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第一节  植物学基础知识 

第二节  林分的结构和特征 

第三节  森林生态学基础 



一、植物细胞 

定义：构成植物体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基本单位。一般由细胞壁、原生质

体、液泡及细胞内含物三部分组成。  

细胞壁：植物细胞所特有的结构，作用是保护内部的细胞质、细胞核等。细

胞壁具备纹孔、胞间连丝等结构。成熟细胞的细胞壁又可分为胞间层、初生

壁和次生壁三层。 

原生质体：原生质体是活细胞内全部具有生命物质的总称，是细胞的主要部

分，由细胞质、细胞核及其他细胞器组成。细胞核是原生质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细胞内最大的细胞器。   

液泡及细胞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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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组织 

定义：一般把植物个体发育中，具有相同来源的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细胞群组成

的结构和功能单位，称为植物组织。 

类型： 

        分生组织 

        薄壁组织 

        保护组织 

        输导组织 

        机械组织 

        分泌组织 

成熟组织 



二、植物组织 

火疤的形成：形成层的某部分因受高温灼烧而受损，该部分形成层不能生长，

其他部分形成层仍能生长，形成火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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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子 

1.种子的结构（组成） 

种皮：最外层，保护作用；有外种皮和内种皮两层；若植物种子被轻埋于土

壤，在遭遇强度较大的火烧后，仍能保持生命力。 

胚：由胚芽、胚轴、胚根和子叶4部分组成。 

胚乳：位于种皮和胚之间，一团贮藏性薄壁组织；包着胚或偏于胚的一侧；

贮藏养料。 



图示种子的结构，其中左图为

双子叶植物菜豆种子结构，右

图为单子叶植物玉米种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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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子 

2.种子的类型 

根据有无胚乳分为2种 

①有胚乳种子：全部裸子植物、大部分单子叶植物、部分双子叶植物。 

②无胚乳种子：多数双子叶植物、少数单子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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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子 

3.种子的休眠 

定义：有些植物的种子虽然成熟落地后，即使条件适宜也不立即萌发，必须

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萌发，这种特性称为种子的休眠。 

        一些树种因种皮坚硬（核桃）、种子外层有油质（漆树）、蜡质（乌桕）

等，而不利于种子萌发。可是经过火烧后，蜡质、油脂挥发，种皮开裂，使

得种子开放、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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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子 

4.种子萌发的条件 

充足的水分； 

适宜的温度； 

充足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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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植物的根 

植物的茎 

植物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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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1. 根 

根的生理功能： 

（1）支持与固定作用  

（2）吸收作用  

（3）输导作用  

（4）合成和转化作用  

（5）分泌作用  

（6）贮藏作用  

（7）繁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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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1. 根 

根的类型：（1）按来源划分  可分为主根和侧根。（2）按发生部位划分  

可分为定根和不定根。 

根系的类型：一株植物地下部分所有根的总体，称为根系。根系可分为直根

系和须根系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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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1.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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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1. 根 

根瘤：土壤中的根瘤细菌和固氮细菌侵入植物的根的皮层后形成瘤状突起称

为根瘤。细菌从根的皮层获取营养物质，同时把游离的氮转化为氨离子，为

植物提供氮素。 

菌根：根与土壤中的真菌共生形成菌根。菌根加强根的吸收能力，分泌多种

酶分解土壤有机质，可为植物提供养分，合成维生素，促进根系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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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1. 根 

 

根瘤 外生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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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2. 茎 

茎的生理功能： 

输导作用 

支持作用 

繁殖作用 

储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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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2. 茎 

茎的形态特征： 

茎通常具有主干和多级分枝，在枝条上生长叶子。 

芽的类型： 

顶芽与腋芽  

定芽与不定芽 

叶芽、花芽与混合芽  

鳞芽与裸芽 

 



第一节 植物学基础知识 

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2. 茎 

茎的分枝方式： 

总状分枝 

合轴分枝 

假二叉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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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3. 叶 

