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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讲 植物生态学发展简史回顾
摘要：通过回顾植物生态学发展的简要历史，将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知
识以及研究方法，依照时间的主线串联起来。考虑到其中的部分内容在后续章节
中会详细展开，我们点到为止。冀望读者在阅读此章节的基础上，能够对生态学
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科学史本身是一门大学问，此处抛砖引玉，希望激起读者进
一步的挖掘兴趣。

用一讲课的篇幅，回顾庞杂繁硕的学科，是颇为幼稚的想法。虑及学科简史
的认识，对读者深入了解学科本身，大有裨益。笔者甘愿“先吃这个螃蟹”，被
笑幼稚就由他去吧。

1. 植物生态学成为一门学科

Allee 等人[1949]提出的“自觉的生态学”（Self-conscious ecology）
，可以作
为判断生态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参考。新的概念、科学问题以及理论框架，
是一门学科不可或缺的部分。1866 年 Mendel Haeckel 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
的概念，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生态学尚不足以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生态学家也没
有从生物学家中分离出来，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队伍。直到 Eugenius Warming 和
Andreas Schimper 的出现，一切才发生了质的变化。Warming 写了一本书，原版
是丹麦文字，紧接着出版了德文，1909 年又发行了英文版，由牛津的 Clarendon
出 版 社 出 版 ， 书 名 “ Oecology of pl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lant-community”。这本著作是目前所能检索到的最早的一本生态学教科书。在
Warming 的年代，对生态学的认识，观点纷纭。有人认为生态学是博物学的一部
分，专门研究自然史（Nature history）
。也有人认为生态学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那部分人，直接将生态学和进
化论等同起来。Warming 的这本书，对于生态学独立分化为一门学科，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一方面，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对于后来生态学的一些基石式人物的影

2

响非常大，如提出气候演替理论的 Frederic Clements，以及生态系统（Ecosystem）
概念提出人和英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 Arthur Tansley。另一方面，在这本教材的
推动下，从事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家，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并且成立了相应的学
会，出版发行了专业刊物。Arnold G. van der Valk 直截了当的说，Warming 成功
的把植物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物地理学引入到植物地理的
研 究 中 ， 从 而 造 就 了 植 物 生 态 学 [van der Valk et al., 2001] 。 Schimper 的
《Pflanzengeographie auf Physiologischer Grundlage》虽然影响面不及 Warming 的
经典教科书，但也在生态学学科独立发展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自觉的生态学”，受自然史和 19 世纪的生理学的影响很深厚。在生态学的
概念提出之前，Justus von Liebig 的最小限制理论已经在农业化学方面应用上取
得了很大的成功。Thomas R. Malthus 研究人口生长模型，提出了 Logistic 生长曲
线。Charles Darwin 出版了《物种起源》
，提出了进化论。地理学家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在植物的地理分布和气候关系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生理学家已
经开始在实验室通过实验的手段，展开生理学的研究工作。这些都是促成生态学
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也将烙印刻画在了生态学的学科上。有些教科书将生
态学定义为探索生物分布及其原因的科学，是受到了 Humboldt 的影响。

2. 植物生态学的黄金年代

植物生态学的黄金时代，自 Clements 的演替理论算起（1910s），到国际生
物圈计划（International Biosphere Program, IBP）结束（1960-70s），是一个比较
合理的划分。目前植物生态学核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比如
植物演替理论（Plant succession theory）、自疏定律（Self-thinning rule）、生态系
统理论（Ecosystem）、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研究方法（Ecosystem production）、
植被分区基础理论、Monsi-Saeki 消光定量、假设验证、群落定量分析、生态系
统定位研究、植物生理生态等等。涌现了一大批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如 F.
Clements，Odum 兄弟，依田恭二，Robert MacArthur，A. Tansley，John Harper，
Paul Jarvis，Dwight Billings，Otto Lange，Ralph Slatyer，Robert Whittaker 等。
同期，我国的植物生态学也有较大的进展，比如殷宏章对群体代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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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侗在光合作用瞬时效应的研究、侯学煜的生态区划和大农业、黄秉维的水热
平衡实验研究等。

