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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对茶树修剪凋落物水文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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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修剪强度对茶树枝叶凋落物生物量及生态水文特性的影响，为茶园凋落物水文服务功能的定

量化研究与评估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14年生黄观音茶园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间修剪与室内持水模拟试验相结合

的方法，测量、计算3种不同修剪强度（0~20、0~15和0~7 cm）凋落物的生物量、持水、失水特性，并将其与时间的相关

性进行拟合分析。【结果】3种不同修剪强度下茶树枝叶凋落物的生物量为1.75~2.49 t/ha。修剪凋落物最大持水率排

序为中度修剪（121.33%）>重度修剪（113.69%）>轻度修剪（106.16%）；重度和中度修剪处理（2.89和2.83 t/ha）的最大

持水量显著高于轻度修剪处理（1.86 t/ha）（P<0.05）；但重度、中度与轻度修剪最大失水量表现为中度修剪（0.84 t/

ha）>重度修剪（0.73 t/ha）>轻度修剪（0.67 t/ha）。修剪凋落物吸水速率在0.5 h内最高，表明其具有短时间内迅速拦截

降水，减少地表径流形成的作用；凋落物的持水量、持水率、失水量、失水率与浸水时间（t）的最佳拟合方程为W=a+

blnt；吸水速率、失水速率与时间（t）最佳拟合方程为幂函数V=atb。【结论】茶园成龄后，中度和重度修剪下枝叶凋落物

的持水量差别不明显，但均高于轻度修剪，表明中度或重度修剪可提高茶园生态水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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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uning on 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 tree 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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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effects of pruning intensity on biomass，ec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
ter of tea leaves were studied，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was provided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and evaluation of litter hy-
dr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in tea garden.【Method】Taking the 14-year-old Huangguanyin tea garden as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field pruning and indoor water holding simulation test，litter biomass，water holding and dehydration charac-
teristics of litter under three different pruning intensities（0-20，0-15 and 0-7 cm）were measured.Correlation between bio-
mass，water holding and water loss characteristics with time of litter were analyzed.【Result】The biomass of tea leaf litter
was 1.75-2.49 t/ha under three different pruning intensities. The maximum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litter was moderate
pruning（121.33%）>severe pruning（113.69%）>light pruning（106.16%）. The maximum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severe
（2.89 t/ha）and moderate（2.83 t/ha）pruning treatm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ight pruning（1.86 t/ha）（P<
0.05）；but the maximum water loss capacity was moderate pruning（0.84 t/ha）>severe pruning（0.73 t/ha）>light pruning
（0.67 t/ha）.The water absorption rate of litter in the first 0.5 h was the maximum，indicating that it could intercept precipi-
tation within a short time quickly，reduced the formation of surface runoff. The best fit equation for litter water holding ca-
pacity，water holding rate，water loss capacity，water loss rate and soaking time（t）was W=a+blnt；the best fit equation
for water absorption rate，water loss rate and time（t）was power function V=atb（a，b were coefficient）.【Conclusion】As
tea garden grows，the difference in water holding capacity between moderate and severe pruning is not obvious，but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ies are larger than that of light pruning. Therefore，moderate and severe pruning can improve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functions in tea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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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截至2016年底，我国茶园种植面积

