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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比较过氧化氢酶和Fe3+的催化效率 

一、目的要求 

1. 初步学会探索酶的催化效率的方法 

2. 探索过氧化氢酶和Fe3+催化效率的高低 

二、实验原理 

新鲜的肝脏里含有过氧化氢酶，Fe3+是一种无机催化剂，它们都可以催化过氧化氢分解成水

和氧气。经计算，用质量分数为3.5%的氯化铁溶液和质量分数为20%的肝脏研磨液做实验，每滴

氯化铁溶液的Fe3+数，大约是每滴研磨液中过氧化氢酶分子数的25万倍。 

三、实验材料 

新鲜的质量分数为20%的肝脏（猪肝、鸡肝等）研磨液。 

四、仪器试剂 

体积分数为3%的过氧化氢溶液，质量分数为3.5%的氯化铁溶液 

量筒、试管、滴管、卫生香等 

五、实验步骤 

1、取2支洁净的试管，编号，各注入2mL过氧化氢溶液。 

2、向1号试管内滴入2滴肝脏研磨液。向2号试管内滴入2滴氯化铁溶液。 

3、堵住试管口，轻轻振荡试管，使物质混合均匀。观察并记录哪支试管产生的气泡多。 

4、将点燃但无火焰的卫生香分别放入2支试管内液面的上方，观察并记录哪支卫生香燃烧猛

烈。 

六、结论 

     记录和分析实验结果，得出合理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册上。 

七、讨论 

1、做这个实验为什么要选用新鲜的肝脏？ 

2、为什么要将肝脏制成研磨液？ 

3、滴入肝脏研磨液和氯化铁溶液时，可否共用一个吸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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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流动 

一、实验原理 

高等绿色植物的叶绿体存在于细胞质的基质中。叶绿体一般是绿色的，扁平的椭圆形或球形，

可以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形态和分布。 

活细胞中的细胞质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观察细胞质的流动，可用细胞质基质中的叶绿体的

运动作为标志。 

二、目的要求 

1.初步掌握高倍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 观察叶绿体的形态分布。 

3. 通过在显微镜下的实际观察，理解细胞质的流动是一种生命现象。 

三、材料用具 

菠菜叶（或藓类的叶） 新鲜的黑藻。 

四、仪器试剂 

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滴管，镊子，刀片，培养皿，台灯，铅笔。 

五、方法步骤 

（一）制作菠菜叶片临时装片 

1 . 取材    取菠菜叶稍带些叶肉的下表皮，放入盛有清水的培养皿中。 

2.  制片   往载玻片中央滴一滴清水，用镊子夹新取的叶，放入水滴中，盖上盖玻片。 

（二）用显微镜观察叶绿体 

1. 用低倍镜观察。 

2. 用高倍镜观察。注意细胞内的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情况。 

（三）制作黑藻叶片临时装片 

3. 供观察用的黑藻，事先应放在光照，室温条件下培养。 

4. 将黑藻从水中取出，用镊子从新鲜枝上取一片幼嫩的小叶，将小叶放在载玻片的水滴中，

盖上盖玻片。 

（四）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质流动 

5. 用低倍镜观察用高倍镜观察。 

6. 用高倍镜观察用高倍镜观察，注意叶绿体随着细胞质流动，仔细看看每个细胞中细胞质

流动的方向是否一致。 

六、结论 

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册上。 

七、讨论 

1.  细胞质基质中的叶绿体，是不是静止不动的？为什么？ 

2. 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与叶绿体的功能有什么关系？ 

3. 植物细胞的细胞质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这对于活细胞完成生命活动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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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与复原  

一、目的要求 

1、初步学会观察植物细胞质壁分离与复原的方法 

2、理解植物细胞发生渗透作用的原理 

二、实验原理 

当细胞液浓度小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细胞液中的水分就透过原生质层进入外界溶液中，使