3. 新时代的植物生态学

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是植物生态学的新时代。生态学研究的长期定位化、全
球化和生态系统控制实验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The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是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1980
年启动的长期研究计划。网络在设计是充分考虑了地理跨度和生态系统类型的多
样性，虽然目前一共仅 26 个站点，但是仍旧囊括了森林、草地、湿地和城市等
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目前欧洲、日本以及我国也在积极推动类似的长期研究网
络建设，这将是生态学从“游击战”转向“正规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植物生态学研究的全球化，一方面受到了通讯便利性的驱动，另外一方面有
许多生态学问题，需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比如全球温暖化。有的甚
至提出将地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展开研究，研究目标极为宏伟。研究工作的全
球化，对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为了研究结果之间
的可比性，研究人员的研究方法可能需要统一和规范化，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共享
也要求研究人员有更开阔的视野。
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表达，从观察监测到控制实验，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新时代的生态学研究中，生态系统尺度的控制实验展开已经初现端倪。大型的
CO2 浓度倍增实验（Free-Air CO2 Enrichment Experiment, FACE）、生态系统增温
实验、森林生态系统穿透雨隔离实验（Throughfall Exclusion Experiment）、施肥
实验、环割实验、森林塔吊等等，已经由欧美蔓延到了亚非，成为新时代植物生
态学研究的一个标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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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田恭二（1982）森林の生態学，东京：築地書館。
Allee WC, Emerson AE, Park O, Park T, Schmidt KP (1949) Principle of animal
ecology. Philadelphia Sau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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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习题（Questions and exercises）
①请举出五位你所知道的植物生态学家以及他们的主要贡献。
②在生态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前，已经形成了哪些思潮，这些思潮怎么影响植物
生态学的学科格局？
③请例举你周围的生态学问题，以及我们应该用何种手段探索这些生态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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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讲 植被和植被气候关系
摘要：植被和气候关系的认识，是植物生态学中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最初的一
个共识。讨论了世界上主要的植被气候分类体系，分析了他们的特点，并且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中国植被区划和中国主要的植被类型。

早在 18 世纪，A. von Humboldt 的老师 Carl Ludwig Willdenow 就发现，在相
似的气候环境下，往往具有相类似的植被（Vegetation）。植被是指特定区域植物
物种的集合，同时包括植物物种所在位置的地面信息。植被不是特指植物分类
（Taxa）、生活型(Life form)、结构、空间延伸或者是某一个植物学或者植物地理
学的特征。也不同于英文中的“flora”，其概念的延伸更加广泛。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常常通过典型优势种（dominant species）或者群落的共同特
征来定义。相同的气候条件下，植被类型具有相似性，暗含着植被和气候之间存
在某种暗含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认识，是我们进行植被区划的基础，也是我们进
一步管理生态系统，更好的为人类服务的前提。
气候决定植被，植被是对气候环境长期适应和进化的结果，是对气候的一种
表征（方精云，1991）。Von Humboldt 进行了气候-植被关系最初的探讨，他们甚
至绘制了世界的等温线图。这种地理学的分析，促成了 Köppen 气候分类体系的
诞生。柯本气候分类体系，以温度和水分为主线，将全球气候类型划分为 5 个主
要的气候带：热带/高温植物气候带（Tropical/megathermal climates）、干旱/半干
旱型气候带（Dry (arid and semiarid) climate）
、温暖带（Temperate/mesothermal
climates）、冷温带（Continental/microthermal climate）和极地带（Polar and alpine
climates）（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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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本其后分类系统(数据来自 wiki 英文版)
World map of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map cited from wiki)

Köppen 气候分类体系是 Wladimir Köppen 最初提出来的，后来经过他本人，
以及著名的气候学家 Rudolf Geiger 多次的改良，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分类体
系。由于这个分类体系，对地理因素的考虑较多，对生物因素考虑比较少，而且
分类指标是以两个直接监测得到的气象因子为主，在整体思路不变的基础上，很
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良方案: thornthwaite 分类系统、Holdridge 生命带系统、吉
良竜夫生态系统分类系统、Walter 生物圈分类系统以及 Budyko 气候分类系统。
针对各气候分类系统的特点，分述如下：

