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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关于PROJECT LEARNING TREE

Project Learning Tree®（PLT）是一项屡获殊荣的
环境教育计划，专为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家长
和社区领导人与从幼儿到12年级的青年人一起工作
而设计。

40多年来，PLT为教育工作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发
展、实践活动和多学科补充课程，可轻松将其整合
到各个年级和学科领域的教案中，帮助教授青年人
有关树木、森林和环境的知识。

Project Learning Tree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
知识和对环境的认识，培养他们的技能和能力，做
出明智的决策，并鼓励他们为保护环境和需要环境
支持的生活质量承担个人责任。想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plt.org。

The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Inc.是代表未
来森林的可持续发展领导者。PLT是SFI的一项计
划。通过PLT和其他计划，SFI支持让青年在户外和
大自然中活跃起来，鼓励他们成为环境管理者和未
来的森林领导者，并向他们介绍绿色职业。想了解
更多请访问www.sfiprogram.org。

PLT的专业发展包括精心设计的面对面研讨会、在
线课程或针对特定年级、主题和教学情况而定制的
综合培训。每年有20000多名教育工作者参加PLT
研讨会，学习如何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到
教学中，并接受在城市、郊区和农村环境中进行户
外教学。

PLT的教学材料包括一整套根据年级设计的课程计
划和单元，这些教学计划和单元非常实用，可培养
动手能力而且有趣，符合州和国家学术标准，包括
《公共核心》和《下一代科学标准》（ NGSS）。 
PLT活动教会孩子们如何思考——不是思考能力——
而是思考复杂的环境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PLT的GreenSchools计划鼓励学生应用STEM（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和调查技能，使他们的学
校更加绿色健康。

PLT的GreenWorks!拨款支持学生主导的行动项目。
学生们通过学习了解到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因为他
们有权进行改变，并掌控可以改善学校或社区环境
方面的项目。

PLT的网络为教育工作者提供量身定制的专业发
展，是针对PLT的教育材料的特定状态补充，以解
决当地的环境以及个性化的协助问题，以便将环境
教育和户外学习融入你的课堂，包括与指导教师、
社区成员和自然资源专业人员建立联系。

有关详情，请联系你所在州的PLT协调员获取当地
资源和支持，访问www.plt.org。

关于TEACHING WITH i-TREE

Project Learning Tree的Teaching with i-Tree单元包
括三项动手活动，帮助初中生和高中生发现和分析
树木提供的许多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活动可以用于
正式的课堂环境或非正式团体中，如童子军，参加
课外项目的学生，以及参观自然中心和公园的非正
式团体。此外，学生可以与家人分享他们学到的知
识，以评估家附近的树木。

当他们完成活动时，学生将应用STEM技能学习以
下内容：

· 树的价值

· 如何识别树木

· 如何测量和评估树木的健康状况

· 如何使用i-Tree Design工具计算树木提供的收益
的经济价值

· 如何分析和解读他们的发现

· 如何使用i-Tree工具制定计划，改善树木在学校
场地或社区中提供的环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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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包括使用i-Tree Design软件，该软件是由
美国林务局及其合作伙伴开发的最先进的免费在线
工具（https://design.itreetools.org/）。通过使用
i-Tree软件，学生实际上可以量化单棵树和多棵树
所提供效益的经济价值。

这有助于他们了解树木在温室气体减排、空气质量
改善和雨水拦截方面提供的效益。为了拓展这一课
程，他们将绘制建筑物的碳足迹并实际“种植”一
棵树，然后计算其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一旦学生收集并分析了他们的数据，就可以使用这
些信息来执行服务学习项目，例如通过策略性种植
树木来减少能源使用，向其他人介绍关于树木提供
的生态系统服务或帮助学校节省资金。在最后的活
动中，学生将把在扮演土地管理者时学到的东西应
用到学习中。

活动
Teaching with i-Tree单元中的活动旨在促成学习者
从意识和知识转移到挑战和行动上。该单元包括以
下活动：

活动1：树的效益和认同	
学生们意识到我们从树上获得的许多产品，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依赖树木以及树木为社区和环
境提供的价值。他们还会了解识别中会用到的树
木的特征，使用指南和免费移动应用程序来练
习识别树木。最后，向学生介绍i-Tree效益计算
器：i-Tree Design。

活动2：树的价值	
学生在参与实地研究时，会识别、测量和评估树
木的健康状况。他们使用i-Tree Design工具来计
算树木的经济价值和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学生
使用他们收集的信息来创建研究地点的生态系统
服务指南。他们制定树木改良行动计划，并在可
行的情况下实施部分或全部计划。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学生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扮演土地管理者的角
色时应用他们在前两项活动中学习到的知识。学
生还可以获得传播和展示科学信息的技能。

相关的PLT活动  

Project Learning Tree（PLT）具有各种课程材料，
能用来丰富Teaching with i-Tree单元。以下PLT环
境教育印刷指南和在线单元支持并拓展本单元的学
习：

· PLT碳与气候：适合6-8年级的在线单元，配有
专业培养内容

· PLT辅助模块：探索环境问题：关注森林；全球
连接：世界的森林；探索环境问题：我们居住的
地方   

· PLT绿色学校调查：学校现场调查

· PLT PreK-8环境教育指南

查看支持它的特定PLT活动列表后的各项活动。
有关如何获取PLT课程材料以及联系你的州PLT
协调员的信息，请访问Project Learning Tree网
站：www.plt.org。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e-unit/carbon-and-climate/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offerings/high-school/
https://www.plt.org/greenschools/student-investigations/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environmental-education-activity-guide/
https://www.plt.org/


3Project Learning Tree  •  使用i-Tree教学  •  ©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Inc.  •  plt.org

下一代科学	
标准（NGSS）  
本单元处理《下一代科学标准》中的下列主题。

ESS：地球和空间科学  用i-Tree活动进行教学
初中
ESS3-3. 应用科学原理设计监测和减少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法。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初中 

ESS3-3. 创建计算模拟来说明自然资源管理，人类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SS3-4. 评估或改进一个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影响的技术解决方案。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SS：生命科学  用i-Tree活动进行教学
初中
LS2-3. 建立一个模型来描述生态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部分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LS2-5. 评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竞争的设计解决方案。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高中 

LS2-4. 使用数学展示来支持生态系统中有机体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学说。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LS2-7. 设计、评估和改进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解决方案。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TS：科学应用、技术和工程 用i-Tree活动进行教学
初中 

ETS1-1. 充分精确地制定设计问题的标准和限制，以确保解决方案的成功，同时考虑相关科学
原理以及可能会限制可能的解决方案对人和自然环境的潜在影响。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TS1-2. 使用系统化流程评估相互竞争的设计解决方案，以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满足问
题的标准和限制。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TS1-3. 分析测试数据以确定几种设计方案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确定每种方案的最佳特
征。这些特征可以组合成新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满足成功标准。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高中 

ETS1-1. 分析一个重大的全球性挑战，为解决社会需求的解决方案确定定性和定量的标准和限
制。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TS1-2. 通过将问题分解为更小、更易于管理、可以通过工程解决的问题来设计解决复杂现实
世界问题的方案。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TS1-3. 根据优先考虑的标准和折衷考虑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解决
了一系列约束条件，包括成本、安全性、可靠性和美观性，以及可能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
响。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ETS1-4. 使用计算机模拟来对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的影响进行建模，过程要
按照与该问题相关的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交互上的许多标准和限制来进行。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有关《下一代科学标准》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nextgenscience.org/

初中和高中



4Project Learning Tree  •  使用i-Tree教学  •  ©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Inc.  •  plt.org