已达28.67万ha，种植面积扩张迅速。绝大部分茶区

处于长江以南山地区域，且新建茶园多由山地林/灌

地转变而来，因此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森林

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生态水文功能，不仅与植被覆

盖有关，还与大量凋落物紧密相关。植被由其他类

型转变为茶园后必然对该地生态系统功能产生影

响，茶园凋落物主要由修剪产生，借助生态系统“凋

落物”的概念，开展茶园修剪枝叶凋落物的生态水文

功能的定量化研究，可为茶园生态服务功能定量化

评估提供依据。【前人研究进展】凋落物是指生态系

统内由地上植物组分产生并归还到地表面，作为分

解者的物质和能量来源，借以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

所有有机质总称（Wang et al.，2007；宋飘等，2014；

Osono et al.，2014）。凋落物不仅可分解、释放养分，

维持土壤肥力，还能有效减缓降雨对地表的击溅侵

蚀，延缓地表径流、增加水分下渗，因而具有极强的保

持水土与涵养水源功能（Kardol and Wardle，2010；

张建利等，2014）。宋庆妮等（2015）发现毛竹扩张对

次生常绿阔叶林凋落物水文功能有增强作用，毛竹

林凋落物的最大持水率和最大持水量比常绿阔叶林

分别高出9.49%和40.60%。白英辰等（2016）研究表

明，密度调控不仅有利于华北落叶松凋落物的产生，且

对其持水率也有影响；凋落物储量表现为轻度密度

调控（LT）>中度密度调控（MT）>重度密度调控（HT）>

对照（CK）；而最大持水率表现为MT（256.95%）>HT

（249.50%）>（219.28%）>CK（214.30%）。聂小飞等

（2016）研究认为，凋落物覆盖处理对红壤坡地0~30

cm土壤持水能力高于裸露坡地，低吸力范围（<100

kPa）凋落物覆盖处理下的30~60 cm土壤供水能力高

于裸露地。有关茶园凋落物方面的研究，万云等

（2009）对5种林分土壤持水量研究发现，由于纯茶园

地表覆盖度小，凋落物层含蓄水源较弱，其0~50 cm

土层的最大持水量为1747 t/ha，小于马尾松、麻栎

林、幼年麻栎林及马尾松和枫香混交林（2223.7~

2480.5 t/ha）；吕文等（2013）研究表明，3年生和4年生

茶树经修剪后蒸散速率大幅下降，降幅达36.73%~

8.32%，其原因除与茶株高度下降导致界面层导度降

低、减少水分从茶株向大气的传输有关外，还与茶园

经修剪后枝、叶覆盖行间增加土壤遮蔽、降低土壤的

蒸发作用有关。【本研究切入点】前人对茶园生态系

统凋落物的研究鲜见报道，对人为修剪影响下凋落

物的产生量及持水特征的定量化分析也未见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14年生茶园为研究对象，探

讨茶园不同修剪模式（即不同修剪强度）下的枝叶凋

落物生物量，并利用田间和室内模拟试验相结合的

研究手段对枝叶凋落物的持水特性进行定量化分

析，以期揭示修剪下的枝叶凋落物持水特性差异，为

茶园生态系统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功能的定量化研

究与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茶园位于福建省福安市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供试茶品种为14龄黄观音，生长均

匀一致。于2015年6月（春茶结束后）进行修剪，设3

个不同修剪强度处理（树冠面至修剪断面），分别为

重度修剪（0~20 cm）、中度修剪（0~15 cm）和轻度修

剪（0~7 cm）处理。每处理区面积约15.00 m2（12.00

m×1.25 m），每处理3次重复；修剪机具为单人修剪机。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茶树修剪凋落物生物量统计 采用人工分

拣，将每处理小区修剪枝收集完全，分别称重，计算

生物量鲜重（Fresh weight，FW）；随后取一部分修剪

物自然风干，计算自然水含率（Ro）；并分别置于恒温

干燥箱内烘干，计算水含率（R）和生物量干重（Dry

weigh，DW），将风干后的凋落物用于后续持水试验。

1. 2. 2 茶树修剪凋落物持水特性测定 借鉴森林

凋落物水文特征分析方法，计算茶树修剪凋落物的

持水特性和拦蓄能力（周丽丽等，2012；刘效东等，

2013；郑文辉等，2014）。

持水率（%）=［（浸泡t时间的凋落物重量-凋落物

烘干重）/凋落物烘干重］×100

持水量（t/ha）=凋落物现存量×凋落物持水率

吸水速率（g/g·h）=（浸泡t 时间的凋落物重量-
凋落物烘干重）/（凋落物烘

干重×浸泡时间）

失水率（%）=［（浸泡24.0 h后重量-风干t时间的

凋落物重量）/凋落物烘干重］×100

失水量（t/ha）=凋落物现存量×凋落物失水率

失水速率（g/g·h）=（浸泡24.0 h后重量-风干t时

间的凋落物重量）/（凋落物烘

干重×浸泡时间）

1. 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

VA）的LSD法进行差异显著分析，使用Origin Pro 8.5.1

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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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修剪强度下茶树修剪凋落物生物量