1.Thornthwaite 分类系统

Thornthwaite 分 类 体 系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引 入 了 以 潜 在 蒸 散 （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为核心指标的水平衡。这个分类体系里面，常规的温度因子
并非直接驱动因子，而是整合到了水平衡体系中。根据湿度指数，分类结果是不
同的干湿水平：常年湿润(perhumid), 湿润(humid), 半湿润(moisture subhu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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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半湿润(dry subhumid), 半干旱(semiarid), 干旱(arid)。Charles W. Thornthwaite
是美国人，所以 Thornthwaite 分类体系最初是在美国展开应用（Thornthwaite,
1948）。Thornthwaite 分类体系与 Köppen 分类体系相近，主要是气候分类体系。

美国潜在蒸散的空间分布图 (引自 Thornthwaite 1948)
Map of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of USA (Cited from Thornthwaite 1948)

2. Holdridge 生命带(life zone)分类系统

Holdridge 分类体系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方案。这个方案最开始是应用于
热带气候分类，在干旱地区的应用有一定程度的缺陷。Leslie Holdridge 最早于
1947 年提出这个方案(Holdridge 1947)，随着他对温度和蒸散二者关系认识的深
入 (Holdridge 1959)，于二十年后又提出改进的版本(Holdridge 1967)。这个分类
方案主要依赖于三个维度：生物温度（biotemperature）、降水量(Precipitation)和
潜在蒸散比(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ratio)（图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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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ridge 分类体系中的三个维度以及划分标准(Cited from Wiki)
Holdridge life zone classification scheme (Cited from Wiki)

3. 吉良竜夫生态气候分类系统

吉良竜夫(Kira Tatsuo)受农业区划需求的驱动，提出了温暖指数（warmth
index）和寒冷指数（coldness index），在日本和东亚地区的植被和气候分类中收
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徐文铎 1985；方精云 1995）。后来他还提出了使用湿度指数
来完善分类体系，并且利用标准气象站的监测数据，对世界气候进行了区划，发
表了“世界生态气候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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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温暖指数和寒冷指数的等值线图（引自 Kira 1991）
Isotherms of some important values of warmth index and coldness index in East Asia
(Cited from Kira 1991)

4. Walter 生物圈（Biome）分类体系

Walter 分类体系考虑了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季节性，这是与 Holdridge 以及
Whittaker 分类体系最明显的不同。依据降水和温度这两个指标，综合气候和植
被特征，全球可以划分为 9 种大的生物圈:近赤道（Equatorial）、热带（Tro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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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Subtropical）、地中海气候（Mediterranean）、暖温带（Warm temperate）、
落叶温带（Nemoral）、大陆带（Continental）
、寒带（Boreal）和极地带（Polar）。
Walter 分类体系中另外一个特点是使用气候图解（Walter climate diagram）。
这是 Heinrich Walter 和 Helmut Lieth 共同推动的，由于图解内容丰富，清晰明朗，
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认可度。

亚洲的生态圈分布模式（引自 Walter, 1979）
Zonobiomes of Asia (Adopted from Walter 1979)

5. Budyko 气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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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yko 分类系统强调水热平衡的内在联系（崔启武和孙延俊，1979），提出
以辐射干燥度（Radiative dryness index, RDI）和净辐射（Net radiation）为两个主
要维度的分类体系。辐射干燥度指数是其中最关键的维度，是利用净辐射和降水
量能二者的比值来定义。

地植物分区图解（引自 Budyko 1974）
Diagram of geobotanic zonality (adopted from Budyko 1974)

6. IGBP 植被分类系统

此外，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
IGBP）的分类计划也是在实际应用使用比较高的一个分类体系。这个分类体系
跟遥感数据的结合比较好，利用遥感数据解译即可得到分辨率比较好的植被分
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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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GBP 分类得到的全球植被分类图(数据来自 ORNL DAAC)
IGBP global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cheme (Data source from ORNL DAAC)

