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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 树线以上、 永久雪线以下的山地生态系统通常被定义为高山生命带，
这一区域的环境特征明显而独特， 尽管恶劣的环境因子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但仍然生存着大
量的植物。 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有 ８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种高等植物， 约占已知高等植物的 ４％。 植物的繁殖器
官较营养器官更能积累大量的热能， 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高山植物在较短的生长期内完成繁殖。 但
是， 由于高山生态系统的低温环境不利于植物繁殖器官的发育和传粉过程， 因此改善花内或花序温
度的结构对植物的繁殖具有积极的意义。
照片示： 部分代表性高山植物。 １． 细叶亚菊； ２． 露蕊乌头； ３． 矮火绒草； ４． 微孔草； ５． 祁连獐牙
菜； ６． 喉毛花； ７． 麻花艽； ８． 紫菀； ９． 珠芽蓼。 （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８１９ ～ ８２５ 页张国鹏等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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