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基础知识·核心知识点备考手册 

  林业常识 

  一、森林生态 

  森林资源：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 

  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 

  林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无立木林地、宜林荒

山荒地和辅助生产林地。 

  有林地：包括乔木林地和竹林地。 

  1、乔木林地：乔木是指具有明显直立的主干，通常高在 3 米以上，又可按高度不同分

为大乔木、中乔木和小乔木。由郁闭度 0.2 以上（含 0.2）的乔木树种（含乔木经济树种）

组成的片林或林带，连续面积大于 1 亩的林地称为乔木林地。 

  2、竹林地：由胸径 2 厘米（含 2 厘米）以上的竹类植物构成，郁闭度 0.2 以上的林地。 

  疏林地：由乔木树种组成，郁闭度 0.10～0.19 的林地及人工造林 3 年、飞播造林 5 年

后，保存株数达到合理株数的 41%～79%的林地；或低于有林地划分的株数标准，但达到该

标准株数 40%以上的天然起源的林地。 

  灌木林地：灌木是指不具主干，由地面分出多数枝条，或虽具主干而其高度不超过 3

米。由灌木树种（含经济灌木树种）或因生境恶劣矮化成灌木型的乔木树种以及胸径小于 2

厘米的小杂竹丛组成的称灌木林地。灌木林地又分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和其他灌木林地；

国家特规灌木林地是指乔木生长线以上的灌木林地、林种为经济林的灌木林地和岩石裸露

40%以上、石漠化或红色荒漠化严重、专为防护作用的灌木林地；其他灌木林地是指国家特

别规定以外的灌木林地。 

  未成林造林地：包括人工造林（3 年内）未成林地和封育（5 年内）未成林地。 

  苗圃地：固定的林木花卉、育苗用地。 

  无立木林地：包括采伐迹地、火烧迹地和其他无立木林地。 

  宜林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为林地的土地。包括宜林荒山荒地、宜林沙荒地、其

他宜林地。 

  辅助生产林地：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与配套设施用地。 

  林木：生长在林内达到林冠层的乔木树种。林木的树干比孤立木通直、高大，能产生圆

满度较好的原木，它是构成森林产量的主体，是经营和利用森林的主要对象。 

  森林分类：森林分为以下 5 类： 

  (1)防护林：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

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 

  (2)用材林：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 

  (3)经济林：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林

木； 

  (4)薪炭林：以生产燃料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5)特种用途林：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试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国防

林、实验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

森林。 

  森林起源：亦称林分起源或林分成因。指森林形成的方式，也就是森林的繁殖方式。具

体分为两种情况：①林分最初形成时的起源。因起源于天然繁殖或人工种植，有天然林与人

工林之分。②林木的形成，由于繁殖方法的不同，可将森林起源分为实生林和无性繁殖林两

类。 

  人工林：由人工播种、栽植或扦插而形成的森林。 

  天然林：由天然下种或萌芽而形成的森林。 

  原始森林：从来未经人工采伐和培育的天然森林。 

  次生林：是指原始森林或人工林经过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破坏之后，未经人为的合理经

营，而借助自然的力量恢复起来的一类森林。 

  植被：各种各样的植物成群生长，种类聚集，群落交织，就像绿色的绣花被一样把大地

紧紧包裹起来，这一层生气蓬勃、千变万化的植物覆盖层，就叫做植被。 

  植物群落：植被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拼凑，而是在一定地段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由一定的

植物种类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规律的组合。每一个这样的组合单位，就叫做一个植物群

落。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指多种不同的动植物群落类型、数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森

林是陆地上生物最多样、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是动植物和微生物的自然综合体，所以保护森

林就是直接和间接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

资源数量与质量状况的总称。生态环境亦可简称环境。 

  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是指运用生态系统原理，根据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

规模的生态建设任务，模拟设计最优化的人工生态系统，按模型进行生产，以取得预期的最

佳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是指从国土整治的全局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维持和再

