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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了国内外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争议的两个方面，一是露水有利于促进植物生长，二是露水对植物生长具有负效应。

前者主要包括干旱胁迫下植物生长重要的水资源、调节植物体内水分、改善土壤水分平衡、调节森林植物生长环境、有利于农作

物管理及其病虫害防治等生态效益; 后者包括导致植物发病、降低植物产量和质量等。指出了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 1) 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的机理研究; ( 2) 干扰条件下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包括酸露对植

物作用效应研究和城市热岛条件下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 ( 3) 露水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 4) 露水在生物防治中的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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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w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s on the earth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survival，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s based on the arid and semiarid environment． The disputed effects of dew on plants，beneficial and

harmful，were reviewed in this study． The beneficial effects mainly consist of five aspects: ( 1) Supplying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or in the dry season，dew is the main or the only water resource because of its

higher frequency and sustaining time comparing with the precipitation，which keeps the organic synthesis and metabolism，

accelerates the increase of biomass in plants． ( 2) Regulating inner water of plants． The function of dew on regulating inner

water of plant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veral aspects based on related studies: helping plant to rapidly activate

photosynthetic activity during desiccation and rehydration; supplying a moisture environment in repairing embryo DNA of

seeds，maintaining seed viability under harsh desert conditions; regulating the transpiration pressure and helping the wilting

plant arrive a higher steady restoration state; etc． ( 3) Improving water balance of soil． There is an indirect effect of dew on

plant through improving water balance of soil． On one hand，dew forms on the soil surface or drops into the soil from the

nearby plants，becoming an importing water resource． On the other hand，the soil evaporation decreases along with dew

event appears，leading a mitigation of soil water tension to some extent． ( 4 ) Regulating growing environment of forest

plants． The regulation effect appears on canopy firstly，and then into the forest． Dew deposition increases the water resource

of forest，improves its water cycle． Along with the dew deposition and evaporation，the forest micro-climate changes，

especially the wind speed，moisture and heat． Dew，as a medium，is concerned with the water-heat exchange process of the

forest． ( 5) Dew was used widely in the performing process of foliage dressing，defoliant and pesticide for its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mall dew amount，long time sustaining on objects，leading an accreting of long time，extending the time of

ster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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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ful effects mainly consist of two aspects: ( 1 ) Inducing plant disease． The pathogen of fungus and bacteria
releases spores and infects the host plant under a moisture condition，and induces plant disease easily，thus dew supplies
opportunities for pathogen． The infection intensity differs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dew quantity and sustaining time． ( 2 )

Reducing output and quality of crops． The influence on the output and quality of crops is related to the quantity，sustaining
time，acidification level of dew． The plant stomata movement was inhibited and the route of pollen diffusing was discouraged
when the quantity and sustaining time of dew arrive at a higher level． Acid dew could lead to a degradation of vegetation for
the decreasing of CO2assimilation efficiency． Furthermore，the black spot disease of fruit could be induced by dew．

The main problems in related researches were also pointed out in present paper． For example，the information of dew
action effect on plants was absent; few documents referred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such as urban heat island and the
polluted atmosphere etc; researches of dew on plant diversity and the use on biological control were lack．

Future studies were recommended to ( 1 ) researches of the ac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s of dew on plants; ( 2 )

researches on the interactions of dew and plants based on the interferential factors including acid dew and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 3) researches of the influence of dew on the plant diversity; ( 4) applied researches on controlling harmful
plants using 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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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剧的全球变化改变了区域水循环和能量平衡，使干旱半干旱区域干旱持续时间延长，湿润区局部

干旱频繁发生，人类及生态系统中各组分对水资源的需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得如此迫切。中国西南多

省以及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大范围和长时间干旱再次向人类警示水资源的危机感。水资源包括输入和输出两

部分，其中输入包括大气降水和露水。目前，人类对作为主要输入水资源和湿度来源的大气降水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而露水作为两大重要输入水资源和湿度来源之一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露水对植物的作用效应研究也

极其薄弱。
露水是在表面辐射冷却，温度降到露点以下，水汽在表面的凝结，是表面大气水汽凝结水、地面蒸发凝结

水和植被蒸腾凝结水之和。与大气降水相比，其凝结量相对较小，但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输入水资源和湿度

来源，在干旱环境对植物生存、生长和发育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1-2］。

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的研究早在半个世纪前已有报道
［3］，但由于露水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因此关于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区域
［4-5］。近年来相关研究日益引起关注，研究范围