共同核心英语	
语言艺术学科标准 
本单元讨论了历史/社会科学、科学和技术科目扫盲部分里的下列共同核心标准。

科学与技术科目扫盲读写标准（RST） 用i-Tree活动进行教学
关键的想法和细节
RST 3. 引用特定的文本证据来支持科学和技术文本的分析。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工艺和结构
RST 4. 确定符号、关键术语以及特定科学或技术背景下使用的其他领域特定词汇和短语的含
义。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知识与理念的整合
RST 7. 将用文字表达的定量或技术信息与视觉表达的信息版本在文本中相整合。 活动2-树的价值

活动3-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为历史/社会研究、科学和技术科目（WHST）编写扫盲标准 用i-Tree活动进行教学
文本类型和目的
WHST 2. 撰写内容丰富的/解释性的文字，包括历史事件的叙述、科学程序/实验或技术过程。 活动2-树的价值
制作和写作的分配
WHST 4. 制作清晰连贯的书面作品，其中的发展、组织和风格要和任务、目的和观众搭配。 活动2-树的价值
WHST 6. 使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来制作和发布文字，并清晰有效地呈现信息和想法之间
的关系。

活动2-树的价值

有关共同核心标准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orestandards.org/

6-12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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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1	
树的效益和识别
	
概述：学生将发现我们从树上获得的许多产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依赖树木，以及树木对社区和环境
的价值。他们还会了解识别中会用到的树木的特征，使用指南和免费移动应用程序来练习识别树木。最
后，将向学生介绍i-Tree软件并了解如何使用它来量化树木的效益。

目标：学生将学习他们对树木的依赖，如何识别树
木，以及量化树木提供的效益的方法。

年级：初中到高中

主题：生物学、环境科学、社会研究 

技能：比较和对比，分级和分类，识别特点和组成

技术连接：树木识别应用程序和交互式在线指南，i-
Tree软件

材料：

· 计算机与互联网连接

· 每个小组一份树木识
别工作表学生页面第
12页的副本（包括 
A部分和B部分）

· 铅笔

· 树标记胶带和永
久标记（或另一
种标记树木的方
法）

· 树木识别栏指南 
（打印或在线）

· 在每个组的一个或多个智能手机上安装免费的树
木识别应用程序，例如Leafsnap或Virginia Tech 
Tree ID

· 几张白纸（8½x11） 

 

· 研究区内树枝上各种带有树叶的树枝，可供学生
在识别练习中使用。尝试收集针叶树和阔叶树的
树枝。如果没有树枝和树叶，可以使用数字图像
（不含树种名称）。

树木识别应用程序

Leafsnap：一款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使用视觉
识别软件来帮助识别树叶的照片。该应用程序由
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史密森学会的研
究人员开发。主页：http://leafsnap.com/；说明
如何使用该应用的YouTube视频：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Virginia Tech：树木识别应用程序：可用于识别
来自北美各地树木的免费移动应用。用户可以使
用智能手机的GPS和回答一系列问题来缩小北美
任何地点的树种清单。主页：http://dendro.cnre.
vt.edu/DENDROLOGY/main.htm；说明如何使用
该应用的YouTube视频：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7115NuRF7P0

iNaturalist：免费移动应用程序，你可以用来拍
摄树木（或其他生物）的照片，并与全球自然主
义社区共享，以此来帮助识别它。主页：https://
www.inaturalist.org/。有关如何使用应用的视频和
信息：https://www.inaturalist.org/pages/about。

时间考量：A部分：一个45-60分钟的课程；B部
分：一个45-60分钟的课程；C部分：一个45-60分
钟的课程

http://leafsnap.com/
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main.htm
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main.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6Project Learning Tree  •  使用i-Tree教学  •  ©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Inc.  •  plt.org

做好准备：为此活动的户外学习部分以及活动2选择
一个容易到达的地点。从该地点收集各种树枝和树
叶。对树枝/树叶编号，以便用于树木识别练习。在
每个组的一个或多个智能手机上下载树木识别应用
程序（请参阅参考资料）。在研究地点，有10种不
同的树种。要对树木编号，请在标记胶带上用永久
性记号笔写上从1到10的数字，并将胶带系在树干
或树枝上。考虑寻求森林管理员、树艺师或其他树
木专家的帮助，以协助进行i-Tree活动。如果研究
区内有超过10种不同的树种，可以通过标记额外的
树种延长练习时间。

相关PLT活动：

探索环境问题：关注森
林——活动＃1：监测森
林健康；活动＃6：森林
到水龙头；活动＃8：
气候变化与森林

全球连接：世界森林——活动＃1：进行
全球连接；活动＃5：了解森林使用的影响；活
动＃8：做出消费者的选择

探索环境问题：我们居住的地方——活动＃5：
绿地

PLT碳与气候——活动＃1：什么是气候；活动2：
碳循环；活动＃5：你是大脚野人吗？

PLT PreK-8环境教育指南——活动＃21：养护
树；活动＃22：作为栖息地的树木；活动＃31：
种树

评估机会：让学生在他们的研究区为树木创建自己
的实地指南。他们的指南应该包括他们学习到的各
种特征，如叶子形状、树皮颜色和图案，以及叶子
的分枝模式。学生可以使用文字处理或展示软件将
树木和树叶的照片添加到指南中。

给教育工作者的	
背景信息 
树的效益
树木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许多产
品。从家具和纸张到巧克力和香料，我们身边到处
都有树木提供的产品。虽然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木材
和纸制品来自树木，但你可能并不了解其他来自树
木的产品，如树胶、树脂、软木、天然橡胶和单
宁。树木除了为这些产品提供明显的经济价值之
外，还可以提高房产价值并降低能源成本。一棵25
英尺高的树可以将一般住宅的供暖和制冷成本降低
8％至12％。此外，树木还可以带来社会效益，例
如降低噪音，提高审美价值和保护隐私。

我们依赖树木来获得许多有益的生态系统服务。这
些是人类从诸如光合作用、生物多样性、制氧、流
域保护和碳封存等环境功能中获得的服务。虽然你
可能没有收到每月的帐单或直接付款，但你每天都
会使用这些生态系统服务。树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的示例包括以下内容：

· 干净的水。树木对维持清洁的水供应至关重要。
树木吸收雨水，促进地下蓄水层的补给，冷却水
并吸收其携带的污染物，减少洪水，并维持各个
流域。树木还有助于减缓风暴，这有助于防止水
土流失，减缓水循环，从而使我们能有更加稳定
的供水。

· 氧。像所有的绿色植物一样，树木利用太阳中的
能量通过光合作用产生葡萄糖（食物）。在这个
过程中，树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释放出人
类和其他动物需要的氧气。

· 养分循环。树木通过根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并将
营养物质输送到树叶、树枝和树干的细胞中。当
一棵树死亡或者树的一部分掉落并且腐烂时，营
养物质和其他有机和无机材料便会回到土壤和大
气中。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focus-on-forests/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focus-on-forests/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forests-of-the-world/%20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places-we-live/%20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e-unit/carbon-and-climate/
https://www.plt.org/curriculum/environmental-education-activity-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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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储存。随着树木生长，它们通过吸收和储存组
织中的碳来帮助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每生
长一磅木材，平均树木需要大约1.5磅（0.68
千克）的二氧化碳，并释放大约1.1磅（0.58千
克）的氧气。即使将木材制成木料或其他产品
后，木材仍会继续储存碳。