造良性生态环境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为目的，在一个地域或跨越一个

地区范围内，建设有重大意义的防护林体系、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项目，并管护

好现有的森林资源。 

  林分：内部特征大体一致，而与临近地段又有明显区别的一片林子。一个林区的森林，

可以根据树种组成、森林起源、林相、林龄、疏密度、地位级及其他因子的不同，划分成不

同的林分。 

  立木：包含两层意思：①形成森林主要部分的树木的总和；②林地上未伐倒的生活着的

树木。 

  树种组成：指森林中的林木是由哪些树种所组成的。 

  优势树种：在一个林分内，数量最多的（一般指蓄积量所占的比例最大）的树种。 

  先锋树种：能在荒山瘠薄地等立地条件差的地方最先自然生长成林的树种。如马尾松、

油松、枫香、沙棘等。 

  纯林：由同一树种组成的林分叫做纯林。 

  混交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树种组成的林分叫做混交林。 

  林相：有两种含义：①森林的外形，指林冠的层次，有单层林和复层林之分。②森林的

林木品质和健康状况。林木价值高，生长旺盛称为林相优良，反之称为不良。 

  郁闭度：森林中乔木树冠彼此相接而遮蔽地面的程度。用十分法表示，以完全覆盖地面

的程度为 1，分为十个等级，依次为 1.0 0.9 0.8……0.1。 



  林龄：指林分与林木的年龄结构，可分为同龄林和异龄林。林分内所有林木年龄完全相

同，这种林分称为同龄林。如林分内林木之间的年龄相差不超过一个龄级的称为相对同龄林。

林木年龄相差一个龄级以上的森林，叫做异龄林。 

  龄级：为简化森林年龄统计而划定的林分年龄级。一般慢生树种以 20 年为一个龄级，

比较速生的树种和中生树种以 10 年为一个龄级，速生树种 5 年为一个龄级。 

  龄组：对林木生长发育时期的年龄分组。有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

之分。 

  幼龄林：指林分完全郁闭前的时期。 

  中龄林：林冠郁闭后至林分成熟前的时期。 

  成熟林：林木在生物学及工艺方面都已进入成熟，直径生长已非常缓慢或基本停止。 

  过熟林：自然稀疏已基本结束，林木生长停止，开始心腐，病虫害侵染，部分立木由于

生理衰退而枯立腐朽，林分经济价值和有益效能开始不断下降。 

  蓄积量：是指一定面积森林（包括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和枯立木

林分）中，生长着的林木总材积（用立方米表示）。主要是指树干的材积。 

  出材量与出材率：出材量是指实际采伐林分中生产的原条、原木、小规格材和薪材的数

量。不包括枝桠、树皮、伐根等。出材率是指出材量与采伐蓄积量的比率。它是反映森林资

源利用的重要指标，出材率高，表明林木资源利用好；反之，说明利用差。 

  总生长量：指树木自生长开始至调查时整个时间内的生长总量。 

  森林覆盖率：是指全国或一个地区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它等于：(有林地面

积+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面积)÷土地总面积×100%得出的数称森林覆盖率。 

  林木绿化率：林木绿化率是指(有林地面积+灌木林地面积+四旁树占地面积)÷土地总面

积×100%。 

  二、造林绿化 

  人工造林：用人工进行植苗、播种等方法营造森林的工作。 

  四旁绿化：指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植树。 

  立地条件：是指造林地作用于森林植物的地形地势和气候、土壤等环境因子的综合。 

  适地适树：就是要使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造林地条件相适应，以充分发挥其生产潜

力，使一定的营林地段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达到较好的生产水平。 

  全面整地：全面翻耕整理造林地，彻底清除杂草、灌木。 

  撩壕整地：又叫抽槽或沟带整地。是沿等高线从下而上开挖沟槽，把心土堆在下坡，筑

成土梗的一种整地方式。 

  带状整地：在所整地带之间保留一定宽度的生草带，以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的整地方式。 