由表1可知，不同修剪强度处理的茶树修剪凋

落物生物总量及叶、枝的重量（DW）均表现为重度

修剪>中度修剪>轻度修剪。就生物量总量而言，重

度修剪处理最高，为2.49 t/ha，分别为中度和轻度修

剪处理的1.05和1.42倍，重度、中度修剪与轻度修剪

处理差异显著（P<0.05，下同）；叶组分的变化规律与

生物总量基本一致；枝条组分也随修剪程度的加深

而逐渐上升，其中度和重度修剪的干重是轻度修剪

的1.67和1.84倍，且3个处理间均存在显著差异。3个

处理的凋落物中叶干重占生物量干重总量的百分比

以轻度修剪最高（70.86%），随着修剪程度增加而明

显下降，分别降低6.57%和8.61%，此差异与枝叶的水

含量有关，修剪强度越大，修剪枝叶的水含率越低。

处理
Treatment

轻度修剪 Light pruning
中度修剪 Moderate pruning
重度修剪 Severe pruning

生物量干重（t/ha）DW
总量 Total biomass

1.75±0.02b
2.38±0.02a
2.49±0.38a

叶 Leaf
1.24±0.04b
1.53±0.04a
1.55±0.03a

枝 Branch
0.51±0.04c
0.85±0.04b
0.94±0.03a

叶占比（%）
Leaf percentage in total biomass

70.86
64.29
62.25

表 1 茶树修剪凋落物生物量及叶占比
Table 1 Tea tree litter biomass and the leaf percentage in total biomass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2. 2 不同修剪强度下茶树凋落物持水特性

2. 2. 1 茶树修剪凋落物的持水率 生态系统凋落

物的持水率一般用凋落物吸水量和凋落物干重

的比值衡量，凋落物持水率越大，其持水能力越

强。而凋落物浸水24.0 h后的持水率视为其最大

持水率（郑文辉等，2014）。由图1可知，3个处理

修剪凋落物经 24.0 h浸泡后的最大持水率表现为

中度修剪（121.33%）>重度修剪（113.69%）>轻度修剪

（106.16%），重度和中度修剪处理的最大持水率差异

不显著（P>0.05，下同），但均显著高于轻度修剪处

理；3个处理凋落物持水率均随浸水时间的延长而增

加，且以0~4.0 h增加迅速，16.0 h后增势趋缓。凋落

物持水率的变化趋势表明在降雨初期凋落物在前

4.0 h内对降雨吸纳作用最强，有利于减少地表径

流量。

2. 2. 2 茶树修剪凋落物的持水量 由图2可知，不

同修剪强度处理的凋落物持水量变化趋势与持水率

基本一致，均随浸水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且前2.0 h内

增加迅速，2.0 h后变化趋缓；3个处理的饱和时间均

在16.0 h左右。整个浸水过程中持水量的整体变化

趋势为中度修剪略高于重度修剪处理，而轻度修剪

处理的持水量明显偏小。3个处理的最大持水量表

现为中度修剪（2.89 t/ha）>重度修剪（2.83 t/ha）>轻

度修剪（1.86 t/ha），中度和重度修剪处理与轻度修剪

的最大持水量差异显著，表明田间管理适度修剪可

增加茶园的涵养水源能力。

2. 2. 3 茶树修剪凋落物的吸水速率 凋落物的吸

水速率和持水能力紧密相关，吸水速率越大，其对降

雨的涵养速率越高，可有效缓解地表径流的产生

图 1 不同修剪强度的茶树凋落物持水率
Fig.1 Water holding rate of tea tree litter under different pru-

ning intensitie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图2~图6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mong treatment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Fig.6

