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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冠层对降雪的截留和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 散落释放、 融化滴落等过程显著影响了北方森林区域的

水文循环， 开展森林冠层对降雪截留过程影响的研究对于季节性积雪森林区域的气候变化、 森林经营、 森林火灾

以及植被演替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对当前的森林冠层影响降雪截留过程的观测方法和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总结， 并针对现有研究中缺乏林分尺度和水平过程的研究等问题， 提出了引入遥感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方法以及

开展多尺度、 多过程和多因素的交叉研究是今后研究中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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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是地球表面最为活跃的自然要素之一， 地球陆地表面的 ６０％以上被季节性积雪所覆盖［１］， 区域分布

的积雪会影响区域尺度甚至全球尺度的气候变化进程［２⁃３］， 同时积雪也对全球变暖具有明显的反馈响应， 特

别是季节性积雪对气候环境变化十分敏感［４⁃６］。 雪也在季节性雪覆盖森林区域的水循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陆地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７⁃９］。 在中国东北高寒区， 森林覆盖率高达 ４０％［１０］， 季节性积雪储量高于青藏

高原地区， 年积雪量可达 ５０～９０ ｍｍ， 占年降水量的 １ ／ ９ ～ １ ／ １０［１１］。 而森林冠层截留降雪的再分配作用深刻

影响森林内积雪的空间分布， 森林冠层界面与大气界面的能量和物质的强烈交换也显著改变森林内积雪和融

雪的过程， 同时森林冠层对降雪的截留过程也是季节性积雪覆盖区域水文循环的重要过程之一［１２⁃１４］， 因此，
深入开展森林冠层对降雪截留过程影响机制的研究， 对于高寒区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和流域水资源优化管理具

有重要的意义。
森林冠层对降雪的截留过程包括森林冠层截留降雪、 森林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 散落释放以及融化

滴落 ４ 个子过程。 受太阳辐射、 温度、 风速等气象因素和林分类型、 结构的影响， 降雪截留过程非常复杂。
目前研究多关注森林冠层截留降雪和森林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方面［１５］， 对于森林冠层截留雪的散落释放

和融化滴落的机制研究较少； 且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多限制在北方高寒地区的针叶林［１６⁃１７］， 由于阔叶林截

留降雪较少， 极少有研究者对阔叶林的截留降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１８］； 并缺乏林分尺度和水平尺度上的

观测研究， 这都限制了森林冠层雪水文模型的构建和森林冠层截留降雪过程机制的发展。
本文对森林冠层影响降雪截留过程的观测方法和理论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和总结， 并针对当前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 提出了未来研究中的重点方向， 为森林冠层对降雪截留过程影响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指导。

１　 森林冠层对降雪截留过程的研究进展

森林冠层对降雪的截留和冠层截留雪蒸发 ／升华回到大气以及冠层截留雪释放散落、 融化滴落到地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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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了森林的雪水文过程［１９］， 降雪的截留和冠层截留雪的迁移作为重要的过程也改变森林内部雪的

积累［２０］。
１ １　 森林冠层截留降雪及影响因素

Ｓａｔｔｅｒｌｕｎｄ 和 Ｈａｕｐｔ［２１］基于单枝尺度的研究结果表明， 截留降雪过程符合 Ｓ 型增长曲线， 而枝条处于无

雪时的截留率较低， 主要由于降落到裸露的林冠层的雪花会从针叶上弹出。 研究也发现， 枝条上存有少量的

雪和较多的雪时， 截留率也较低， 但是枝条上负荷有适量的雪时， 具有较高的截留率。 与 Ｓｃｈｍｉｄｔ 和

Ｄａｖｉｄ［２２］的研究结论相反， Ｃａｌｄｅｒ［２３］基于林分尺度的研究却表明， 林冠截留率是随着降雪量的增加而减少。
Ｆｉｔｚｈａｒｒｉｓ［２４］研究发现林分截留雪量可以作为降雪量的线性方程来描述。 Ｃａｌｄｅｒ［２３］根据对云杉林的伽玛射线衰