  块状整地：在种植点小块开垦，块与块的距离依造林的株行距而定。 

  植苗造林：栽植苗木使它生长成林的造林方法。是目前林业生产上最常用的造林方法。 

  初植密度：也叫栽植密度。是指人工造林和迹地更新时单位面积上最初栽植的株数。 

  直播造林：是将种子直接播于造林地上，使其发芽生长成林的一种造林方法。 

  封山育林（封育）：指对具有天然下种或萌蘖能力的疏林、无立木林地、宜林地、灌丛

实施封禁，保护植物的自然繁殖生长，并辅以人工促进手段，促使恢复形成森林或灌草植被；

以及对低质、低效有林地、灌木林地进行封禁，并辅以人工促进经营改造措施，以提高森林

质量的一项技术措施。 

  丘陵：没有明显的脉络，起伏较小，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 200 米。 

  山地：地势相对高起，表面起伏很大的地区。 



  低山：海拔绝对高度 500～1000 米，相对高度 200～500 米的山地。 

  中山：海拔绝对高度 1000～2000 米，相对高度 500～1000 米的山地。 

  高山：海拔绝对高度 2000 米以上，相对高度 1000 米以上的山地。 

  黄壤：在热带和亚热带湿润气候、常绿阔叶林作用下发育而成的土壤。土壤中富含铁的

氧化物，故呈黄色或鲜黄色。土质粘重，酸性大，含有效磷少。 

  红壤：在暖湿气候和常绿阔叶林作用下发育而成的土壤。土中铁铝丰富呈红色，土层中

常有红、棕、黄、白交织的网纹。一般酸性强，有效磷少，剖面深厚。 

  紫色土：在紫色砂页岩上发育起来的土壤。这种土壤的母质很容易风化，含矿质养分较

多，土层疏松，但易遭水土流失，土层浅薄。 

  石灰性土壤：含有碳酸钙或碳酸氢钙等石灰性物质的土壤。呈中性到碱性反应，含矿物

质养分丰富，但对磷酸的固定作用较强。主要分布在半干旱和干旱地区。石灰性强的土壤在

剖面中下部常形成石灰结核，石灰磬层等石灰集聚层。 

  石漠化：指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背景下，受人为

活动干扰，使地表植被受破坏，造成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石砾堆积的土地退化

现象。它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石漠化土地：指基岩裸露度或石砾含量≥30％，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土地。①植被

综合盖度＜50％的有林地、灌木林地；②植被综合盖度＜70％的牧草地；③未成林造林地、

疏林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未利用地；④非梯土化旱地。 

  造林质量管理“八率”：指造林面积核实率、造林质量合格率、良种使用率、作业设计率、

幼林抚育率、林木管护率、检查验收率、资料建档率。目前要求造林质量管理“八率”均为 100％。 

  ①面积核实率＝（∑调查小班的核实面积/∑调查小班的上报面积）×100％ 

  ②造林质量合格率＝（∑调查合格小班面积/∑调查小班上报面积）×100％ 

  ③良种使用率＝（∑调查造林使用良种的小班面积/∑调查造林小班面积）×100％ 

  ④作业设计率＝（∑调查有作业设计的小班面积/∑调查小班面积）×100％ 

  ⑤幼林抚育率＝（∑调查抚育合格小班面积/∑调查小班面积）×100％ 

  ⑥林木管护率＝（∑调查有管护措施的小班面积/∑调查小班面积）×100％ 

  ⑦检查验收率＝（∑调查检查验收的小班面积/∑调查小班面积）×100％ 

  ⑧资料建档率＝（∑调查建档的小班面积/∑调查小班面积）×100％ 

  母树和母树林：供采种的树叫做母树。很多母树生长在一起就叫做母树林。 

  优良母树：指具有优良遗传品质的林木个体。 

  优质种源：生长旺盛，干直、枝小和冠形紧凑、无病虫害的优势木，其比例占 75％以

上的母树林称为优质种源。 

  林木种子园：是用有性法或无性法繁殖人工精选的个体或综合育种法培育的新品种的植

株而建立起来的林木良种繁育场。 

  采穗圃：对于容易扦插繁殖的树种，用被选优树的种条（插穗）建立的采穗圃，作为往

后常年采穗造林之用，它相当于种子园，只不过种条代替了种子。 

  三、保护管理 

  主伐：在成熟林中以取得木材收获为主要目的的采伐。 

  抚育采伐：根据森林生长和发育的规律，在不同龄期，伐除部分林木，为保留的林木创

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更好地发挥其有益的效能。 

  更新采伐：在森林的有益效能开始减退时所进行的一种采伐，这种采伐以不降低森林有

益效能为前提，以保护防护效能和特种作用持续稳定的发挥。 



  皆伐：整个林分一次伐除，通过人工植树或天然下种（自临近林分或伐倒的树木）达到

更新目的。 

  择伐：把林分中部分适合和应该采伐的林木进行采伐的方式，主要用于复层异龄林。 

  渐伐：把成熟林分的林木在一个龄级期内分两次或数次伐除。 

  疏伐：在林木向高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所进行的抚育方式。伐去过密的树木中品质较差的

植株而保留较好的植株，以使林木形成良好的干形，并促进生长。 

  生长伐：在林木生长最旺盛时期一直到主伐前一个龄级的阶段内所进行的抚育方式。目

的是使林木得到更多营养空间以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木材产量和质量。 

  卫生伐：为除去森林中不健康的植株而进行的抚育方式。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清查）：即国家森林资源调查。在国家林业局组织下实施，

复查间距期为 5 年。其目的是通过查清全国或省、自治区的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及其消长变

化情况，为制定全国林业方针、政策，制定全国和各省区及大林区的各种林业计划、规划和

预测资源发展趋势提供科学依据。这类调查以省、市、区或大林区为单位进行。 

  二类森林资源清查：亦称森林经理调查。此类调查是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一部署，由省

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地州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在林业生产单位内进行。复查间

距为 10 年。其目的是为林业基层单位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及动态，分析检查经营活动效果，

编制或修订森林经营方案及有关规划提供依据。这类调查的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要落实到小