图 2 不同修剪强度的茶树凋落物持水量
Fig.2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tea tree litter under different

pruning int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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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修剪 Moderate pruning
重度修剪 Severe pru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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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修剪强度的茶树凋落物吸水速率
Fig.3 Water absorption rate of tea tree litter under different

pruning intensities

图 4 不同修剪强度的茶树凋落物失水率
Fig.4 Water loss rate of tea tree litter under different pruning

intensities

图 5 不同修剪强度的茶树凋落物失水量
Fig.5 Water loss capacity of tea tree litter under different pru-

ning intensities

图 6 不同修剪强度的茶树凋落物失水速率
Fig.6 Water losing speed of tea tree under different pruning

int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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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丽等，2012）。由图3可知，3个处理的凋落物

最大吸水速率差异不显著，表现为中度修剪（1.78 g/

g·h）>重度修剪（1.70 g/g·h）>轻度修剪（1.59 g/g·h）。

3个处理的凋落物吸水速率变化均以0~0.5 h最高，

0.5 h的吸水速率约为1.0 h的2倍及2.0 h的4倍，随后

急剧下降，至4.0 h后下降趋势渐趋平缓。由此推测，

凋落物在前2.0 h内的吸水作用较强，表明其对短时

强降水具有明显的拦截作用。

2. 3 不同修剪强度下茶树修剪凋落物失水特性

2. 3. 1 茶树修剪凋落物的失水率 凋落物失水率

也是衡量其持水性能的一个指标，凋落物失水率的

不同显示其持水性能的差异。凋落物失水率可用其

释放的水分与干重两者比值表示，即失水率越大，其

持水能力越差（周丽丽等，2012；郑文辉等，2014）。

由图4可知3个处理枝叶凋落物在自然风干过程中失

水率的整体变化趋势和差异，其中，0~4.0 h为中度修

剪>重度修剪>轻度修剪，4.0~12.0 h为中度修剪>轻

度修剪>重度修剪，12.0 h后为轻度修剪>中度修剪>

重度修剪。重度修剪处理的最大失水率为29.26%，

小于轻度修剪和中度修剪处理的38.37%和35.42%；

且重度修剪处理与轻度修剪和中度修剪处理存在显

著差异。

2. 3. 2 茶树修剪凋落物的失水量 由图5可知，3

个处理的凋落物在自然风干状态下，表现为0~2.0 h

失水量差别较小，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差异逐渐扩

大。在整个失水阶段，3个处理失水量整体变化均表

现为中度修剪>重度修剪>轻度修剪。最大失水量表

现为轻度修剪（0.67 t/ha）<重度修剪（0.73 t/ha）<中

度修剪（0.84 t/ha），其中，中度修剪与轻度修剪处理

间差异显著。凋落物最大失水量与其所具的最大持

水量变化规律相一致，表明凋落物的持水量越大越

容易失水。

2. 3. 3 茶树修剪凋落物的失水速率 凋落物失水

速率越大，表明其涵蓄水源的能力越弱。由图6可

知，3个处理的凋落物失水速率变化趋势为：0~1.5 h

中度修剪>重度修剪>轻度修剪，2.0~10.0 h为中度修

剪>轻度修剪>重度修剪，10.0 h后为轻度修剪>中度

修剪>重度修剪。最大失水速率表现为中度修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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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修剪>轻度修剪。其中，重度与轻度修剪最大失水