叶的生理功能：（1）繁殖作用；（2）贮藏作用；（3）保护作用；（4）攀

援作用；（5）捕虫食虫。 

       凋落的叶片是重要的森林可燃物，是森林火灾的引火物。针叶因其挥发

性油脂和树脂成分含量高而易燃，活的阔叶自身含水量高，不易燃或难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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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子植物的繁殖器官 

1. 被子植物的繁殖器官 

被子植物繁殖器官包括花、果实、种子。 

花的组成：花柄、花托、花萼、花冠、雄蕊、雌蕊。 

              完全花：具花萼、花冠、雄蕊、雌蕊的花。 

              不完全花：单性花、单被花、裸花、无性花等。 

火烧对植物的开花具有一定影响，火烧迹地上植物的开花会有所增加。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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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子植物的繁殖器官 

2.裸子植物的繁殖器官 

裸子植物繁殖器官：小孢子叶球、大孢子叶球、种子。 

小孢子叶球由多数小孢子叶密集生于特殊的轴上形成球状结构，又称“雄球

花”；大孢子叶球由多数大孢子叶密集生于特殊的轴上形成，又称为“雌球果、

球果”。 

凋落的球果是森林地表可燃物的重要组成，燃烧的球果在强风吹送下，能在

空中移动一定距离，易引发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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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分的结构 

按高度和性质，包括立木层、下木层、地被物层和层外植物。 

1.立木层 

定义：森林中一定高度上所有乔木的总和。每一株树木称为立木或林木。 

分为：①优势树种； 

           ②主要树种； 

           ③伴生树种； 

           ④次要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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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分的结构 

2.下木层 

定义：林内的灌木总和。 

特点：下木数量多少和种类因地区和建群种而异。喜光树种为优势树种的林

下一般下木数量多，下木种类与荒山上的灌木种类不同；森林形成后，原有

的灌木种类减少或消失；森林采伐后，原林下的下木种类又会减少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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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分的结构 

3.地被物层 

定义：林内的草本植物和半灌木、小灌木、苔藓、地衣、真菌等组成的植物

层次，居林内最下层，分两个层次：草本层和苔藓层。 

死地被物层：林地上的枯枝落叶层。腐殖质和肥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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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分的结构 

4.层外植物 

定义：林内没有固定层次的植物成分。例如藤本植物、附生植物、寄生植物

以及土壤中的细菌、真菌、藻类等。层外植物在亚热带、热带林内，比在高

纬度或高山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林内发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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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分的特征 

1.树种组成 

定义：指林分中乔木树种所占比例，以十分法表示。 

十分法：各树种组成系数之和等于“10”。由树种名称及相应的组成系数写成

组成式，就可以将林分的树种组成明确表达出来。如果某一树种的蓄积量不

足林分总蓄积量的5%，但大于2%时，则在组成式中用“+”表示；如果某一树

种的蓄积量少于林分总蓄积量的2%，则在组成式中用“-”表示。 

单纯林：由一个树种组成的林分； 

混交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树种组成的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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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分的特征 

2.林相 

定义：乔木林林冠的层次状况，称为林相。 

单层林：林冠集中在一个层次的林分； 

复层林：林冠分为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林分； 

连层林：林冠层次不清，上下连接构成垂直郁闭的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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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分的特征 

3.林龄 

定义：林分的年龄，按龄级划分。 

龄级：是对树木年龄的分级，用罗马数字表示，如Ⅰ、Ⅱ、Ⅲ…… 

（1）慢生树种以20年为一个龄级，如云杉、红松等； 

（2）生长速度中等的树种以10年为一个龄级，如白桦等； 

（3）生长较快的树种以5年为一个龄级，如杉木、杨树等； 

（4）生长很快的树种以2-3年为一个龄级，如桉树等。 

同龄林：林木年龄相差不超过一个龄级的林分。 

异龄林：林木年龄相差在一个龄级以上的林分，如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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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分的特征 