班，其准确度优于一类调查。 

  三类调查：即作业设计调查。是林业基层生产单位为满足伐区设计、造林设计和抚育采

伐设计而进行的调查。 

  森林抽样调查：对一定范围内的森林，应用数理统计学原理抽出部分样地进行调查，根

据样地调查结果推算该范围内全部森林的数量和质量的方法。 

  森林区划：为了便于森林调查和开展营林活动，按一定经营规模将林区划分成不同森林

经营管理单位的工作。 

  林班：一种永久性的林地区划，为便于经营管理，把林地划分为许多林班。因经营集约

度的高低不同，林班的平均面积不一，由几十公顷到几百公顷不等。其界线或用人工伐开，

或利用山脊、河流、道路等自然地形线而形成。用号码或地名命名。 

  小班：是指在森林调查规划设计时将森林按不同的权属、土地类别、起源、森林类别、

林种、优势树种组、龄组、郁闭度等级、立地类型、经济林产期（经营集约度等级）和林业

工程类别等划成不同的小区，每个小区称为小班。小班是森林区划的最小单位。 

  小班调查：在小班范围内进行的测树因子、土壤植被、地形地势等调查项目。 

  标准地：用代表选样或随机、机械选样选取一定面积的林地作为调查样本，称为标准地。 

  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危害森林、林木和林木种苗正常生长并造成经济损失的病、虫、杂

草等有害生物（由于“森林病虫害”不能包括可对林业造成危害的杂草、软体动物、脊柱动物

和其他植物，近年来改称为“林业有害生物”）。 

  林业外来有害生物：是指原产于国（境）外，传入我国后已经危害森林、林木和林木种

苗正常生长并造成经济损失的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在我国境内局部地区发生，危险性大，能随森林植物及其产

品传播，经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发布禁止传播的有害生物。 

  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局部地区或国内其他地区局

部发生，危险性大，能随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传播，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发布禁止在本辖区内

传播的有害生物。 

  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是指依法必须经过检疫才允许调运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

也包括根据疫情应实施检疫检验和除害处理的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土壤等。 



  产地检疫：是指国内调运、邮寄或出口的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在原产地进行

的检疫调查、除害处理并得出检疫结果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防止林业检疫性有害生

物传出的措施。 

  调运检疫：是指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在调出原产地之前、运输途中及到达新的种植或使用

地点之后，根据国家或地方政府颁布的森检法规，由法定的专门机构，对应施检疫的森林植

物及其产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检疫检验和除害处理措施。根据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调运的方向，

可将调运检疫分为调出检疫和调入检疫两部分。 

  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是指那些为害严重、防治困难、能够给林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的有害生物。全国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名单由国家林业局发布。本省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

名单由省林业厅发布。 

  疫区：是指根据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依照森林植物检疫（简称“森检”）法

规，按照法定程序划定，并且采取相应检疫措施的地区。疫区的划定，由省林业厅提出，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林业局备案。 

  野生保护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

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我国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有 4 大类：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

为两级，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②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即

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前称三级保护野生动物）。③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④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中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 

  野生保护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野生保护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又分为国

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即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前称三

级保护野生植物）。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

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

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含

省、县级自然保护区）。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要求在 15 万亩以上、省级自然保护区

在 10 万亩以上、县级自然保护区在 3 万亩以上。 

  自然保护小区：是指对有典型性的森林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环境、珍稀动物繁殖栖息地、

珍稀植物生长繁衍地规划面积在 2000 公顷以内，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森林防火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五条标准：一是各级组织机构落实，特别

是市、县、乡三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机构健全稳定，人员高效精干。二是责任到人，各级地

方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长是本地区森林防火的第一责任人，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都要划分森

林防火责任区，签订责任状，并经常深入责任区督促检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森林防

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林业发展总体规划。四是森林

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纳入地方财政算。五是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有关领导及时深入现场组织

指挥扑救。 

  森林火险天气等级 

  森林火险 

  天气等级 危险程度 燃烧程度 蔓延程度 

  一 没有危险 不燃烧 不蔓延 

  二 低度危险 难燃烧 难蔓延 

  三 中度危险 能燃烧 能蔓延 

  四 高度危险 易燃烧 易蔓延 

  五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①实行“打早、打小、打了”的原则。 

  ②实行保护人身安全第一的原则。 

  ③统筹兼顾，牺牲局部，保存全局的原则。 

  ④要积极扑救，不要消极防守的原则。 

  ⑤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原则。 

  ⑥捕捉有利战机的原则。 

  ⑦讲究经济效益的原则。 

  森林火灾分类： 

  ①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 1 公顷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 

  ②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上不足 100 公顷的； 

  ③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 公顷以上不足 1000 公顷的； 

④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 公顷以上的。



 

 

<<<详情扫码咨询 

华图客服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