减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 截留雪量可以作为降雪深度的线性方程来描述。 ＭｃＮａｙ 等［２５］ 将林冠郁闭度、 林冠

长度、 林冠宽度、 胸高断面积、 林分密度、 大气降雪量和截雪量等变量输入到回归模型中发现， 林分的截留

能力与大气降雪量和林冠郁闭度紧密相关。
Ｇｅｌｆａｎ 等［２６］假设森林冠层对雪的截留主要受冠层的形态学特征、 空气温度和风速等的影响。 而通过对

英格曼云杉、 毛果冷杉和美国黑松的切枝称重试验表明， ３ 种不同类型的枝条之间的雪截留量差异并不显

著， 气象条件比枝条的形态结构更为重要［２２］。 对花旗松和白松的截留降雪研究也表明， 尽管 ２ 个树种之间

存在显著的形态学特征上的差异， 但是在冬季观测期间内的截留雪量并无显著差异［２７］。 在降雪期间， 随着

温度的降低， 截留量也减少， 最高截留率温度为－３～０ ℃ ［２８］。 风对于林冠截留降雪再分配的过程非常关键，
在 ０～１ ５ ｍ ／ ｓ 风速范围内， 风速对最大截留雪量并无显著影响， 风速在 ２ ｍ ／ ｓ 时， 最大截留雪量显著降

低［２９］。 降雪密度也影响着截留率， 降雪密度越大（０ ０４～０ １３ ｇ ／ ｃｍ３）， 截留率越低。 因此， 在寒冷条件下，
低风速和低降雪密度时， 截留率较高［３０］。 目前， 国内外对于风影响降雪再分配的研究多关注风吹森林地表

层的积雪层。 Ｖａｒｈｏｌａ 等［１３］认为风是影响雪再分配的主要因素， 风通过侵蚀和促进升华减少了森林皆伐迹地

的雪积累以及增加了融雪期的雪融化速率。 Ｇａｒｙ［３１］ 的研究表明， 由于风速降低而释放了林冠上风流中传输

的雪， 因此， 在 １ 倍树高×５ 倍树高的林间空地中心处的雪积累量较大。 但对于风吹林冠积雪层过程的相应

观测仪器和方法以及林冠积雪与风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而为了解决风对于垂直

尺度上林冠截留降雪观测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了一些规避的方法。 Ｎａｋａｉ 等［３２］的研究表明， 当风速大

于 ４ ｍ ／ ｓ 时， 利用切树称重法得到的林冠截留降雪的观测结果并不可靠， 要剔除风速大于 ４ ｍ ／ ｓ 时的观测数

据。 ＭｃＮａｙ 等［２５］为了消除风对于截留观测结果的影响而采取了在降雪停止后立即进行观测的办法。
１ ２　 冠层截留雪的迁移及影响因素

１ ２ １　 冠层截留雪的升华及影响因素

由于森林冠层截留雪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在干燥大陆性气候条件下， 北方寒冷森林区域年降雪量的大部

分被截留升华而不能够到达地表［３３］， 截留雪的升华是许多季节性雪覆盖的针叶森林区域水量平衡的重要组

成部分［３４］。 加拿大北方地区针叶林冠层能够贮存 ６０％的降雪， 导致 ３０％ ～ ４０％的积雪升华损失［３５］。 Ｓｔｏｒｃｋ
等［３６］的研究表明， 接近 ６０％的降雪（４０ ｍｍ 雪水量）被林冠所截留， 截留雪的升华速率超过了 ０ ５ ｍｍ ／ ｈ。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３７］在挪威通过持续称重切下的 ６ ｍ 高的云杉树的研究表明， 在相对较低的风速但是蒸汽压力差较高