速率无显著差异，但均与中度修剪差异显著。

2. 4 茶树修剪凋落物持水特性与时间相关性分析

由表2和表3可知，对不同修剪强度处理枝叶凋

落物的持水量（Q）、持水率（R）、失水率（S）、失水量

（U）与时间（t）进行对数函数W=a+blnt拟合（b为系

数，a为常数项）；对凋落物的吸水速率（V1）、失水速

率（V2）与时间（t）进行幂函数V=atb（a、b为系数）拟

合。结果显示，各方程的R2均大于0.9000，拟合效果

较佳。表明Q、R、S、U与 t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

性。通过这两种函数，对茶园生态系统修剪凋落物

持水特征进行较好模拟，并可定量化预测分析、估算

茶园凋落物含蓄水分能力。

修剪模式
Pruning mode

轻度修剪 Light pruning
中度修剪 Moderate pruning
重度修剪 Severe pruning

失水量（U）Water loss capacity
方程 Equation

U=25.414lnt+12.61
U=23.999lnt+20.15
U=13.810lnt+11.16

R2

0.9323
0.9776
0.9713

失水率（S）Water loss rate
方程 Equation

S=8.9023lnt+4.66
S=8.0224lnt+6.82
S=6.6316lnt+5.31

R2

0.9338
0.9788
0.9721

失水速率（V2）Water loss speed
方程 Equation
V2=0.0541t-0.361

V2=0.0682t-0.444

V2=0.0547t-0.456

R2

0.9936
0.9629
0.9891

修剪模式
Pruning mode

轻度修剪 Light pruning
中度修剪 Moderate pruning
重度修剪 Severe pruning

持水量（Q）Water holding capacity
方程 Equation

Q= 20.175lnt+158.36
Q=23.503lnt+276.15
Q=21.364lnt+246.69

R2

0.9358
0.9421
0.9432

持水率（R）Water holding rate
方程 Equation

R=6.5535lnt+81.87
R=7.8343lnt+92.05
R=7.4526lnt+86.05

R2

0.9454
0.9488
0.9347

吸水速率（V1）Water absorption rate
方程 Equation
V1=0.8201t-0.928

V1=0.9224t-0.924

V1=0.8627t-0.923

R2

0.9997
0.9998
0.9996

表 2 茶树修剪凋落物持水特性与浸水时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water holding features and soaking time for tea tree litter

表 3 茶树修剪枝叶失水特性与失水时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water losing features and losing time for tea tree litter