· 温度调节和降雨。通过它们的根和叶，树木每天
在一个称为蒸腾的过程中吸收并释放数千加仑的
水。在森林中，这种大规模的水流动会影响区域
的温度和年降水量。

· 野生动物栖息地。树木为数以万计的动物生存提
供了一个地方。复杂的森林结构创造了许多生态
环境，野生动物可以在其中找到食物、住所和
水。

树木识别 

为了使用i-Tree软件，学生需要能够识别研究地点
的树木。以下背景信息提供了用于分类和识别树的
许多特点的基本概述。

叶子类型

确定树木所具有的叶子类型对于识别是有用的。叶
子可以是阔叶树，针叶树或鳞叶树。阔叶树指的是
平坦、薄且每年一般都会落叶的树。大多数阔叶树
会落叶，并且会长出各种各样的水果和鲜花。比如
橡木树、苹果树、枫树、山茱萸树和白杨树。具有
针状或鳞片状叶子的树通常带有球果，被称为针叶
树。大多数情况下，针叶树也有常青的叶子——意
味着叶子全年保持绿色，并且每年都不会全部落
叶。具有针状叶子的树木例如松树、云杉和杉木。
雪松是具有鳞片状叶子树木的一个范例。但是，有
些树不是典型的针叶树或落叶树。例如，落叶松具
有球果和针状叶，但每年都会落叶，冬青则是常绿
的阔叶树。

叶子形状 

树叶的整体形状为树的识别提供了线索。例如，柳
树有长而细的叶子；樱桃树和沼泽木兰具有椭圆形

的叶子；杨木有三角叶。同样，冷杉针叶往往会变
平，松针叶是圆形的，云杉针叶则是方形的。叶子
的形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叶子的尖端可
以是凹口的、尖的、圆的、锥形的等等。叶子的基
部可以为方形、圆形、心形等等。

叶的边缘

树叶的边缘也为树的识别提供线索。例如，一些叶
子的边缘有齿（锯齿形），一些叶子裂开，并且一
些叶子边缘光滑（整体上）。

锥角的 圆角的

叶尖

锯齿的 分裂的

叶基

心形 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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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

有些叶子是完全毛茸茸的，另一些叶子只有一面有
毛，还有些叶子完全平滑。叶子也可能厚或薄，粗
糙或具有蜡质。

单叶和复叶

当大多数人想到叶子时，他们会想到单叶。单叶只
有一片。枫树、橡树、白杨、梧桐树和其他许多树
木都有单叶。另一方面，复叶是由几种小叶组成
的。灰树、核桃树和漆树都有复叶。

叶序

另一个识别树的特征是它的叶子在树枝上的排列方
式。有些树木的叶子在树枝上呈漩涡状生长。另一
些则沿树枝错开交替生长。还有些树具有相对生长
叶子，沿树枝成对生长（见图）。松树、云杉、冷
杉和其他针叶树上的针叶也有其生长规律。例如，
松针可以以两个、三个或更多的簇的形式成长。

树枝 

如果你知道要找什么，即使树枝没有叶子，树枝也
能告诉你树的身份。在冬天识别落叶树时，这特别
有用。通过查看树枝上的叶疤或芽的位置，可以判
断叶子是否以轮生、交替或相对的方式生长。（叶

疤是叶子曾经附着在树枝上的地方。）芽的大小、
颜色和形状也可以用来识别树木。另外，树枝上的
刺和棘可以帮你识别树。

水果和花

树木能长出不同种类的水果、种子、坚果和豆荚。
各种针叶树会长出不同种类的球果。不同的树木也
有鲜明的花朵。水果、球果和花的形状、颜色、质
地、大小和其他特征可用于识别树木。

树皮

许多人只需通过查看树皮的颜色和质地就可以识别
树木。例如，树皮可能显得毛茸茸、光滑或粗糙；
它可能有深沟或印记。纸桦树就是这种树木的范
例，很容易通过其白色的纸状树皮识别它。当你用
树皮识别一棵树时，最好看生长在树干上的树皮而
不是树枝上的树皮，因为树枝上的树皮更薄更新，
而且看起来可能与树干非常不同。随着树变老，树
皮也看起来不同。

树的形状

许多树木具有可用于识别
它们的特征形状。实际
上，只要看一下远处树的
形状和叶子的颜色，有些
人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
的树。

* 注意：这里介绍的信息是关于可用于识别树木的特征的基本
概述。有关树木识别的更多详细信息和插图，请访问： 
http://texastreeid.tamu.edu/content/howToID/#arrangement

单叶 复叶

相对

交替

轮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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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动
A部分：树的效益
1. 要求学生猜测人使用的产品有多少来自树木。记
录他们的答案。让学生单独或分小组写下尽可能多
的、从树木派生出来的产品。

2. 一旦他们写完清单，就会发现有5000多种产品
来自树木。让学生分享他们的答案。告诉他们一些
我们从树身上得到的常见产品，如果他们没有提
到，则在下面列出。

· 木制品——木料、木板、包装、木板贴面、刨花
板、胶合板家具、地板、棒球棒、曲棍球棒、筷
子、吉他

· 纤维素产品——地毯、玻璃纸、人造丝、纸制
品、纤维板、书籍、杂志、报纸、书写纸、纸巾

· 树汁产品（树胶和树脂）——油漆稀释剂、橡胶
制品、蜡、印刷油墨、调味剂、糖浆、肥皂、香
水、粘合剂、汽车蜡、枫糖浆

· 水果——苹果、芒果、香蕉等等

· 坚果——松子、可乐果、核桃等等 

· 叶子——月桂叶

· 树皮产品——软木、单宁、奎宁（用于治疗和预
防疟疾的药物）

*注意：一些列出的产品并不总是或完全由树木
制成。 

3. 向学生询问我们从树木获得的其他效益。引导他
们思考树木提供的环境效益。让学生分组工作，列
出树木所带来的效益清单。

4. 邀请各组分享答案，同时在黑板上列出完整清
单。看完整个清单后，询问学生有没有漏掉的效
益。 

（确保清单内有节能、雨水控制、空气质量改善和
固碳；详情请参阅背景信息部分）讨论树木如何提
供各种生态系统服务。

询问学生他们对术语“生态系统服务”含义的理
解。解释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诸如光合作用、
生物多样性、制氧、流域保护和碳封存等环境功能
中获得的服务。

5. 现在问学生他们是否认为有办法计算这些生态
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解释i-Tree是一种在线工
具，可以让用户为树木提供的效益分配价值。向学
生介绍i-Tree网站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并解释他们将使用在线计算器来评估校园内（或其
他选定地点）树木的生态系统服务。让学生有时间
浏览网站，以便他们熟悉使用i-Tree Design所需的
步骤。这将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准确地收
集现场数据。例如，他们需要确定每棵树的种类，
并测量树高4.5英尺的圆周，以便计算树的胸径
（DBH），这是一种标准测量。活动2中提供了有
关DBH的更多信息：树的价值。

*注意：你可能想向学生展示关于i-Tree的介
绍视频：https://www.plt.org/i-Tree/how-to-
calculate-tree-benefits/video

B部分：树木识别
1. 向学生解释为了使用i-Tree工具，他们需要知道
研究区域的树木类型。提问：我们可以使用什么特
征来识别树木？展示他们的想法清单。

2. 现在拿起你早先收集的树枝和树叶，或在课堂里
传阅。让学生检查并比较。学生能否说出能够识别
树木的其他方法？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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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他们的清单，确保包含用于识别树木的以下基
本特征。（有关每个特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背景
信息。）

· 叶子类型（针叶与阔叶）

· 叶子形状

· 叶的边缘

· 叶的纹理

· 单叶与复叶

· 叶序

· 树枝

· 水果、花和种子

· 树皮

· 树的形状 

3. 现在给每组学生提供树木识别工作表学生页面以
及你从研究区域收集的各种树枝和树叶。向他们解
释应该基于树枝和树叶，使用实地指南练习识别树

木，并将他们的观察结果记录在工作表上。学生习
惯使用现场指南后，让他们尝试一个或多个免费的
树木识别应用程序（请参阅材料和资源）。提醒学
生完整填写他们的工作表。