的条件下， 截留雪的升华速率可达到 ０ ３ ｍｍ ／ ｈ。 Ｓｃｈｍｉｄｔ［３８］通过持续称重假树的试验研究表明， 在寒冷、 干

燥的条件下， 截留雪的升华速率可达到 １ ５ ｍｍ ／ ｄ。
林冠截留雪升华受到风速、 空气温度、 湿度、 太阳辐射和林冠特征等的影响， 升华速度可能随着坡度、

坡向、 特别是海拔的变化而差异显著。 截留雪表面积与质量的比率和风是导致林冠雪升华速度增加的重要因

素， 通常在有较大的林间空隙区域和风速较大、 温度较高的南坡， 升华速度较高［３９⁃４０］。 驱动升华的主要能

量是来自温暖干燥的平流传送到冠层的空气， 如果空气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 温度的降低和湿度的增加将使

升华过程停止。
１ ２ ２　 冠层截留雪的散落释放及影响因素

冠层截留雪能否保留在针叶林冠层上取决于冠层截留雪和枝条的结合度、 冠层截留雪晶体间的粘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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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枝条的支撑强度。 雪晶体大小和类型、 温度以及湿度是影响冠层截留雪晶体间粘结强度的主要因素［４１］。
一般温度越低， 冠层截留雪晶体间的粘结强度越高， 而在接近融化时粘结强度较低。 当风速过高时能引起冠

层截留雪机械散落。 而在冠层截留雪融化期间， 当温度缓慢升高到 ０ ℃以上时， 到达冠层截留雪上的能量有

少量的增加， 就有可能会破坏冠层截留雪和枝条间的粘结力， 从而引发冠层截留雪滑动并呈雪团或雪块形式

集中的散落释放。
１ ２ ３　 冠层截留雪的融化滴落及影响因素

对于冠层截留雪的融化滴落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Ｍｕｓｓｅｌｍａｎ 等［４２］ 在内华达山脉的 ５ 年期间内对 ５７
场次的降雪进行了观测。 结果表明， ２５％的降雪事件中能够测量到冠层截留雪的融化滴落事件， ４％的降雪

事件中产生了超过 ２ ｍｍ 的水滴。 在累积 ４０ ｍｍ 的降雪中， 平均融化滴落量为 ０ ８ ｍｍ。 Ｓａｔｔｅｒｌｕｎｄ 和

Ｈａｕｐｔ［２７］的研究表明， 接近 ３０％的降雪被截留， ５％的冠层截留雪以融化滴落的方式到达地面。 Ｓｔｏｒｃｋ 等［３６］

通过切树称重法和蒸渗仪法的研究表明， 高达 ７２％的冠层截留雪以融化滴落的形式回归地表。

２　 森林冠层影响降雪截留过程的测算方法

２ １　 森林冠层截留降雪和冠层截留雪蒸发 ／升华的测算方法

２ １ １　 雪路线法

该方法是在林分内外布设积雪观测路线， 在每条路线上设置雪深和雪密度的观测点， 通过定期测量降雪

前后和无降雪期间的林外空地与林内冠层下积雪量的差值来间接确定林冠截留雪量和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量。
该方法包括一些假设条件： 树干径流量和冠层截留雪的贮存量被忽略或是可测量的； 林外空地和林内间的融

雪水溢流深度差异被忽略； 林外空地和林内间的积雪层蒸发量的差异被忽略； 林外空地和林冠上的降雪模式

差异被忽略。 此方法可以观测林分尺度的林冠截留雪量和截留雪蒸发 ／升华量， 但是工作量很大， 观测精度

不高， 误差较大， 不能够观测到林冠截留降雪的过程［４３］。
２ １ ２　 水当量平衡法

水当量平衡法是基于质量守恒定律， 主要将大气降雪量和地表雪积累量、 地表积雪层的蒸发量等雪当量

确定后间接推算出林冠截留雪量［４４］， 计算公式为：
Ｉ ＝ Ｐ － Ｇ － ＥＧ － Ｍ ＋ Ｔ （１）

Ｔ ＝ Ｅ ＋ Ｕ ＋ Ｄ （２）
式中： Ｉ 为林冠截留雪量， ｍｍ； Ｐ 为大气降雪量， ｍｍ； Ｇ 为地表雪积累量， ｍｍ； ＥＧ 为地表积雪层的蒸发

量， ｍｍ； Ｍ 为地表积雪层的融雪水量， ｍｍ； Ｔ 为截留雪迁移到地表积雪层的量， ｍｍ； Ｅ 为截留雪的蒸发 ／
升华量， ｍｍ； Ｕ 为截留雪释放散落的量， ｍｍ； Ｄ 为截留雪融化滴落的量， ｍｍ。 此方法可以在林分尺度上