细胞壁和原生质层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收缩性大，当细胞不断失水

时，原生质层就与细胞壁逐渐分离开来，也就是逐渐发生了质壁分离。 

当细胞液浓度大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则发生质壁分离复原。 

三、实验材料 

紫色的洋葱鳞片叶 

四、仪器试剂 

刀片、镊子、滴管、载玻片、盖玻片、吸水纸、显微镜 

质量浓度为0.3%的蔗糖溶液，清水 

五、实验步骤 

1、制作洋葱鳞片叶临时装片。 

2、用高倍镜观察，可见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中紫色的中央液泡，还可见原生质层紧贴细胞壁。 

3、从盖玻片一侧滴入蔗糖溶液，从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反复几次，使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浸

润在蔗糖溶液中。 

4、用高倍镜观察，可见中央液泡逐渐变小，原生质层逐渐与细胞壁分离。 

5、从盖玻片一侧滴入清水，从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反复几次，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又浸润在

清水中。 

6、用高倍镜观察，可见中央液泡逐渐胀大，原生质层又逐渐贴向细胞壁。 

六、结论 

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册上。 

七、讨论 

1、如果将上述表皮细胞浸润在细胞液浓度相同的蔗糖溶液中，这些表皮细胞会出现什么现象。 

2、当红细胞细胞膜两侧的溶液具有浓度差时，红细胞会不会发生质壁分离现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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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生物组织中还原糖、脂肪、蛋白质的鉴定 

一、实验原理 

某些化学试剂能够使生物组织中的有关有机化合物，产生特定的颜色反应。糖中的还原糖（如

葡萄糖、果糖），与斐林试剂发生作用，可以生成砖红色沉淀。脂肪可被苏丹Ⅲ染液染成橘黄色

（或被苏丹Ⅳ染液染成红色）。蛋白质与双缩脲发生作用，可以产生紫色反应。因此，可以根据

与某些化学试剂所产生的颜色反应，鉴定生物组织中糖脂肪或蛋白质的存在。 

二、目的要求 

初步掌握鉴定生物组织中还原糖脂肪蛋白质的基本方法。 

三、材料用具 

1．实验材料：苹果或梨，花生种子，浸泡 1～2d 的大豆种子，或用鸡蛋蛋白。 

2．试剂：斐林试剂，苏丹Ⅲ或苏丹Ⅳ染液，双缩脲试剂，95％的酒精溶液，蒸馏水。 

四、方法步骤 

（一） 还原糖的鉴定 

1．制备生物组织样液： 

（1）将苹果洗净，去皮，切成小块。 

（2）取 5g，加入少许石英砂研磨，再加 5mL 的水，继续研磨。 

（3）过滤：用纱布过滤，取滤液。 

2．实验操作方法与步骤 

（1）取 2mL苹果组织液，注入 2mL刚配好的斐林试剂(4~5 滴CuSO4乙液滴入 2mLNaOH甲

液，混合均匀后使用)，振荡，混合均匀。 

（2）水浴加热 2min。观察溶液变化。 

（二） 脂肪的鉴定 

1．制备生物组织实验材料：取花生种子，徒手切片。 

2．实验操作和观察 

（1）染色：滴 2～3 滴苏丹Ⅲ染液，染色 2～3min。 

（2）洗去浮色：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的染液，滴 1～2 滴 50％酒精溶液，洗去浮色。 

（3）制片：吸去多余酒精，滴 1 滴蒸馏水，制成临时装片。 

（4）观察：子叶薄片的颜色。（橘黄色） 

（三）蛋白质的鉴定 

1．制备生物组织样液：加入少许石英砂和 5mL 水，研磨,过滤，取研磨液。 

2．实验操作方法与步骤 

（1）取 2mL 大豆组织样液，加入 2mL 双缩脲试剂 A，振荡均匀，观察颜色变化。 

（2）再加入 3～4 滴双缩脲试剂 B，振荡均匀，观察颜色变化(紫色)。 

五、结论 

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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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讨论 

1．鉴定生物组织中含有糖、脂肪、蛋白质的根据是什么？ 

2．在实验操作和观察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试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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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DNA 粗提取与鉴定 

一、实验原理 

DNA 在氯化钠溶液中的溶解度，是随着氯化钠的浓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当氯化钠的物质的