4. 学生完成练习后，让他们分享他们已识别的树
木名称，并讨论在识别树枝和树叶时什么发挥了作
用，哪些不起作用。制作他们识别出的树木的班级
清单，用于下一个活动。

C部分：户外树ID

1. 将学生分成小组。给每个组分发树木识别指南
和/或在每个组的一个或多个智能手机上安装免费的
树木识别应用程序。另外，为每个组分配一份树木
识别工作表学生页的副本。

然后解释，他们将去户外的研究区域，在友好竞争
中练习他们的树木识别技能。目标是在你安排的分
配时间内正确识别10棵编号的树。

2. 把学生带到户外，并提醒他们留在指定区域。告
诉他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正确识别10棵树。启动计
时器并开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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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间到后，集合小组并检查他们的结果。到各组
分配的树，以确保它们在工作表上正确识别它。

4. 通过提出以下问题来进行汇报：

· 哪一组是第一个正确识别所有树木的（或者， 
哪组正确识别出最多树木）？ 

· 哪些工具最有效？（打印或在线现场指南， 
应用程序）

· 哪些工具效率最低？

· 学生们在团队中如何合作？

·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练习？

资源
i-TREE TOOLS: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i-Tree Design允许用户评估单个树木提供的效益。
在输入位置、树种、树木大小和条件后，用户将收
到与温室气体减排、空气质量改善和雨水拦截有关
的树木效益信息。用户可以画出建筑物的碳足迹和
虚拟“种植”或者在附近实际种植一棵树，然后计
算树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i-TREE视频
关于如何使用i-Tree软件的交互式视频：https://
www.plt.org/i-Tree/how-to-calculate-tree-benefits/
video

树木识别应用程序
Leafsnap：一款免费的移动应用，使用视觉识别软
件从树叶照片中识别树种。主页：http://leafsnap.
com/；关于该应用程序的视频：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Virginia Tech：树木识别应用程序：帮助识别来自北
美的树木的免费移动应用程序。 
主页：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
main.htm；关于该应用的视频：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iNaturalist：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在此你可以拍摄
一棵树的照片，并与全球自然主义社区共享，以帮
助识别它。主页：https://www.inaturalist.org/； 
关于该应用的视频：https://www.inaturalist.org/
pages/about

树木识别指南——在线 

植树节基金会为美国的树木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在线
指南，即“那是什么树？”： 
https://www.arborday.org/trees/whattree/

许多州都有专门用于该州的在线树木识别工具。通
过使用“树木识别”和你的州名来上网搜索。下面
是几个例子：

“太平洋西北部的常见树木”（在线二叉
式检索）：http://oregonstate.edu/trees/
dichotomous_key/index.html

“爱荷华州的树木：互动的钥匙”（爱荷华州
树木识别在线指南）：http://www.extension.
iastate.edu/forestry/iowa_trees/tree_id.html

“它是什么树？”（俄亥俄州树木识别在线指
南）：http://www.oplin.org/tree/

“识别弗吉尼亚树叶的钥匙”（弗吉尼亚州树木
识别在线指南）： 
http://dendro.cnre.vt.edu/forsite/key/intro.htm

树木识别指南——打印    

植树节基金会和Karina I. Helm。2009年。那是什
么树？北美常见树木指南。Lincoln, NE. 

Brockman，C. Frank和Rebecca Merrilees。2001
年。北美树木：实地识别指南。修正版。（金色实
地指南系列）。纽约：St. Martin’s Press。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http://leafsnap.com/
http://leafsnap.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main.htm
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main.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https://www.arborday.org/trees/whattree/
http://oregonstate.edu/trees/dichotomous_key/index.html
http://oregonstate.edu/trees/dichotomous_key/index.html
http://www.extension.iastate.edu/forestry/iowa_trees/tree_id.html
http://www.extension.iastate.edu/forestry/iowa_trees/tree_id.html
http://www.oplin.org/tree/
http://dendro.cnre.vt.edu/forsite/key/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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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页面	
树木识别工作表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团队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量
针叶还是	
阔叶？ 叶子形状？ 叶子边缘？

单叶还是	
复叶？ 叶序？

其他线索	
（树皮、树干形
状、树枝等） 

常用和	
科学名称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 针叶

❒ 阔叶

❒ 单叶

❒ 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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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2	
树的价值 
	
概述：学生学习使用在线i-Tree工具来计算研究地点中树木的年经济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在输入和分
析他们的数据后，他们为研究地点创建了一份《生态系统服务指南》，其中包括改善树木健康状况的建
议。如果可行，他们将执行部分或整个改进计划。

目标：学生将学习识别、测量和评估研究地点树木的
健康状况；使用他们收集的数据与在线i-Tree Design
应用程序；并了解树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年级：初中到高中

课程：生物学、经济学、英语语言艺术、环境科
学、社会研究

技能：观察、比较和对比、组织信息、展示、总
结、综合、创造

技术连接：在线i-Tree Design工具，树木识别应用程
序和交互式在线指南，文字处理软件，演示软件

材料：

· 每个组分发如何使用i-Tree Design和树的价值工
作表学生页副本各一份（请参阅第17-20页）

· 树木识别实地指南（打印或在线）

· 在每组的一个或多个智能手机上安装免费树木
识别应用程序（如Leafsnap或Virginia Tech Tree 
ID）（请参阅参考资料部分）

· 可使用联网计算机访问i-Tree Design工具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 测量胶带或DBH胶带——20英尺或更长

· 显示单棵树木的研究区域航拍特写照片（可能的
来源：Google.com/maps——“地球”视图）

· 铅笔、笔记本 

· 纯白纸（约8 1/2 x 11英寸）；每组两张

· 树木标记胶带和永久记号笔（或另一种标记树木
的方法）

· 相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数码相机或相机）

时间考量：根据研究地点的位置和场地上的树木数
量，组织两到三次45-60分钟的课。

准备工作：安排学生实地访问研究地点（在活动
1中选择）。收集“材料”中列出的用品。根据
研究地点的树木数量，确定学生是否将评估每棵
树，还是采集代表性样本。一定要包括不同大小
和种类的树木。用永久性记号笔在标记胶带上写
下数字并将其绑在树干或树枝周围，预先给要评
估的树木编号。制作各组的学生页面的副本。你
可能需要查看以下关于如何使用i-Tree软件以及
如何计算树的DBH的交互式视频： 
https://www.plt.org/i-Tree/how-to-calculate-dbh/
video；https://www.plt.org/i-Tree/how-to-calculate-
tree-benefits/video。你还可以在https://design.
iTreetools.org预览i-Tree软件。

*注意：如果你要计算树木对研究地点的建筑物制冷
和供暖设施费用的影响，则需要知道建筑物的大致
建造日期（例如1950年之前，1950年至1980年，
或1980年之后）。

相关PLT活动：

探索环境问题：关注森林——活动＃1：监测森林
健康；活动＃6：森林到水龙头；活动＃8：气候
变化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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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连接：世界森林——活动＃1：建立全球联
系；活动2：什么是森林？活动＃3：测绘世界森
林；活动＃4：森林变化模式分析；活动＃5： 
了解森林用途的影响；活动＃8：制定消费者选
择

探索环境问题：我们居住的地方——活动＃5：
绿色空间；活动＃6：未来愿景

PLT碳与气候——活动 
＃1：什么是气候？活动
2：碳循环；活动＃5：
你是大脚野人？

PLT PreK-8环境教育指
南——活动＃12：入侵
树种；活动＃21：养护树；活动＃22：
作为栖息地的树木；活动＃27：每棵树本身；
活动＃31：种树；活动＃67：你的树有多大？
活动＃76：树的小文档；活动＃77：深陷麻烦
的树木；活动＃81：与火共存；活动＃84：全
球气候