长时间进行观测。
２ １ ３　 剪枝称重法

剪枝称重法是指将针叶树枝条剪切下来后垂直固定在地面上， 降雪后或降雪期间， 通过敲落枝条上的截

留雪并称重以确定截留雪质量， 同时采集新雪雪样以确定大气降雪量和雪密度以及量测枝条的投影面积， 截

留雪质量除以枝条的投影面积和雪密度即为枝条的截留雪水当量。 此方法由于观测尺度较小， 与林分尺度的

研究结果具有差异［２６］。
２ １ ４　 切树称重法

切树称重法是将整株活树从根基部切除， 保留树干和树冠并放置在精密的称重传感器上进行整个冬季期

间的连续称重， 通过降雪前后单株树木的质量差来确定林冠的截留雪量， 在无降雪期间单株树木的质量差即

为截留雪蒸发 ／升华量。 此方法忽略了冠层截留雪的雪团散落事件和融雪滴落事件。 目前该方法应用较为广

泛， 可以长时间直接观测降雪截留过程。 但也存在一些缺点， 例如： 在整个冬季观测期间， 由于切割下来的

树体失重使得观测后期的树体质量要小于观测前期的； 风速过大时观测精度较低； 观测期间的针叶凋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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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决； 观测对象多为幼树或幼苗， 在成熟的高大树木上很难应用； 观测尺度为单树尺度， 缺乏林分尺度

上的冠层信息， 因此， 尺度转换较为困难［４５］。
２ １ ５　 伽玛射线法

伽玛射线法是基于湿润叶片减弱的伽玛射线数量与树木质量间的函数关系， 在降雪前后或降雪期间通过

发射的伽马射线扫描整个林分冠层即可获得单位面积林分冠层的质量差， 从而推算出单位面积冠层截留雪的

质量。 在无降雪期间的林分冠层的质量差即为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量［４６］。 伽玛射线法可以在林分尺度上

短时间段内进行持续的直接观测， 观测精度较高， 但应用并不广泛， 很难在冬季期间长时间持续进行降雪截

留的观测。
２ １ ６　 光学影像法

光学影像法在观测前首先建立冠层截雪枝条的弯曲度与雪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再通过对降雪前后的冠

层截雪枝条进行拍照或录影以定量确定枝条的弯曲度和截留雪量之间的关系［４７］。 Ｆｒｉｅｓｅｎ 等［４７］应用此方法在

瑞士阿尔卑斯山持续观测了冬季期间云杉林冠的截留过程。 在截雪枝条上放置有颜色的塑料小球， 通过摄影

机的连续拍摄分析塑料小球在冠层截雪枝条上的位置变化以确定枝条的弯曲度与截留雪量之间的关系。 光学

影像法可以长时间持续进行降雪截留过程的观测， 但是此方法应用较少， 需要进行大量的影像分析。 并且大

气温度变化对枝条弯曲度的影响较大， 当枝干间产生雪桥现象时则不能够应用此方法。
２ １ ７　 微气象法

微气象法是在森林冠层附近设置气象仪器， 并依据能量平衡和湍流传输理论， 通过森林冠层界面的水热

通量数据来估算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量， 主要有以下 ３ 种算法。
（１） 彭曼⁃蒙特斯方程

当林冠上截留的降雪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 可以应用彭曼⁃蒙特斯方程来计算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

