湿地芦苇的蒸散量受天气状况、生育阶段以及水深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整个观测阶段各芦苇培养

箱的蒸散量总体变化趋势相似，随着季节的变化，芦苇由生长中期过度到生长末期，日ＥＴ不断变小；日ＥＴ
与累积ＥＴ均随水位的降低而减小。

（２）并不是水位越高，芦苇的蒸腾速率越大，而且长期渍水的状态能抑制芦苇的蒸腾作用；芦苇群落
的Ｅ ／ ＥＴ有一个极小值埋深，大约在－ ２０ ～ － ４０ ｃｍ。

（３）在研究区湿地芦苇的蒸腾作用明显增强了水分的损失。本文根据实测实验数据得出地下水浅埋深
条件下的植被蒸散影响量与日均光合有效辐射、日均气温、日均相对湿度相关性显著，在无芦苇蒸散量实测
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与气象因素的相关关系式，根据裸地蒸发量来确定其蒸散量值。但目前在整个辽河
口湿地区还缺乏长序列的大面积监测数据，因此研究区湿地芦苇蒸散影响量模型的建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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