评估机会：使用学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指南》作为
评估手段。（请参阅下面的第6步。）

给教育工作者的	
背景信息
在向学生解释如何使用i-Tree软件计算研究地点的
树木效益时，以下信息可能会有用。

DBH	
DBH是术语树木胸径（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的缩写。这是一项林务员和树艺师用来评
估树干大小的测量单位。为了达到一致性，DBH
总是在地平线以上4.5英尺处测量。要测量周长，
只需将卷尺完全缠绕在距离地面4.5英尺高的树干
上。你可以通过将周长除以3.14来计算DBH。

研究区域地图	
提供研究区域的特写航拍照片，以显示单棵树木，
可以让学生打印。此照片的可能来源是Google.com/
maps——“地球”视图。

树的状况 
学生将评估研究区内树木的状况。在树的价值工作
表学生页面上有确定树健康状况的指南。请记住，
如果你认为一棵树看起来不健康，可能并不是这
样。一旦你熟悉特定的树木的样子，评估他们的状
况是容易的。

树的价值工作表	
树的价值工作表学生页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方法来记录他们在研究地点收集的数据。他们将记
录与研究区内每棵树有关的信息，包括树种、胸
径、日照状况和整体状况。

数据处理	
i-Tree Design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是一个
简单的工具，学生可以用它估计树木提供的效益。
在学生输入树木位置、树种、大小和条件信息后，
在线树木效益计算器将生成一份报告，其中会包括
树木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其对改善空气质量的
贡献以及对雨水拦截的影响。学生可以绘制建筑物
的碳足迹，并虚拟“种植”树木，或在附近实际种
植树木，然后评估树木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可以添
加多棵树和建筑物来比较收益或提供对建筑周围树
木的完整记录。此工具旨在作为了解个别树木或少
量树木的价值的科普起点。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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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动
1. 查看如何使用i-Tree Design（一种提供树木效益
评估的美国农业部森林服务在线工具）来计算树木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你可能想向学生
展示以下使用i-Tree软件以及计算树木胸径的互动
视频：https://www.plt.org/i-Tree/how-to-calculate-
dbh/video; https://www.plt.org/i-Tree/how-to-
calculate-tree-benefits/video。

2. 告诉学生他们将前往研究区域收集数据以供
i-Tree Design使用。分发或显示树的价值工作表学
生页面并查看每个类别。

解释说明除了在研究地点填写工作表外，他们还将
拍摄评估的每棵树的照片。学生创建《生态系统服
务指南》时，这些照片将在步骤6中使用。

实地研究用品清单：

❑  研究地点的航拍照片（每组一张）

❑  树的价值工作表学生页面（每组一张）

❑   数码相机（每组一台；可以是智能手机或平板
电脑）

❒  树木识别指南/应用程序（针对每个组）

❑  测量胶带或DBH胶带（每组一个）

❑  铅笔、笔记本（每组一个）

❒   纯白纸（大约8 1/2 x 11英寸）；每个小组有两
张 

3. 把你的学生带到选定的研究地点并分组。给每个
组分配树木，并使用树的价值工作表中的说明来识
别、测量和评估。各组应记录他们的结果并拍摄树
木的照片。

4. 回到教室，给学生们分发如何使用i-Tree Design
学生页面的副本，并留时间给他们探索在线i-Tree

工具：https://design.iTreetools.org/。使用该工具，
学生将确定所分配到的树木的经济价值和生态系统
服务。让学生在他们的树的价值工作表上记录结
果。他们还可以打印详细的报告。全班讨论以下问
题：

· 你对树的经济价值感到惊讶么？ 

· 你的树提供什么生态系统服务？

· 这些生态系统服务为什么重要？（确保学生讨论
树的雨水、能源、空气质量和二氧化碳方面的效
益，以及树木如何改善房屋价值。）

· 你的树的价值与  其他树的价值相比如何？

· 为什么照顾树木很重要？

·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树提供的价值，那么这对研究
区域的未来管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5. 让学生分享他们的数据并为研究区里的所有树木
创建一个结果图表。他们应该将“树木直径”放在
x轴上，将“经济价值”放在y轴上。图表完成后，
讨论以下问题：

· 具有最大价值的树的直径是多少？最小价值的
呢？ 

· 你注意到有什么趋势？ 你为什么认为那些趋势
存在？

6. 让学生单独或分组为研究区创建一个“生态系统
服务指南”，要包括以下内容：

· 树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其他效益概述（包括
经济价值）；

· 一张显示在研究区域行走的路线图，突出显示有
趣的树木和树木提供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

· 对树木和研究区的树种以及其他相关特征的描述
（附照片）和

· 照料和改善研究区域树木健康状况的建议。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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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学生完成指南内容，让他们介绍自己的项目。
考虑让他们演示给其他班级的学生，以及参加PTA
和当地俱乐部会议等活动的社区成员。使用i-Tree提
供的数据，他们的演示可用于保护你所在地区的树
木和种植更多树木。

7. 如果可行，让学生制定并实施服务学习行动项
目。例如，学生可以照顾受损的树木、移除入侵树
种、或种植更多的树木。邀请当地的树木护理专
家和林务员帮助学生。请注意，种植天然树木是首
选。要找出哪些树木最适合你的地区，请联系你的
州立林务局或扩展代理，或利用网络资源。i-Tree 
Species (https://species.itreetools.org/)可用于进行
高级树种选择。

扩展
1. 让学生通过学校网站、报纸文章、博客等分享他
们对树木价值的发现。

2. 让学生成为公民科学家，与当地社区计划委员
会、林业推广办公室等分享他们的i-Tree数据。

3. 访问另一个研究地点并重复此活动。比较结果。
有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各种差异？

4. 为你的研究区域评估不同的管理方案。使用
i-Tree工具来比较各种计划的效果，例如：土地保持
原样，种植更多树木或减少树木。

5. 树木随着时间推移的生长状况是森林健康的另一
个有用指标。如果你有权使用探木钻，则可以采取
核心样本来确定树木的健康状况。年轮越密集表示
树的生存压力越大，而更宽的年轮表示树木有充足
的阳光、水分、营养物等，能让其快速生长。考虑
征募一位林务员或树艺师来帮助完成这项活动。

https://species.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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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页面	
如何使用i-Tree DESIGN

在计算机上浏览https://design.
iTreetools.org/。输入你的学校地址或你
的学习所在地的具体地址（包括街道地
址和城市）。将出现弹出对话框以确认
地址。

	
1. 绘制结构
树木通过改变气候、产生树荫和降低风速来影响建筑物的供暖和制冷成本。这些影响取决于树的种类、 
大小和位置。在下一个屏幕上，你会被问到：“你想计算树木对制冷和供暖费用的影响吗？” 点击“是”。

然后你将被指示去“画”建筑结构。基
本上，这是要你勾勒出建筑物。当你绘
制一个结构时，只勾勒出加热区域或空
调区域，因为树木对于未供暖或冷却的
结构（如未供暖的车库）中的能源使用
没有影响。

绘制结构：

· 根据需要放大。

· 拖动此图标 到结构的第一个角落
开始绘制。

· 点击下一个角落，朝一个方向围绕
建筑物的周边移动。继续以这种方
式勾勒你的建筑结构。

· 双击最后一个角落即可完成绘图。

· 在弹出的“房屋信息”中选择关于结构的特征。

· 重复绘制其他结构。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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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页面
如何使用i-TREE DESIGN（续） 