量， 计算公式为

λＥ ＝
Δ（ＲＮ ＋ ρＣｐ（δｅ ／ ｒａ）

Δ ＋ γ
（３）

式中： Δ 为饱和水汽压随温度的变化， ｋＰａ ／ Ｋ； ＲＮ为观测高度处的净辐射， Ｗ ／ ｍ２； ρ 为空气密度， ｋｇ ／ ｍ３；
Ｃｐ为空气比热， Ｊ ／ （ｋｇ·℃）； δｅ 为观测高度处的水汽压差， Ｐａ； ｒａ为大气边界层空气动力学阻抗， ｓ ／ ｍ； λ 为

升华潜热， Ｊ ／ ｋｇ； γ 为干湿常数， ｋＰａ ／ Ｋ。 此方法应用时忽略了冠层截留雪时间速率上潜热贮存的变化［４６］。
（２） 波文比能量平衡法

波文比能量平衡法是将能量平衡方程和波文比公式融合在一起以估算林冠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 其推导

公式如下：
ＲＮ － ΔＭ ＝ λＥ ＋ Ｈ （４）

式（４）为能量平衡方程， ＲＮ为净辐射， Ｗ ／ ｍ２； ΔＭ 为截留雪的潜热和感热的变化， Ｗ ／ ｍ２； Ｈ 为感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β ＝ （Ｃｐ ／ λ）（Δθ ／ Δｑ） （５）
式（５）为波文比公式， 波文比 β 定义为假设热和水蒸气的转换系数相等时感热通量与潜热通量的比值， Ｃｐ为

固定压强下的空气比热， Ｊ ／ （ ｋｇ·℃）； Δθ 为不同高度处的温度变化，℃； Δｑ 为不同高度处的湿度变化，
ｋｇ ／ ｋｇ。

式（４）和式（５）合并后可得

λＥ ＝ （ＲＮ － ΔＭ） ／ （１ ＋ β） （６）
由于森林界面和融雪层界面的差异， 一些研究者对热和水蒸气的转换系数是相等的假设提出质疑。 李辉

东等［４８］认为应用此方法确定雪层的蒸发 ／升华不切合实际， 因为进入到雪层的能量通量很难精确区分， 特别

在森林区域区分小梯度的温度和水蒸气需要非常精准的仪器。
（３） 涡度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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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度相关技术被广泛应用在草地界面、 积雪层界面和森林界面上估算蒸发 ／升华。 这种技术并不受下垫

面状况的限制， 也不要求湍流传输系数的质量， 但要求精密的气象传感器能够快速测量垂直梯度上的湿度和

风速的脉动， 蒸发 ／升华可以依据下式确定：

Ｅ ＝ ρＷ′ｑ′ （７）
式中： Ｗ′为垂直梯度上的风速， ｍ ／ ｓ； ｑ′为垂直梯度上的湿度，％； 上横线表示时间平均值， 一般取 ３０ ｍｉｎ。
涡度相关技术通过分层估算林冠层界面上的蒸发 ／升华（总的蒸发 ／升华）和积雪层界面的蒸发 ／升华来间接确

定冠层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４９⁃５０］。
综上所述， 目前较为成熟而且应用广泛的冠层截留雪蒸发 ／升华过程的观测方法为切树称重技术（表 １），

但是此方法忽略了散落到地面的截留雪的蒸发 ／升华， 因此， 蒸发 ／升华的观测值较低； 并且由于所观测树木

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错误的读数； 另外在间歇式降雪事件和降雪量很少的事件情况时可能引起读数上的模

糊。 而微气象法中的彭曼⁃蒙特斯方程和波文比能量平衡法由于受到很多条件的严格限制， 适用性上受到制

约， 其中波文比能量平衡法并不适于森林区域。 涡度相关技术应用尺度较大， 可以满足林分尺度的观测精度

要求， 而且对于不同界面物理特性的即时观测， 可以精准测量蒸发 ／升华的各个过程， 能够实现森林冠层界

面的整体观测和林冠下层的分层观测， 其较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成为目前理想的观测方法［５１⁃５２］。