3 讨论

凋落物不仅是生态系统中养分循环、碳流动的

重要环节，其作为养分的基本载体，还是连接植物与

土壤的纽带；凋落物的量和分解速率构成陆地生态

系统的功能过程之一，对陆地生态土壤肥力的维持

及其生态恢复和更新具有重要作用（郭婧等，2015）；

同时，其对截持降水、防止土壤溅蚀、阻延地表径流、

抑制土壤水分蒸发等方面亦具有重要作用（刘效东

等，2013；张建利等，2014）。修剪既是茶树培育树

冠、延长经济收益年限的一项农艺措施，对以采食嫩

芽叶的病虫害也能产生一定抑制作用。然而，把茶

树修剪枝条作为凋落物，并对其本身所具有的生态

水文功能研究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3种不同修剪强度处理下的

凋落物生物量（DW）为1.75~2.49 t/ha。以茶树轻度

修剪每年2次计算，由修剪产生的凋落物生物量约为

3.5 t/ha，仍小于森林生态系统凋落物的产生量，且低

于以下研究结果，沈会涛等（2010）研究得出气候带

的次生灌丛林、栲树群落、木荷群落凋落物的产生量

为6.10~6.66 t/ha，王晓荣等（2012）研究得出马尾松

林、柏木林、松柏混交林、针阔混交林及栎类林凋落

物的产生量为9.47~24.49 t/ha；与刘芝芹等（2015）研

究得出的5种林分类型枯落物年归还量（1.79~3.87

t/ha）大致相当，但小于其总蓄积量（4.68~12.00 t/ha）。

因此，植被类型由林灌地转变为茶园，其凋落物的产

生量减少，进而对其生态水文效应产生一定影响。

本研究中，3种不同修剪强度下凋落物的最

大持水率表现为中度修剪（121.33%）>重度修剪

（113.69%）>轻度修剪（106.16%），但最大持水率远

低于同气候带的火力楠、闽粤栲、楠木、杉木、木荷和

格氏栲的最大持水率（177.44%~368.65%），接近于马

尾松（153.95%）（郑文辉等，2014）；但高于孟玉珂等

（2012）报道的日本落叶松、华山松、油松及山核桃的

最大持水率（39.61%~95.15%），与落叶混交林的最

大持水率（133.84%）大致相当。本研究中，最大持水

量以中度修剪处理（2.89 t/ha）最大，但仍低于同气候

带3种常绿阔叶林（10.58~13.88 t /ha）（沈会涛等，

2010）和杉木林（9.69~12.15 t/ha）的最大持水量（赵磊

等，2013），而与10年生麻栎林相当（2.73 t/ha）（贾秀

红等，2013），其差异与植被类型、生物量及凋落物组

分持水特性等不同有关。3个处理的最大吸水速率表

现为中度修剪（1.78 g/g·h）>重度修剪（1.70 g/g·h）>

轻度修剪（1.59 g/g·h），低于同气候带尾叶桉、马占

相思等5种林分（2.05~3.97 g/g·h）（薛立等，2005），介

于马尾松、木荷等7种林分（1.36~3.76 g/g·h）之间

（吕文等，2013）。

本研究结果表明，3种不同修剪强度下的凋落

物最大失水率表现为轻度修剪（38.37%）>中度修剪

（35.42%）>重度修剪（29.26%），最大失水量为中度

修剪（0.84 t/ha）>重度修剪（0.73 t/ha）>轻度修剪

朱留刚等：修剪对茶树修剪凋落物水文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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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t/ha），最大失水速率表现为中度修剪>重度修

剪>轻度修剪，均低于同气候带杉木林的最大失水率

（112.04%~129.90%）、最大失水量（1.71~4.29 t/ha）及

最大失水速率（0.45~0.63 g/g·h）（周丽丽等，2012）；

亦低于马尾松、木荷等7种林分的最大失水率和最大

失水速率（郑文辉等，2014）。本研究中，凋落物吸水

和失水特性的3个指标较其他人研究数值偏低，其原

因除与凋落物重量、分解形态及凋落物现存量差别

外，还可能与树种不同相关，如茶树叶片革质层明

显，不仅可降低叶片的吸水能力，还可防止水分过快

散失。

修剪枝叶凋落物的持水率、持水量、失水率、失

水量与浸水时间的变化规律符合对数函数W=a+blnt

（b为系数，a为常数项）；凋落物的吸水速率、失水速

率与时间（t）的变化关系符合幂函数V=atb（a、b为系

数）。两方程的拟合度较佳（R2>0.9000），表明这两

个方程可以用来模拟凋落物在不同浸水、失水时间

的持（失）水率、持（失）水量、吸（失）水速率的实际变

化趋势。在方程模拟方面，与王云琦等（2004）、薛立

等（2005）对凋落物吸水速率与浸水时间的关系V=a/

t+b和V=at-1+b有一定差异，与曾昭霞等（2011）、周丽

丽等（2012）、刘效东等（2013）、郑文辉等（2014）等研

究结果相似。

茶园管理中的修剪措施是茶园凋落物来源的

主要途径，本研究虽对其生态水文特性进行初步研

究，但该阶段茶园凋落物的储量及持水特性不仅与

修剪有关，还与树种、树龄、生境状况及经营方式等

多重因素有关，故应对不同经营类型和树龄的茶园

整体水文功能进行全面而准确评估，并进一步关注

其储量、分解效应、持水能力，及其共同作用下的茶

园土壤的蓄水特征等的季节动态变化，最终为地表

植被类型由林灌丛地转变为茶园后其生态水文服务

功能评价及指导农业部门制定种植规划提供理论

指导。

4 结论

茶园成龄后，中度和重度修剪下枝叶凋落物的

持水量差别不明显，但均高于轻度修剪，表明中度或

重度修剪可提高茶园生态水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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