如果需要，你可以：

· 点击“Delete”键删除最后一个点。

· 点击“Esc”键取消完全绘制你的结构。

其他技巧和窍门：

· 点击屏幕右侧的“你的结构”标签查看/删除结
构。

· 点击此按钮 在当前结构和地址之间切换。

· 点击此按钮 以访问有关这些步骤的更多信
息。

2. 放置树木
要完成此部分，你将需要在《树的价值工作表》学
生页面上输入的户外树木评估收集的数据。从工
作表上的树＃1开始。使用下拉菜单来指示树的种
类、直径/周长、状况以及暴露于阳光下的时间。

对于你要评估的每棵树木，你必须将其“放置”在
地图上。使用“添加树” 图标
执行此操作。

放置一棵树：

· 将图标 拖到地图上你希望
放置树的位置。（如果需要，
放大） 

· 重复放置额外的树。（更改每
棵新树的树描述符。）

· 将鼠标悬停在你放置在地图上
的任何树上即可显示其效益。

· 单击屏幕右侧的“你的树木”
选项卡查看/删除树木。

提示：虽然“放置”每棵要评估
的树可能看起来很耗时，但这是

值得的，因为该程序会自动为所有树添加节能效益
和经济价值，并且你能打印具有详细数据的报告、
图表等等！

树木效益区：当你描述你的树时，你会看到代表能量
效益的结构周围出现彩色区域。根据树提供的节能
的潜在货币价值，效益区将被上色。你可以将鼠标
悬停在每个区域上，查看地图上显示的能源效益信
息。点击此按钮 打开和关闭效益区域。

模拟树冠未来随时间增长的情况：点击“Model Crown 
Growth”按钮，查看树冠随时间推移如何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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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页面
如何使用i-TREE DESIGN（续） 

3. 预估效益
在框中输入你希望计算未来预计收益的年数。按下“计算”按钮以获得结果。（为保持一致性，每棵树
使用相同的年份，例如10年）。你可以将树木效益预测到未来99年。这些预测基于每棵树的典型增长模
式。结果将包括当年、未来某年、未来时间跨度上的预计总计以及迄今为止提供的总收益的估算值。

提示：使用页面顶部的“显示结果”黄色栏选择“所有树”或单棵树的结果。



学生页面	
树的价值工作表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团队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树的
数目 树种

在地面以上	
4.5英尺	

（1.5米）处的
周长

计算出的直径	
（直径=周长/3.14）

树的条件（参见后面的指南）
暴露在阳光下	

（全日照、半日
照、全阴影）

每年的经济
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 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
垂死

优秀 • 树冠完整 • 没有损坏的树干 • 冠上的树枝没有枯死 • 没有分根（直立的枝条从根或枝条长出，看似分开）

良好 • 树冠基本完整 • 树干损伤小 • 上层树冠直径超过2英寸的树枝没有出现顶梢枯死 • 很少或没有分根（直立
的枝条从根或枝条长出，看似分开）

不错 • 树冠变薄（树看上去可能与周围类似的树不同）• 昆虫或疾病对树干造成显著的损害 • 树叶上过早着色 
（树叶在一年中过早变色）

较差 • 树冠上有直径大于2英寸的枯枝 • 活枝的死亡显著减少，叶尖没有叶片 • 树干严重受损，包括腐烂 • 树皮
可能在死亡或垂死的地方脱落

枯死/垂死 • 树已经死亡或树的大部分已经死亡

树
木
条
件
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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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林务局David Bloniarz 

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

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
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

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

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优秀 良好 不错 较差 枯死/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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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i-TREE工具：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i-Tree Design允许用户估计单棵树木提供的效益。
在输入位置、树种、树木大小和条件后，用户将收
到与温室气体减排、空气质量改善和雨水拦截有关
的树木效益信息。用户可以绘制建筑物的占地面积
和虚拟“种树”，或者在附近实际种树，然后计算
树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i-TREE视频
以下交互式视频介绍了如何使用i-Tree软件以及如
何计算树的DBH：https://www.plt.org/i-Tree/how-
to-calculate-dbh/video；https://www.plt.org/i-Tree/
how-to-calculate-tree-benefits/video

树木识别应用程序
Leafsnap：一款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使用视觉
识别软件从树叶照片中识别树种的。主页：http://
leafsnap.com/；关于该应用的视频：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Virginia Tech：树木识别应用程序：帮助识别来自北
美的树木的免费移动应用程序。 
主页：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
main.htm；关于该应用的视频：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iNaturalist：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在此你可以拍摄
一棵树的照片，并与全球自然主义社区共享，以帮
助识别它。主页：https://www.inaturalist.org/；关于
该应用的视频：https://www.inaturalist.org/pages/
about

树木识别指南——在线 

植树节基金会为美国的树木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在线
指南，即“那是什么树？”： 
https://www.arborday.org/trees/whattree/

许多州都有专门用于该州的在线树木识别工具。通
过使用“树木识别”和你的州名来上网搜索。下面
是几个例子：

 “太平洋西北部的常见树木”（在线二叉式检
索）： 
http://oregonstate.edu/trees/dichotomous_key/
index.html

“爱荷华州的树木：互动的钥匙”（在线指南，
用于识别爱荷华州的树木）： 
http://www.extension.iastate.edu/forestry/iowa_
trees/tree_id.html

“它是什么树？” （俄亥俄州树木识别在线指
南）：http://www.oplin.org/tree/

树木识别指南——打印    

植树节基金会和Karina I. Helm。2009年。那是什
么树？北美常见树种指南。Lincoln, NE. 

Brockman, C. Frank, and Rebecca Merrilees. 2001
年。北美树木：实地识别指南。修订和更新版。金
色实地指南系列。纽约：St. Martin’s Press。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http://leafsnap.com/
http://leafsnap.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pR4JTEy4c&hd=1
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main.htm
http://dendro.cnre.vt.edu/DENDROLOGY/main.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15NuRF7P0
https://www.arborday.org/trees/whattree/
http://oregonstate.edu/trees/dichotomous_key/index.html
http://oregonstate.edu/trees/dichotomous_key/index.html
http://www.extension.iastate.edu/forestry/iowa_trees/tree_id.html
http://www.extension.iastate.edu/forestry/iowa_trees/tree_id.html
http://www.oplin.or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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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3	
土地管理者角色扮演  
 
概述：现在，学生们知道如何使用i-Tree工具，他们将应用他们在 
扮演土地管理者角色时所学到的知识。

目标：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i-Tree工具来帮助解决景
观设计问题，并学到演示和交流科学信息的技能。

年级：初中到高中

课程：生物学、英语语言艺术、环境科学、社会研究

技能：观察、比较和对比、组织信息、演示、总
结、综合、创造

技术连接：在线i-Tree软件，树木识别应用程序和在
线指南，文字处理软件和演示软件。

材料：

· 每个组一份土地管理计划和如何使用i-Tree 
Species学生页面

· 联网计算机

· 纸

· 打印机

· 其他演示工具，如智能板、广告板等等 

时间考量：两到三次45-60分钟的课程 

准备工作：收集上述活动所需的材料。如果可行的
话，邀请土地管理者与学生讨论这个职业，并帮助
学生制定计划。

相关PLT活动：

探索环境问题：关注森林——活动＃1：监
测森林健康；活动＃4：艰难的选择

探索环境问题：我们居
住的地方——活动＃1：
个人空间；活动#2：社
区特征；活动＃3：随
时间映射你的社区；活
动＃4：邻里设计；活
动＃5：绿色空间；活
动＃6：未来愿景