表 １　 森林冠层截留降雪和冠层截留雪蒸发 ／升华的测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ｎｏｗ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ｎｏｐｙ ａｎｄ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ｎｏｗ

测算方法 研究者
观测指标

（截留降雪）
观测指标

（截留雪蒸发 ／ 升华）
空间
尺度

时间
尺度

长期连续
观测

灵敏度 精度

雪路线法
ＭｃＮａｙ 等［２５］ ，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Ｋｏｉｖｕｓａｌｏ［４３］ 是 是 林分 周 满足 低 低

水当量平衡法
Ｐｏｍｅｒｏｙ 和 Ｇｏｏｄｉｓｏｎ［２８］ ，

Ｐｏｍｅｒｏｙ 等［４４］ 是 是 林分 周 ／ 分 满足 低 高

剪枝称重法 Ｓｃｈｍｉｄｔ 和 Ｄａｖｉｄ［２２］ 是 否 单枝 周 ／ 月 满足 低 高

切树称重法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Ｈａｌｌｄｉｎ［１９］ ，

Ｍｏｎｔｅｓｉ 等［４５］ 是 是 单株 分 满足 高 高

γ 射线法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等［４６］ 是 是 林分 小时 不满足 高 高

光学影像法 Ｆｒｉｅｓｅｎ 等［４７］ 是 否 单株 分 满足 高 低

彭曼－蒙特斯方程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等［４６］ 否 是 林分 分 满足 高 低

波文比能量平衡法 李辉东等［４８］ 否 是 林分 分 满足 高 低

涡度相关技术 Ｍｏｌｏｔｃｈ 等［４９］ 否 是 林分 小时 满足 高 高

２ ２　 森林冠层截留雪散落释放和融化滴落的测算方法

目前对于冠层截留雪散落释放和融化滴落的测算方法很少， 误差也比较大。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３７］ 通过在切树称

重器周围放置可以升降的托盘来捕获截留雪的散落和融化滴落， 但是在降雪事件后需要人工清除托盘中的穿

透降雪， 该方法忽略了对于风速过大影响融雪滴落的事件和散落在托盘中的截留雪蒸发事件。 Ｓｔｏｒｃｋ 等［３６］

通过围绕切树称重器基部放置的 ２ 个称重式蒸渗仪来观测林冠的截留雪散落释放和融化滴落事件。 截留雪的

散落事件通过蒸渗仪上的重量读数迅速增加确定， 融化滴落量通过与蒸渗仪相连的翻斗式雨量筒来记录。 在

蒸渗仪上的林冠穿透雪未发生融化前， 能够准确捕获截留雪散落释放和融化滴落； 而在发生融雪事件或降雨

事件时， 则很难区分冠层截留雪的散落释放和融化滴落事件。
２ ３　 森林冠层截雪模型模拟法

目前， 有关森林冠层截留降雪的物理模型较少， 所建模型大多数为经验模型［５３］。
２ ３ １　 基于单树尺度的降雪截留模型

Ｓａｔｔｅｒｌｕｎｄ 和 Ｈａｕｐｔ［２１］ 通过切树称重法观测了花旗松和白松幼苗的降雪截留过程， 并建立了截留模型，
研究发现当以林冠截留雪量为纵轴和大气总降雪量为横轴时， 二者的关系可以用 Ｓ 形增长曲线来表示， 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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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雪量与最大截雪量以及拐点处的累积大气降雪量（时间段内增加最快的累积大气降雪量）密切相关。 计算

公式为

Ｉ ＝ Ｓ ／ ［１ ＋ ｅｘｐ（ － ｋ（Ｐ － Ｐ０））］ （８）
式中： Ｓ 为林冠最大截留雪量， ｍｍ； Ｐ 为大气降雪量， ｍｍ； Ｐ０为 Ｓ 形曲线拐点处的累积大气降雪量， ｍｍ；
ｋ 为常数。
２ ３ ２　 基于单枝尺度的降雪截留模型