量浓度为 0.14mol/L 时，DNA 的溶解度 低。利用这一原理，可以使溶解在氯化钠溶液中的析

出。 

DNA 不溶于酒精溶液，但是细胞中的某些物质可以溶于酒精溶液。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进

一步提取出含杂质较少的 DNA。 

遇二苯胺（沸水浴）会染成蓝色，因此，二苯胺可以作为鉴定 DNA 的试剂。 

二、目的要求 

初步掌握 DNA 的粗提取和鉴定方法，观察提取出来的 DNA 物质。 

三、材料用具 

1. 实验材料：新鲜菜花（或菠菜，蒜黄） 

2. 仪器：塑料烧杯，量筒， 玻璃棒，尼龙纱布，研钵，试管，试管夹，酒精灯，石棉网，刀片，

天平。 

3. 试剂：研磨液，95％的酒精，二苯胺试剂，蒸馏水。 

四、方法步骤 

1. DNA 的粗提取 

（1） 准备材料：将新鲜菜花与 95％酒精溶液放入冰箱冷冻室，至少 24 小时。 

（2） 取材：30g 菜花，切碎。 

（3） 研磨：将碎菜花放入研钵，加入 10mL 研磨液，充分研磨 10min。 

（4） 过滤：将研磨液滤入烧杯中。在冰箱放置几分钟，再取上清液。 

（5） 加冷酒精：一倍体积的上清液倒入两倍体积的  冷酒精中，用玻棒搅                          

拌溶液，可见白色絮状物 DNA。 

（6） 过滤：用多层纱布或滤纸，过滤步骤（5）中的溶液，取含 DNA 的粘稠物。 

（7） 再溶解：加入 2mol/L 的氯化钠溶液 20 mL，将粘稠物（即 DNA）溶解。 

（8） 再过滤：过滤上述滤液，取其清液（DNA 溶于滤液中） 

2. DNA 鉴定 

（1） 配制二苯胺试剂： 取 0.1mLB 液，滴入 10mLA 液中，现配现用。 

（或取一滴 B 液，滴入 5mLA 液中） 

（2） 鉴定：取 4mLDNA 提取液放入试管中，加入 4mL 二苯胺试剂，混匀后观察溶液颜

色（不变蓝），用沸水浴加热 10 min。观察颜色变化。（蓝色） 

五、结论 

          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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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观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 

一、实验原理 

在植物体中,有丝分裂常见于根尖、茎尖等分生区细胞.高等植物有丝分裂的过程,分为分列间

期和有丝分裂期的前期、中期、后期、末期。可以用高倍显微镜观察植物有丝分裂的过程，根据

各个时期细胞内染色体（或染色质）的变化情况识别该细胞处于有丝分裂的哪个时期。细胞核内

的染色体容易被碱性染料（如龙胆紫溶液）着色。 

二、目的要求 

1.观察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识别有丝分裂的不同时期。 

2.初步掌握制作洋葱根尖有丝分裂装片的技术。 

3.初步掌握绘制生物图的方法。 

三、材料工具 

1.试剂材料：洋葱（可用蒜、葱代替） 

2.仪器：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玻璃皿 3 个，剪刀，镊子，滴管。 

3.试剂：质量分数为 15%的盐酸，体积分数为 95%的酒精溶液，质量溶度为 0.01g/mL 的或

0.02g/mL 的龙胆紫溶液（或醋酸洋红液）。 

四、方法步骤 

（一）洋葱根尖的培养 

在上实验课之前的 3~4d，取洋葱一个，放在广口瓶上。瓶内装满请水，让洋葱的底部接触

到瓶内的水面。把这个装置放在温暖的地方，注意经常换水，可取生长健壮的根尖制片观察。 

（二）装片的制作 

1、解离  上午 10 时至下午 2 时是洋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活跃期，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剪取洋