PLT PreK-8环境教育指南——活动＃21：
养护树；活动＃31：种树；活动＃54：我
想参观……的地方；活动＃55：规划理想
社区

评估机会：使用学生计划和演示作为评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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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工作者的背景信息
社区规划
有关土地利用的决策是我们国家各个社区在未来几
十年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地方和州政府
官员、居民、商界领袖、农民、生态学家、开发
商、建筑师、设计师和规划师都在社区的土地使用
决策中发表意见。今天的决策会影响未来。例如，
制定开发住宅用地、购物中心或公园的决策会对社
区的视觉特征以及该地区的水体和生态产生持续影
响。我们今天使用土地资源的方式将影响我们的空
气清洁度，我们的水纯度以及未来几年我们生态系
统的健康状况。

土地管理者
土地管理者在帮助社区讨论不同土地开发选择的优
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合
作，需要良好的沟通和规划技巧，以传达土地管理
计划和选择。土地管理职业结合了科学、技术、工
程、艺术和数学。

土地管理者的职责可能包括：

· 与私人土地所有者和政府机构合作

· 了解并传达相关的土地使用法规

· 设计和实施改善土地同时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方法

· 选择和为种植树木的地点做准备

· 监测树木是否有疾病或虫害感染迹象

· 照顾树木

· 监督树木的收获

职业生涯
涉及土地管理和护理树木的职业有很多种：林务
员、树艺师、景观设计师、森林消防管理者等等。
以下是对几个土地管理职业的描述：

景观建筑师/设计师  

景观建筑师规划和设计功能性和吸引人的户外空
间，如公园、花园和游乐场。他们还规划住宅区、
学校、大学校园和公共场所周围的户外空间。他们
的规划包括树木、灌木和花卉的种植地。园林建筑
师设计的户外区域不仅易于使用，而且与自然环境
达致和谐。他们的工作将科学、设计、技术、数
学、艺术和户外相结合。

城市规划师

城市规划师擅长规划城市里的土地使用。他们制定
计划和项目，使用土地和公共设施，如学校和图书
馆。此外，他们还制定土地利用计划和方案，帮助
创建社区，规划人口增长，翻新大都市地区的物质
设施。城市规划者知道，树木不仅在美学和心理效
益方面为城市带来效益，而且还提供许多有价值的
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吸收空气污染和减少城市热岛
效应。

林务员 

林务员是参与管理森林科学的专业人士。他们可能
会制定种植新树木的计划，监测树木的健康成长，
并确定最佳收获时间表。林务员在公共和私人土地
上工作。在公共土地上，他们在木材需求与野外保
护和再生之间维持平衡。他们还负责规划和实施控
制树木病虫害和森林火灾的项目。在私人土地上，
林务员向土地所有者提供林业管理技术方面的建
议，以帮助他们实现土地管理目标。

森林消防管理者

森林消防管理者专门从事森林和自然土地上的火灾
管理和预防，以实现健康的生态系统和安全的城市
地区。职责可能涉及防火、巡逻、检测和灭火。额
外的责任可能包括预定的燃烧计划和教育公众防火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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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林务员

城市森林包括城市公园、街道树木、园林大道、花
园、绿道、自然保护区等。城市林务员负责这些城
市环境中树木的护理和管理。此外，他们还开展研
究和制定战略计划，以管理城市地区的树木和自然
系统。城市林务员在制定树木管理计划时必须考虑
各种因素，包括生态、气候、城市、政治和文化条
件。

树艺师

树艺师照料各种尺寸的灌木和树木，尤其是在城市
环境中。他们关心树木的健康和安全。他们的工作
包括修剪、施肥和监测树木的病虫害情况。大部分
的树木维护工作都在树木高处进行，树木丛生者用
绳索固定或站在云梯里。

造林师 

造林师是专门从事森林健康和收获的林业专家，以
可持续的方式满足林地所有者的需求和价值。造林
师致力于维护良好的森林科学， 森林工程，森林管
理和森林保护。例如， 造林师会研究火和动物放牧
对不同树种的生长、种子生产和萌发的影响。

*注意：还有更多的土地管理者职业。更多土地管
理职业描述的网站，请参阅资源部分。 

做活动
1. 与学生一起头脑风暴讨论涉及土地管理的职业类
型。请确保他们包含了给教育工作者的背景信息部
分中列出的职业。然后检查每个土地管理者职位的
主要职责。

2. 将学生分成小组，并解释他们将扮演土地管理
者的角色，负责制定计划增加校园（或你指定的另
一个附近地区）的树木数量。项目或提供土地管理

计划和如何使用i-Tree Species学生页面的副本。另
外，在每个团队中，学生应该制定一份任务清单，
决定谁负责各项任务，并制定完成工作的时间表。
向学生解释，这是他们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能力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机会，并且没有绝对正
确或错误的解决方案。

学生应该使用以下i-Tree在线工具来帮助他们制定
计划：

· i-Tree Design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可用
于确定树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它也可
以用来模拟树冠的生长。

· i-Tree Species (https://species.itreetools.org/)可
用于选择具有特殊环境效益的树种，如改善空气
质量、储存碳并降低能源成本。

可选：邀请林务员或树艺师帮助学生思考他们的计
划。

团队在制定计划时应回答以下问题：

· 我们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样本目标可能是 

• 增加树荫以为景观提供阴凉

• 为野生动物提供住所和食物以增加生物多
样性

• 拦截雨水径流减缓侵蚀并保护附近的河流

• 使得地区更加美丽，并提供轻松的研究场
所

• 吸收空气污染物 

• 减少二氧化碳

• 两个或更多上述目标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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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可种植多少棵树木？

通过向他们展示如何使用Google地图“地球”视
图打印场地地图来帮助学生。该地图将显示现有
树木和可用于种植其他树木的空间。学生可以使
用i-Tree Design工具来帮助他们确定可以种植树
木的间距。例如，学生可以输入场地位置，选择
他们想要种植的树种，“种植”树木，然后看看
树冠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生长。这将帮助学生
确定可以种植多少棵树以及在哪里种植。

· 应该种植哪些树种来帮助实现我们的目标？

学生可以使用i-Tree Species工具来确定哪种树
会帮助他们最好地实现其目标。该工具提出了一
系列简单的问题（地址、最小和最大树高限制以
及各种环境服务的重要性），然后提供了推荐树
木的列表。

3. 团队制定了计划后，应该创建一个阐述计划的演
示文稿。他们的演示应该阐明他们的目标，为什么
他们选择某些树种，以及他们如何决定在哪里种植
树木。他们可以使用PowerPoint、海报或其他工具
来辅助他们的演示。

4. 让团队介绍他们的计划。考虑邀请其他班级和/
或学校领导观看他们的演示。

5. 通过讨论以下问题进行汇报：

· 该计划是否符合团队的既定目标？ 为什么或者
为什么不？

· 学生能制定行动计划，在他们的学校场地或社区
实施他们的一个或多个计划吗？  

扩展
· 让学生通过学校网站、报纸文章和博客等分享他

们的发现。

· 让学生部分或全部实施一个或多个计划。



26Project Learning Tree  •  使用i-Tree教学  •  ©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Inc.  •  plt.org

学生页面	
土地管理计划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团队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我们计划的目标：

· 增加阴影以为景观提供阴凉

· 拦截雨水径流减缓侵蚀并保护附近的河流

· 使得地区更加美丽，并提供轻松的研究场所

· 吸收空气污染物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 两个或更多上述目标的组合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们可以种植多少棵树？

提示：使用Google地图“地球”视图打印网站地图。使用地图来计算现有树木，并确定有多少空
间可用于种植其他树木。使用i-Tree Design工具对树冠生长进行建模，并确定可种植树木的间距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3.	 我们应该种植哪些树种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提示：使用i-Tree Species (https://species.itreetools.org/)工具来确定哪种树种最符合你的目标。
该工具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问题（地址、最小和最大树高限制以及各种环境服务的重要性），然
后提供了推荐树木的列表。