逐步向其它地区扩展
［6］。然而，由于受露水凝结量较小等因素的影响，露水对植物的作用效应研究一直未引

起学者的重视。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的区域性以及目前的不够重视状态导致大量相关信息缺失，这种局

限性极大地限制了人类对两者作用关系规律的认识和应用。
本文拟将国内外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指出相关研究的缺陷，并根据当前该

领域和相关领域发展变化的状况，结合城市化、环境污染和全球变化等干扰因素，提出今后研究趋势，为相关

研究提供依据，弥补露水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
1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有关露水对植物的作用效应存在许多争议
［7］。国内外有关文献可以看出，露水对植物的作用

效应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露水对植物生长有利，而相反的观点是露水对植物生长具有负

效应。
1． 1 露水对植物生长有利

许多学者认为露水对植物生长有利，甚至有学者称之为“神秘降水”［8］，具有多方面的生理生态效

应
［2，8-11］。

( 1) 露水是植物生长的重要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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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植物体的主要构成组分之一，对植物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湿润地区和雨季，大气降水

和自然水源是植物生长的主要水源，露水在促进植物生长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而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则完

全相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水源短缺，大气降水量少且降水后蒸发快，露水则成为重要的水资源和湿度

来源
［12-14］，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由于露水其发生频率、持续时间均超过降水，不

少学者认为露水是干旱区域植物生存的主要水资源
［15］，或植物生长唯一的液态水资源

［4，16-18］，以此维持植物

生长、有机物合成与代谢和调节所需水分，促使植物生物量增加
［19-20］。

( 2) 露水是植物调节的重要水源和湿度来源

植物水分调节是植物生理调节的重要内容之一，水分调节过程包括植物对水的吸收、水在植物体内的运

输和水分蒸发散过程，以及植物对水分胁迫的响应与适应。露水作为两大重要输入水资源之一对植物的调节

作用也包括对这些过程的调节。目前关于露水对植物调节的研究极其有限，并未涉及露水调节的所有过程，

只对部分现象进行了调查，胁迫下露水调节的过程及其机理研究尚未有报道，主要研究结果包括: 在干旱和再

水化过程，露水有利于促进植物快速激活光合活性
［20］，促进光合作用; 为种子胚芽 DNA 修复提供湿度，帮助

种子维持生存能力
［21］; 通过增加附生植物微环境的湿度

［22］，调节植物蒸腾压力而使它们达到一个较高的稳

定恢复
［22-23］，从而使变干的植物复活

［5］; 直接吸收露水资源，改善植物体内水分状态
［24］，降低体内因蒸腾或

其它因素引起的水分亏缺
［4，8，24-25］; 延迟植物叶片萎蔫时间，延长了幼苗的生存时间

［1，26］。
( 3) 露水能够改善土壤水分平衡

“土壤-植物-大气”循环是地球化学循环的重大分支，土壤是该分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水分平衡状况

影响植物生长和发育。一般地，土壤水分通过两种途径向大气输送水汽和热量，一是通过植物蒸腾，二是通过

土壤蒸发散。干旱条件下，土壤水分散失无法及时得到补充，土壤水分失去平衡。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露水

通过改善土壤水分平衡间接对植物生存或生长产生积极影响
［27-28］，主要表现为土壤水分的直接输入和减少

土壤水分的蒸发散。露水可直接凝结在土壤表面，或者当露水浓重时，露滴从枝叶表面滴落到地面而被土壤

吸收成为一种额外的水分输入
［9，29］，补充了土壤失去的部分水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壤水分紧张

［15］。露水

蒸发因热量散失降低了土壤表层温度，引起土壤蒸发量相应减少，因此露水对蒸发量的显著减少也起着一定

的作用
［30］。土壤水分平衡的维持与改善，促进了地被物的生长与发育，改善了局部微气候，又增加了露水沉

降，推动着“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的循环
［7，31-32］。

( 4) 露水能调节森林植物生长环境

森林植物生长环境包括林外环境和林内环境，主要指温度、湿度、水、风速和热量等因子，露水对森林植物

生长环境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因子的调节作用。与降水类似，森林冠层首先截留部分露水，另外一