葱的根尖 2~3mm，立即放入盛有质量分数为 15%的盐酸和体积分数为 95%的酒精溶液的混合液

（1：1）的玻璃皿中，在室温下解离 3~5min 后取出根尖。 

2、漂洗  待根尖酥软后，用镊子取出，放入盛有清水的玻璃皿中漂洗约 10min。 

3、染色  把洋葱根尖放进盛有质量浓度为 0.01g/mL 或 0.02g/mL 的龙胆紫溶液（或醋酸溶液）

的玻璃皿中，染色 3~5min。 

4、制片  用镊子将这段洋葱根尖取出来，放在载玻上，加一滴清水，并用镊子尖把洋葱根尖弄

碎，盖上盖玻片，在盖玻片上再加一片载玻片。然后，用拇指轻轻地压载玻片，这样可以使细胞

分散开来。 

（三）洋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观察 

1.低倍镜观察。把制作成的洋葱根尖装片先放在低倍镜下观察，慢慢移动装片，要求找到分生区

细胞，它的特点是：细胞呈正方形，排列紧密，有的细胞处于分裂状态。 

2．高倍镜观察。找到分生区细胞后，把低倍镜移走，换上高倍镜，用细准焦螺旋和反光镜把视

野调整清晰，直到看清细胞物象为止。 

3．仔细观察。可先找出处于细胞分裂中期的细胞，然后再找出前期、后期、末期的细胞。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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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各个时期细胞内染色体变化的特点。 

4．在一个视野里，往往不容易找全有丝分裂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细胞。如果是这样，可以慢慢地

移动装片，从邻近的分生区细胞中寻找。 

5、如果自制装片效果不太理想，可以观察教师演示的洋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固定装片。 

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观察教师演示的马蛔虫受精卵的有丝分裂固定装片。 

五、绘图 

在观察清楚有丝分裂各个时期的细胞以后，绘出洋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简图。绘图的要求：

绘植物细胞有丝分裂中期图。 

六、结论 

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册上。 

七、讨论 

制作好洋葱根尖有丝分裂装片的关键是什么？谈谈你自己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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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堵住试管口，轻轻振荡试管，使物质混合均匀。观察并记录哪支试管产生的气泡多。
	4、将点燃但无火焰的卫生香分别放入2支试管内液面的上方，观察并记录哪支卫生香燃烧猛烈。

	六、结论
	     记录和分析实验结果，得出合理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册上。

	七、讨论
	1、做这个实验为什么要选用新鲜的肝脏？
	2、为什么要将肝脏制成研磨液？
	3、滴入肝脏研磨液和氯化铁溶液时，可否共用一个吸管？为什么？

	实验三   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与复原 
	一、目的要求
	1、初步学会观察植物细胞质壁分离与复原的方法
	2、理解植物细胞发生渗透作用的原理

	二、实验原理
	当细胞液浓度小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细胞液中的水分就透过原生质层进入外界溶液中，使细胞壁和原生质层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收缩性大，当细胞不断失水时，原生质层就与细胞壁逐渐分离开来，也就是逐渐发生了质壁分离。
	当细胞液浓度大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则发生质壁分离复原。
	三、实验材料
	紫色的洋葱鳞片叶
	刀片、镊子、滴管、载玻片、盖玻片、吸水纸、显微镜
	质量浓度为0.3%的蔗糖溶液，清水

	五、实验步骤
	1、制作洋葱鳞片叶临时装片。
	2、用高倍镜观察，可见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中紫色的中央液泡，还可见原生质层紧贴细胞壁。
	3、从盖玻片一侧滴入蔗糖溶液，从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反复几次，使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浸润在蔗糖溶液中。
	4、用高倍镜观察，可见中央液泡逐渐变小，原生质层逐渐与细胞壁分离。
	5、从盖玻片一侧滴入清水，从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反复几次，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又浸润在清水中。
	6、用高倍镜观察，可见中央液泡逐渐胀大，原生质层又逐渐贴向细胞壁。

	六、结论
	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填写在实验报告册上。

	七、讨论
	1、如果将上述表皮细胞浸润在细胞液浓度相同的蔗糖溶液中，这些表皮细胞会出现什么现象。
	2、当红细胞细胞膜两侧的溶液具有浓度差时，红细胞会不会发生质壁分离现象？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