4.	 应该在哪里种植树木？ 

提示：使用i-Tree Design工具来帮助确定可以种植树木的位置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https://design.iTre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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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页面	
如何使用i-TREE SPECIES
i-Tree Species是一款免费的在线工具，可用于选择最适合种植的树种，以获得特定的环境效益。用户选
择并排列基于树木期望的每种环境服务的重要性 (0–10)。然后，该计划将根据地理区域和环境效益权重
计算最佳种植树种。

1. 在计算机上，导航至https://
species.itreetools.org/，点击 
“开始使用”，输入你的位置
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 
“高度限制”页面是可选的。
它可以用来制定成熟树木的最
小和最大高度。如果合适，请
输入该数据，否则，导航到下
一个画面。

 

2. 滑动蓝色圆圈以指定每项环
境效益的重要性。在“污染物
清除”下，如果你想根据重要
性对五种不同的空气污染物进
行排名，请选择“具体”。完
成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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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页面
如何使用i-TREE SPECIES（续） 
 
3. 该计划将生成与所提供标准最为匹配的树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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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美国森林：测量指南手册

本手册介绍并说明如何测量树木的周长和高
度，包括那些树干不规则的树木。https://www.
americanforests.org/wp-content/uploads/2014/12/
AF-Tree-Measuring-Guidelines_LR.pdf

植树节基金会：最佳寻树者：树木向导

这个交互式在线工具会提出一系列简单的问题（例
如，邮政编码、土壤和阳光照射），然后提供在该
地区生长良好的树种列表。https://www.arborday.
org/shopping/trees/treewizard/intro.cfm

林业专业人员职位描述

太平洋森林基金会提供有关森林工程师、水文
学家、林业工作者和土壤科学家等大量林业相
关职位的信息。访问太平洋森林基金会，获
取各种与林业有关的职位描述：https://www.
pacificforestfoundation.org/

i-Tree Design

这个免费的在线工具可用于确定在特定位置植树
的情况，以获得最大的环境效益：https://design.
iTreetools.org/

i-Tree Species

这个免费的在线工具可用于查找具有特定环境效益
的树种： 
https://species.itreetools.org/

i-Tree 视频

以下交互式视频介绍了如何使用i-Tree软件以及如
何计算树的DBH：https://www.plt.org/i-Tree/how-
to-calculate-dbh/video；https://www.plt.org/i-Tree/
how-to-calculate-tree-benefits/video

	
	
自然探究者科学家卡片系列

自然探究者科学家卡片系列突出介绍了超过160
位科学家。科学家卡片被分为几类，如“森林
和植物”、“野生动物”和“科学传播”。卡片
和海报可以直接从网站下载和打印：http://www.
naturalinquirer.org/scientists-v-168.html

美国青年林业服务机会

林务局有许多机会让年轻人了解自然和文化资
源的职业，包括实习和带薪职位。有关详情，
请访问：https://www.fs.fed.us/working-with-us/
opportunities-for-young-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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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碳储存——二氧化碳转化为地上和地下生物质的过
程，主要在植物中以碳的形式储存。

胸部高度直径（DBH）——一种测量的标准方法，用
于测量在地面4.5英尺处的树干直径。

生态系统服务——人类从诸如光合作用、生物多样
性、氧气生产、流域保护和碳封存等环境功能中获
得的服务。

无机材料——不是来自活物的物质，不具有有机生物
的组织结构。

营养素——生长和发育所需的物质。例如，植物需要
水和矿物质来生长和繁殖。

营养循环——营养素在生态系统中的摄取、使用、释
放和储存。

有机物质——来源于活生物体的物质；在化学中指任
何含碳的化合物。

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在阳光、二氧化碳和水的存在
下制造单糖的过程。叶绿素对光合作用中涉及的一
系列复杂化学反应至关重要。

蒸腾——水分从植物组织中蒸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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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McGuinness，美国林务局北部研究站环境
扫盲协调员，宾夕法尼亚州Irvine

Jackie Scott，Horace Mann Arts和Magnet中学，阿
肯色州小石城

Erika Teach，The Davey Tree Expert公司自然研究
专家，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

Al Zelaya，The Davey Tree Expert公司城市林务
员，伊利诺伊州橡树园

编辑 
Heather L. Sisan，马里兰州罗克维尔

写作 
Sheri Soyka，Soyka咨询，弗吉尼亚州维也纳

该出版物的部分内容出自与美国农业部林务局的合作协议。



K-2、3-5和6-8级的E-UNITS 
PLT的新在线课程包括K-2年级的Treemendous Science!、3-5年级的生态系
统中的能量，以及6-8年级的碳排放和气候。电子单元包括循序渐进的课程
计划和围绕NGSS构建的多学科实践活动，与共同核心以及社会研究的C3框
架保持一致。它们包含背景信息、可下载的学生页面、评估工具和指南，以
及补充资源的链接等等。了解更多。

PREK-8环境教育活动指南
本课程资源包含96个多学科活动，每个活动都根据具体的年级制定，并与州
和国家学术标准相关。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STEM、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
和其他21世纪的技能。每项活动都包括背景信息；评估工具；文学联系；技
术扩展；合作学习；以及差异化的教学。了解更多。

次要模块
对于高中教育者来说，PLT的辅助模块要求学生深入探索环境问题的诸多方
面。实践课堂学习、研究和合作实地调查为学生提供辩论问题和与专家交流
的机会。PLT的辅助模块包括：关注森林；世界森林；我们居住的地方；城
市生活垃圾；生物多样性；关注风险；和生物技术。了解更多。

能源和社会套件
PLT的能源和社会套件专为4-8年级使用而设计，可帮助学生调查与能源在社
会中的角色有关的环境问题。该套件包括活动指南、获奖的Energy & Me音
乐CD和舞蹈DVD以及两套海报。了解更多。

童年早期的环境经验
专为3至6岁儿童工作的教育工作者设计，超过130种实践体验，让幼儿在户
外充分感受探索和玩耍的乐趣。活动将自然界的调查与艺术、文学、数学、
音乐和运动相结合。随附的音乐CD鼓励孩子们唱歌，跳舞和运动。Learning®

（学习®）杂志2011年度Teachers’ Choice©（教师之选©）获奖者。了解更多。

额外的PLT资源



参加专业发展研讨会
通过参加PLT专业发展研讨会接收PLT的教学材料并获得继续教育学分。PLT
提供针对特定年级、主题和教学情况的在线课程和面对面的研讨会。学习
新的教学技巧，并适应在户外教学。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lt.org/
trainings。

让你的学校充满绿色
PLT的GreenSchools计划包括一个成人领导者指南以及一套关注STEM教育
的五项具有实践性、由学生驱动的调查：能源、水、学校场地、废弃物回
收和环境质量。该项目结合了环境教育、服务学习和领导机会。请在www.
greenschools.org了解详情。

申请赠款
PLT提供GreenWorks!为环境服务学习项目提供赠款，将课堂学习与现实世界
联系起来。学生实施他们帮助设计绿色学校或改善他们社区环境方面的行动
项目。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greenworks.org。

让儿童与自然环境联通
鼓励孩子花时间在大自然中游玩，可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课堂表
现、学业成绩以及整体健康和健壮水平。在你探索自己的后院、参观当地
公园或在树林中漫步时——抑或在室内活动时，都可以使用PLT的有趣易行
的Nature Activities for Families（家庭自然活动）！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plt.org/activities-for-families/。

通过THE BRANCH与PLT保持联系
立即注册接收PLT的新闻简讯The Branch。每个问题都包含环境教育资源、
课程计划、赠款机会，以及来自教育工作者就在教室和室外教授环境相关知
识的提示。如需订阅，请前往 www.plt.org/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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