部分露水通过林窗直接沉降在林内地被物表面，通过冠层树叶直接滴漏的露水较少。由于露水首先在冠层沉

降，因此露水对森林植物微环境的调节首先发生在冠层，然后调节林内微环境。

研究表明，森林露水沉降量明显高于其它景观斑块，城市森林每日最大露水量也超过 0． 1mm［32］，大量露

水凝结增加了森林水资源量，改善了森林水循环
［9-11］。伴随露水形成、沉降和蒸发过程，森林微气候也发生变

化，包括森林风速、热量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在热带雨林地区，露水的形成不仅凝结了水汽进入森林，露水形

成过程产生的潜热也对森林起到了一定的保温作用，这对热带雨林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致关重要的作用
［33］。

也有研究认为，露水对一些森林喜光植物的生长和发育有促进作用
［34］。露水作为一种中间介质参与森林植

物与大气水热交换的全过程
［2］，其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不可忽视。

( 5) 露水有利于农作物管理及其病虫害防治

露水沉降的一大特点是露水量小、在地被物表面持续时间长，农作物管理中正是充分利用了此特点。在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农耕文明中，积累了不少关于露水在农业管理应用上的案例，如傍晚时分喷洒农药、饿苗

农作物夜间露天放置、寒露季节采摘油茶等。这些例子虽然仅仅记录了现象，没有从机理上进行剖析，但实质

却是充分利用了露水的特点。由于露水具有这一典型特点，并可引起肥料、脱落剂长时间附着，也可延长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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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杀菌时间等，因此在农作物叶面施肥、脱叶剂使用和农药喷洒上广为应用
［15，35-36］。

1． 2 露水对植物生长具有负效应

( 1) 露水导致植物发病

露水持续时间长这一特点在干旱环境为植物提供了持续的水源，也在农业管理上广泛被应用，然而该特

点也增加了植物发病的概率。由于许多真菌和细菌病原体在潮湿时释放孢子感染寄主植物，使植物容易发

病
［13-14，37］，因此露水 是 某 些 真 菌、细 菌 或 植 物 害 虫 的 水 源，如 莴 苣 ( Lactuca sativa ) 上 的 莴 苣 霜 霉 病 菌

( Cercospora kikuchii) 和松科类植物上的松疱锈菌( Cronartium Ribicola) 在有露水条件下释放大量的孢子感染

各自的寄主，引起寄主发病严重
［18，37-40］; 露水是大豆冠层湿度的主要形式，被铁锈病( Phakopsora pachyrhizi)

感染的大豆孢子通过露水从中部向冠层扩散极其容易
［41］。露水的数量和持续时间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栽培植

物上真菌感染增加程度不一致
［16，42］，当叶片表面长时间被露水水膜包围时，植物组织也极易遭到某些病菌的

感染
［16，29，43］，随着露水维持时间延长，植物发病加剧。
( 2) 露水降低植物产量和质量

露水对植物产量和质量的影响，主要与露水量大小、露水持续时间长短以及露水是否受到污染等特征有

关。露水多、持续时间长影响了植物气孔打开，干扰了光合过程，导致 CO2同化率和生物合成下降; 露水多、持
续时间长也可能阻断植物花粉传播的路径，降低传粉受精的机率，对植物繁殖产生极不利的影响。若遇到持

续时间较长的平流降温寒害天气，露水则会因白天蒸发耗热而延长近地表低温持续时间，从而加重部分热带

作物的寒害程度
［15］。Briscoe 和 Galvin［44］

认为凝结在温室外壳的露水使 50%左右的光传导受阻，影响了作物

光合作用，从而降低了温室内农作物产量
［40］。露水因持续时间长而被应用于杀菌剂使用，但露水浓重时，露

水对杀菌剂进行了稀释，降低了杀菌剂浓度，直接影响了其杀菌效果
［45-46］，导致作物减产。已有研究表明，污

染露水导致植物 CO2同化率下降，进而引起生物量相应减少，最终导致植被衰退
［47］。此外，露水因吸收太阳

辐射还可能引起果实黑斑
［14］。

2 存在问题

露水的形成受到各种环境因子的影响，而目前关于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的研究忽视了环境因子的影响，

主要存在如下缺陷:

( 1)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大气扰动极其频繁，新的间歇性干旱区域不断出现。在干旱环境，露水对植

物的生长极其重要，但除了国内外部分地区在干旱区域开展了有限的研究外，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的信

息缺乏。与干旱地区相比，降水丰沛地区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的信息几乎缺乏，尤其是露水浓重时更应引起

重视。
( 2) 随着工业化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城市热岛不断加强，城市环境急剧恶化，改变