Ｓｃｈｍｉｄｔ 和 Ｄａｖｉｄ［２２］应用剪枝称重法观测了云杉、 冷杉和黑松的枝条在 ２２ 场次降雪中的截留过程， 研究

发现 Ｓａｔｔｅｒｌｕｎｄ 的模型在一些场次的降雪中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因此， 修正并建立了适合于单枝尺度的降雪

截留模型， 其计算公式为

Ｃ ＝ （０ ２７ ＋ ０ ０４６ ／ ρｓ）（Ｓ ／ Ｐ）［１ ＋ ｅｘｐ（ － ｋ（Ｐ － Ｐ０））］ （９）
式中： Ｃ 为单枝面积的降雪截留率，％； ρｓ 为大气降雪密度， ｇ ／ ｃｍ３。
２ ３ ３　 基于林分尺度的降雪截留模型

Ｈｅｄｓｔｒｏｍ 和 Ｐｏｍｅｒｏｙ［３０］建立了可用于林分尺度的基于物理机制的降雪截留模型。 试验结果表明， 针叶树

冠层的叶面积指数和不同的针叶树种以及初始林冠截留雪量决定了林冠的截留降雪能力， 降雪截留率对于大

气降雪量、 林冠郁闭度和降雪的时间尺度特别敏感。 对于单场降雪截留事件， 模型可以简化为以下形式：
Ｉ ＝ ｃＩ∗（１ － ｅ －Ｃｃｐｃ ／ Ｉ∗） （１０）

Ｉ∗ ＝ ＳｐＬＡＩ′ ０ ２７ ＋ ４６
ρｓ

æ

è
ç

ö

ø
÷ （１１）

式中： Ｉ 为林冠截留雪量， ｍｍ； ｃ 为林冠截留雪经验释放系数； ｐｃ为大气降雪量， ｍｍ； Ｃｃ为林冠郁闭度； Ｉ∗

为林冠最大截留雪量， ｍｍ； Ｓｐ为雪荷载系数； ＬＡＩ′为冬季有效叶面积指数； ρｓ 为大气降雪密度， ｇ ／ ｃｍ３。
２ ３ ４　 基于能量和水量耦合平衡法的降雪截留模型

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ｓ 等［４２］基于能量和水量耦合平衡法建立了可应用于林分尺度的降雪截留模型， 模型把现存的林

冠截留积雪层分为冰雪固态和水液态 ２ 种状况来考虑， 计算公式如下：

ΔＷｉｃｅ ＝ Ｉ － Ｍ ＋ （
Ｑｅ

ρｗλｓ

＋
Ｑｍ

ρｗλ ｆ
）Δｔ （１２）

式中： ΔＷｉｃｅ为林冠截留积雪层呈冰雪态时的在时间步长内的水量变化， ｍｍ； Ｉ 为时间步长内的截留雪水量，
ｍｍ； Ｍ 为迁移到地表的林冠截留雪量， ｍｍ； Ｑｅ为潜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Ｑｍ为由于液体水重新冰冻而输入

到林冠截雪层的能量通量或在融化期间离开林冠截雪层的能量通量， Ｊ ／ （ｍ２·ｓ）； ρｗ 为水密度， ｋｇ ／ ｍ３； λｓ 为

升华潜热， Ｊ ／ ｋｇ； λ ｆ 为融化潜热， Ｊ ／ ｋｇ； Δｔ 为时间步长。

ΔＷｌｉｑ ＝ Ｐｒ － Ｐ ｔｆ ＋
Ｑｅ

ρｗλｓ

－
Ｑｍ

ρｗλ ｆ

æ

è
ç

ö

ø
÷ Δｔ （１３）

式中： ΔＷｌｉｑ为林冠截留积雪层呈液态水时在时间步长内的水量变化， ｍｍ； Ｐｒ为大气降雨量， ｍｍ； Ｐ ｔｆ为穿透

降水量， ｍｍ。

３　 研究展望

森林冠层对降雪截留过程的影响研究是目前大气界面和森林冠层界面交互影响研究中相对关注较少的环

节， 降雪截留过程与降雨截留过程在某些过程方面相似， 但在截留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森林冠层对降雪截