4.疏密度、密度、郁闭度 

①疏密度：林分的疏密程度，说明林木对空间利用的程度。疏密度用每公顷

蓄积（或断面积）与相同条件下的“标准林分”（当地同一优势树种最大蓄积

量的林分）的蓄积量或断面积之比来表示。 

②郁闭度：林冠相互衔接的程度。以林冠在林地投影所占面积与林地总面积

之比的十分法表示。0.1-0.2郁闭度为疏林地。 

③密度：每公顷林地上林木的株数。密度直接影响未来森林的形成速度和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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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分的特征 

5.林型 

定义：林型是对林分的分类，是根据一系列的综合特征确定的。 

6.地位级和立地指数 

地位级：适地适树程度的标志，是某立地对某树种的生产力指标。 

立地指数：指林分在基准年龄高峰时的优势木高，基准年龄指林分优势高生

长达到最高峰或趋于稳定时期的年龄。 

7.林分起源 

定义：一般指林分的繁殖方式。包括实生林和无性繁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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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环境 

定义：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这些要素

也称为生态因子。生态因子综合在一起构成的生境，林学上称为立地条件或

立地。 

各种生态因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气候因子：光、温度、水分、空气、雷电等； 

土壤因子：土壤有机和无机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土壤微生物等； 

生物因子：包括植物和动物因子； 

地形因子：山岳、高原、平原、洼地、坡向、坡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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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环境 

1.光因子（太阳辐射） 

喜光树种：全光照或强光照，不耐荫，如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杨属等； 

耐阴树种：耐荫、弱光。如云杉、冷杉、紫杉、红豆杉等； 

中性树种：对光照的要求介于喜光树种和耐阴树种之间。如红松、椴树、杉

木、毛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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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环境 

2.温度因子 

有效积温计算公式： 

             K=（X-X0）Y 

式中，K——有效积温； 

           X——平均温度； 

           X0——生物学零度（下限温度）； 

           Y——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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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环境 

3.水分因子 

年降水量在400mm以上的地区一般才有森林分布。依据树种对水分适应的

不同，可以区分为旱生树种、湿生树种、中生树种3种。 

4.大气因子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林木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物质。森林通过光合作用释放

出氧气，吸附灰尘，对空气具有净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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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环境 

5.土壤因子 

矿物质、有机质、水分、空气的比例决定着土壤性状和肥力。 

根据矿物颗粒大小，形成土壤质地不同，土壤分为砂土、黏土和壤土。 

林地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土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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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环境 

6.地形因子 

包括海拔、坡度、坡向和坡位等。森林植物分布和生长随海拔的变化呈规律

性变化。南北坡的差异导致温度的差异，从而导致树种分布界限的限制； 

坡位分为山脊、中坡和下坡3部分。 

7.生物因子 

森林植物之间的直接作用：共生、寄生、附生等； 

间接作用：环境之间的接触影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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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群落 

1.森林更新 

定义：幼苗幼树发生，新林代替老林。 

分为：①人工更新；②天然更新。 

2.森林演替 

定义：一个地段上，一种森林被另一种森林所代替的过程。 

分为：①原生演替；②水生演替；③次生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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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生态系统 

1.概念 

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

通过物质交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称为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

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整体，称为生态系统。 

2.森林生态系统组成与结构 

由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组成。 

依据功能不同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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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生态系统 

3.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中能量的5种存在形式：①辐射能；②化学能；③机械能；④电能；

⑤生物能。 

能量以光能状态进入生态系统，在各营养级间传递效率为10%-20%，其他能

量通过呼吸作用以热的形式散失。 

4.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物质的流动是循环式的，各种物质都能以可被植物利用的形式重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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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生态系统 

5.生态平衡 

定义：指一个生态系统在特定的时间内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其结构和功能

相对稳定，物质与能力输入输出接近平衡。 

当外来干扰超越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初状态的现象称为

生态失调，或生态平衡的破坏。发生的原因有：①生物种类成分的改变；②

森林和环境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