7. 植被区划

植被一般可区别为人工植被和自然植被两个大的类别，区划一般是针对自然
植被而言（吴征镒，1980）。自然植被具有三向地带性：经度地带性、纬度地带
新和垂直地带性。植被区划是在一定地段上依据植被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特征等
划分出高、中、低各级植被组合单元。影响植被的主要条件有气候条件（气候带）、
地貌条件（中国地形三级阶梯）、土壤条件、植物区系和人类活动。
中国植被区划的基本单位（Basic unit of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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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区域 (Region)
植被亚区域 (Sub-region)
植被地带 (Zone)
植被亚地带 (Sub-zone)
植被区 (Area/province)
植被亚区 (District)

例子：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
南岭山栲类、蕈树林区
井冈山、于山含蕈树的栲树、马尾松小区

中国植被被划分为八大植被区域：
（I）寒温带针叶林区域、
（II）温带针阔叶
混交林区域、
（III）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
（IV）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V）
热带季雨林和雨林区域、（VI）温带草原区域、（VII）温带荒漠区域和（VIII）
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8. 植被类型

地带性植被又称显域植被，是能够充分反应地区气候特点的植被类型。比如
南寒温带针叶林地带的兴安落叶松林（Larix gmelinii）、温带针阔混交林区域的
阔叶红松混交林（Pinus koraiensis）、暖温带地区以栎林（Quercus）为代表的落
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龙脑香林。
国际上对于植被类型的命名，目前分类和命名规则不完全统一，不同人和地
区分类和命名不同。比如参考 Archibold(1995)，世界植被类型可以概括为：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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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Tropical forest）、热带稀树草原（Tropical savanna）、干旱区域（Arid zone）、
地 中 海 生 态 系 统 区 域 (Mediterranean ecosystems) 、 温 带 森 林 区 域 (Temperate
forest)、温带草原(temperate grasslands)、针叶林区域(Coniferous forests)、极地和
高山植被(Polar and high mountain tundra)、陆生湿地(Terrestrial wetland)、淡水生
态 系 统 (Freshwater ecosystem) 、 海 岸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 Coastal and marine
ecosystems）。
单纯从森林的角度来看，参考世界的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需要特别
注意以下四种主要的植被类型：
①热带森林（Tropical forest）。热带雨林的代表性类型有海南岛的山地雨林、西
双版纳的热带季节雨林。其外，还有一部分的热带季雨林和山地季风常绿阔叶林，
这些季风常绿阔叶林存在于热带区域，但是在物种组成和区系方面与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更接近。典型的定位研究站包括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森林定位研究站和西双
版纳热带森林定位研究站。
②亚热带常绿阔叶林（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是我国的重点植被类型，占了很大的国土比重。并且，世界上其他地区该区域
多因副热带高压而分布着干旱半干旱植被，受青藏高原影响，我国在该区域森林
十分发育，堪称“亚热带沙漠上的绿洲”，十分具有独特性。因跨度大，亚热带
在纬向上又被划分为南、中、北三个亚带，在经向上分东部和西部。贵州的梵净
山、云南的哀牢山、福建的武夷山、湖北的神农架等是典型的亚热带植被。亚热
带森林的定位站有鼎湖山站、会同站、千烟州站、哀牢山站、神农架站、天童山
站等。
③温带森林(temperate forest)。美国的温带森林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我国温带森
林的比较要比亚热带森林轻。主要包括小兴安岭、长白山的温带林和华北的暖温
带林。定位站包括帽儿山站、北京森林站、长白山站等。
④北方针叶林（Boreal forest）。北方森林在我国所占的比重非常低，主要是指内
蒙古大兴安岭的一些兴安落叶松林。这种森林类型是西伯利亚森林向南的延续。
典型的定位站有大兴安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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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习题（Questions and exercises）
①主要的植被气候分类系统及其特点。
②中国植被分区的基本单位？举例说明。
③我国有哪些典型的森林植被类型，他们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哪里，有哪些典型的
树种，已经布局了哪些研究定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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