留过程影响的研究在测算方法和截留过程机制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但由于大气界面和森林冠层界面的

交互作用和野外观测控制的复杂性， 其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１） 目前森林冠层对降雪截留过程的影响研究尺度多集中在单株或单树尺度， 且大多数林冠截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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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单株或单树尺度的研究结果为基础， 但由于林分尺度上森林冠层的复杂性， 单株或单株尺度的研究结

果并不等同于或很难代替林分尺度， 极度缺乏林分尺度上的过程研究以及向林分尺度的转换研究。
（２） 森林冠层对于降雪的截留过程是垂直过程和水平过程的复合过程， 而当前的研究中缺乏风吹雪的

水平过程研究方法和理论， 大多数观测研究中都是隔离了风对于林冠截留雪层的影响而采用无风期或风速较

低时的降雪截留垂直过程的观测数据， 对水平过程的研究较少涉及， 尤其是对于风与林冠截留雪层间的相互

作用研究很少。
（３） 在森林冠层对截留降雪和截留雪蒸发 ／升华方面的研究较多， 而对于冠层截留雪的散落释放和融化

滴落的机制关注很少， 尤其是缺乏温度和风等重要气象因素对于冠层截留雪的散落释放过程和融化滴落过程

的影响研究， 使得森林冠层对于降雪截留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和完善。
（４） 研究对象多选择寒带的针叶林， 而对于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研究较少。 在中国东北高寒林区，

森林过度采伐后林型以天然次生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为主， 尽管阔叶林截留降雪较少， 但大面积的阔叶林对

于降雪截留再分配的影响不能忽略。 在研究指标上过于单一， 多关注林冠特征和气象因子对于降雪截留的影

响， 而海拔、 坡度、 坡向等因素对于能量的分配影响非常重要， 因此， 需要加强多指标和多因素的耦合作用

的影响研究。
对于未来的森林冠层降雪截留过程的研究， 重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１） 由于野外观测的复杂性和针对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切树称重法的不足， 应该对现有的观测仪器和

观测方法进行改造和修正， 加强单树尺度的林冠截留降雪垂直过程和水平过程的耦合研究。 开展林分尺度的

降雪截留过程的垂直层面和水平层面的长期、 连续和准确的直接观测， 风吹雪对于影响降雪再分配过程极为

关键， 因此， 应重点加强风吹雪的水平尺度过程上的观测方法和理论机制上的研究， 并对尺度转换问题进行

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２） 结合雷达遥感技术， 开展林分尺度范围的林冠截留降雪研究。 激光雷达遥感技术能够快速对陆地

表面进行特征化， 也能够在林分尺度上对林冠结构参数（叶面积指数和林冠郁闭度等）进行稳定的和精确的

估算， 可以在林冠截留降雪模型中得到初步的应用。 激光雷达遥感技术和合成孔径雷达遥感技术也可以用于

估测陆地表面的积雪深度和雪水当量， 未来也可直接应用于复杂林冠表面积雪量的估测。
（３） 继续加强森林冠层截留降雪的各个过程的研究， 尤其是重点关注冠层截留雪的散落释放和融化滴

落的过程的研究， 完善基于林分尺度的物理机制的林冠截留降雪模型， 并联合能量和水量耦合平衡法构建更

为全面的降雪截留理论机制模型。 在开展针叶林降雪截留过程研究的同时， 重视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降雪

截留过程机制研究， 并综合考虑林冠结构、 气象因子和海拔、 坡度、 坡向等多因素耦合作用对降雪截留过程

的影响。
（４） 加强森林经营和管理等人为干扰对降雪截留再分配的影响研究， 并开展冠层截留雪界面对于大气

界面水量和能量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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