了露水形成的环境。有研究表明，城市露水中的金属离子、氯离子和亚硝酸含量很高
［48-49］，这可能与城市大

气污染有关
［50-51］。露水中高含量的金属离子和酸根离子势必对植物生长产生极大的影响，但相关研究极少

报道。城市热岛效应对植物生长也产生极大的影响，露水与热岛效应叠加后对植物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未可

知。因此，在研究露水对植物生理生态效应时充分考虑环境因子的影响极其必要。
( 3) 露水为许多真菌和细菌病原体释放孢子感染寄主植物提供便利，导致植物发病，这已是学者们的共

识。然而，关于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对病虫害进行防治的研究较为缺乏。当前生物入侵较为严重，如我国

华南地区存在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五爪金龙 Ipomoea cairica 等外来入侵植物和鸡屎藤 Paederia scandens
等本地入侵植物大面积危害，在寻找入侵植物控制过程中，充分利用露水导致植物发病这一特点对其进行防

治也值得尝试。
3 展望

根据国内外有关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的研究现状，结合全球变化、城市化和环境污染等环境因子的影响，

未来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重点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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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强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及其机理研究 目前，水与植物的关系以及水对植物的重要性已有较为广

泛的认识，但露水对植物的重要性以及露水与植物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众所周知，露水与降水在发生

时间、发生频率、产生量、在叶片和土壤上的持续时间上均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导致两者在作用效应及

其产生机制上的不同。露水这一特殊的生态因子对植物产生怎样的作用效应，干旱胁迫下露水对植物的作用

效应与湿润条件下的作用效应是否一致，导致其不同的机制是什么，目前的研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今后需做

进一步研究。
不同类型的植物对水分的需求规律以及耐性不同，如旱生和湿生植物，苔藓地衣类植物和高等植物等，这

些不同类型的植物对露水存在怎样的响应途径，由于目前相关信息缺乏，这些问题依然不清晰。因此，加大露

水对植物作用机理研究对了解露水、植物生长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
( 2) 干扰条件下露水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 当前对露水直接干扰较为明显的因子有两个，一是露水酸化

即酸露包括由于大气粉尘增加引起的酸化和其它因素引起的酸化，另一个为城市热岛效应。
酸沉降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酸露是酸沉降的一种类型，它对植物的作用效应也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酸雨产生、迁移、扩散等生态学过程及其时空分布格局均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与酸雨相比，对酸露的关注程度

极其低，正如多数人不了解露水一样，对酸露信息的获取更加少，酸露对植物作用效应的信息极少报道。国内

外的研究结果
［50，52-55］

表明，城市露水均有不同程度的酸化，而酸露对植物的作用效应研究极少，酸露与未酸

化露水对植物的作用效应差异及其机理尚需更多研究进行验证。
未来关于酸露的研究中，应模拟不同离子类型和 pH 浓度梯度。虽然我国曾有学者利用模拟酸露对蚕豆

( Vicia faba) 进行研究
［56］，然而，该研究过程未按露水发生规律进行，忽视了露水沉降的特点，显然研究结果不

能真实反映酸露对植物的作用效应。因此，应在酸露对植物作用效应研究中充分考虑露水发生规律，重视露

水中的离子成分和酸度梯度。
热岛效应、露水与植物三者共同作用关系研究。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筑密度不

断提高，大量废弃能量滞留在城市，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增强，大气污染物不断增加，露水酸化不断加强。露水

与热岛效应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14，57］，说明两者在城市中存在相互作用。在露水与热岛效应双重作用

下，再与植物发生作用，三者的耦合会产生怎样的生态效应也是未来必须解决的科学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和

城市热岛效应都将对生态系统的自然水循环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温度梯度是露水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

部分。
( 3) 露水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露水因其特殊的形成特征，对植物生存、生长和发育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时也对植物分布格局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植物多样性。苔藓地衣类植物对水分极其敏感，露水对这类低等

植物的多样性影响较大。干旱地区植物的生长发育对露水有一定的依赖性，因此露水对其多样性影响也较

大。由于相关研究未见报道，露水如何影响植物多样性的信息缺乏，未来应给予一定的关注。
( 4) 露水在生物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充分利用露水数量和持续时间使细菌和真菌等病原体繁殖导致植

物发病的特性，筛选可操作的微生物试剂进行农林病害和杂草防治。国外在这方面已有一定尝试
［32，41，58］，国

内尚待深入研究。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倪广艳博士对写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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