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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显微镜操作技术和植物细胞结构观察 

一：目的 

1、了解显微镜构造、初步掌握显微镜操作技术。 

2、学习临时装片的制作，掌握植物细胞基本结构 和观察植物细胞的主要细

胞器及贮藏物。 

二：材料 

洋葱鳞片叶、红辣椒果肉、马铃薯块茎、柿胚乳切片 

三：内容 

1、掌握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1）构造： 

① 机械部分：光源控制、物镜转换器、调焦 

② 光学部分：物镜和目镜以及成像原理 

（2）使用方法和步骤（包括注意事项） 

①对光：打开电源、调节光强度 

② 低倍物镜：放置玻片标本、调焦（先粗后细） 

③ 高倍物镜： 

注意事项：临时装片一定要盖盖玻片，玻片四周的水要擦干，在低倍镜下换

玻片标本。 

2、植物细胞结构的观察 

① 表皮细胞结构：洋葱鳞片叶 

用镊子撕取洋葱内表皮一小块（0.5cm2），用蒸馏水做临时装片（制作

过程略）。观察：（低倍镜下）一层细胞，近长方形，紧密排列无细胞间隙；

选择其中一个细胞，转换到高倍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核、细胞质、液泡

（如不清晰，则可用I-KI溶液染色再观察）。 

② 胞间连丝和纹孔的观察：柿胚乳切片、红辣椒果肉 

胞间连丝：柿胚乳细胞，多边形，细胞壁明显加厚（初生壁），细胞腔

小。主要观察相邻两细胞间贯穿的胞间连丝，其通过的地方为初生纹孔场（无

次生壁，纹孔还没有形成）。 

1  



纹孔：红辣椒果肉。取 0.5cm2果肉（带皮），内果皮朝上放在载玻片

上，用刀片尽量割去果肉，制成临时装片观察（两细胞壁上的小孔即为单纹

孔对）。 

③ 质体的观察：  

有色体：红辣椒果肉。细胞内的许多圆形或棱形的橙红小颗粒，即为有

色体。 

3、贮藏物质的观察：马铃薯块茎 

淀粉粒：在马铃薯切口上刮取少量浆液，尽量薄、少，用蒸馏水做临时涂

片观察，可见淀粉粒为卵圆形和椭圆形的小颗粒，有脐点和轮纹；用 KI-I 溶液

染色，为蓝紫色。 

四、作业 

1、如何才能制作一张好的临时装片？ 

2、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是由哪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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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植物形态解剖基本技能的综合训练和植物成熟组

织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学习并掌握徒手切片临时制片的方法。 

2、学习生物绘图方法。 

3、观察并掌握植物体各成熟组织的分布及特征。 

二：材料 

尖叶红叶苋、小麦叶切片、南瓜莖横切面，南瓜莖纵切面，洋葱根尖压片 

三：内容 

1、徒手切片临时装片：尖叶红叶苋 

① 小培养皿内盛适量清水。 

② 材料准备：取新鲜幼嫩的莖，用刀片切成 2—3cm 长的小段，将其切面削   

平待用。 

③ 切片（要点）： 

滑润（切片前在材料和刀口上蘸一些水）； 

垂直(把握材料时材料不要高出手指太多，且和刀口垂直)； 

方向（自外侧左前方向内侧右后方斜切）； 

动作(左手保持稳定，不要两手同时拉动，中途不应停顿，要快)。 

④ 临时制片：选材(薄、透、平整)，染色。 

⑤ 镜检：观察（表皮细胞一层、薄壁组织、厚角和厚壁组织）。 

2、成熟组织的观察 

①保护组织： 

a、单子叶植物：小麦叶切片（初生保护组织）  

表皮细胞长波浪形， 

气孔器（哑铃形保卫细胞、副卫细胞和气孔）， 

小细胞【栓质细胞（较长、活）和硅质细胞（短、两端粗 

中间细、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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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双子叶植物：表皮细胞彼此镶嵌，无细胞间隙，表皮细胞间有气孔器

（两肾形保卫细胞和气孔） 

② 机械组织：南瓜莖横切面和纵切面 

厚角组织：绿色、壁角隅加厚活细胞构成的组织 

厚壁组织：红色、壁均匀加厚死细胞构成的组织（维管束的 

一部分） 

两者之间薄壁组织：染色浅、细胞较大、壁薄、有细胞间隙 

输导组织：南瓜莖纵切片 

观察木质部各类导管，韧皮部筛管和伴胞 

3、有丝分裂各时期的观察：洋葱根尖压片 

4、生物绘图（点线法） 

要求：科学性、准确性、形象性、艺术性 

步骤： 

① 根据比例确定位置：（图右侧要留注字位置，下方要留题注空间） 

② 勾出轮廓：（轻，确定各部分的比例是不是与实物相符） 

③ 实描：（线条粗细要均匀、光滑、清晰，如不能一笔描完，在接头处 

也不能有痕迹） 

④ 衬影：（颜色的深浅或明暗用小圆点表示：暗，颜色深，点密集； 

亮，颜色浅，点稀或无）（要求点圆而细，打点时铅笔要直） 

⑤ 注字和题注：（只能用铅笔注字，如可能一律用线条引导右侧注字） 

四、作业 

1、绘几个厚角组织、厚壁组织和薄壁组织的细胞，并标注。 

2、要徒手切出一张好的切片，要掌握那些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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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根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侧根的发生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掌握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和单子叶植物根的结构特点。 

2、了解维管形成层的发生及双子叶植物根的次生结构。 

二：材料 

毛莨根横切片，韭菜根横切片，蚕豆老根横切片，单双子叶根横切片，蚕豆

侧根，根瘤切片 

三：内容 

1、双子叶根初生结构：毛莨根横切片（幼根） 

①表皮：排列紧密，无细胞间隙，根毛 

②皮层：外皮层：排列紧密无细胞间隙的薄壁细胞 

          皮层薄壁细胞：细胞大疏松、有细胞间隙 

          内皮层：细胞小、排列紧密无细胞间隙、细胞壁上有凯氏带或点

（黄橙色） 

③ 中柱：中柱鞘，初木（辐射状）和初韧相间排列（发育方式），   

初生木质部和初生韧皮部之间的为薄壁细胞 

2、单子叶植物根的结构：韭菜根横切片 

     观察表皮、皮层（马蹄形增厚细胞和通道细胞）、中柱 

3、双子叶植物根的次生结构：蚕豆老根横切片 

     观察周皮、次生维管组织（从外到内的结构） 

4、单双子叶植物根比较：单双子叶根横切片 

对形成层和内皮层比较 

5、侧根发生：蚕豆侧根（观察发生的位置）。           

四、作业 

1、绘毛莨幼根横切片轮廓图并标注。 

2、一张未贴标签的幼期植物根的横切制片，如何在显微镜下判定它是双子

叶植物还是单子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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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茎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掌握双、单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 

2、了解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结构。 

二：材料 

向日葵茎横切片，单子叶茎横切片（玉米），丁香芽纵切片，椴树茎横切片 

三：内容 

1、枝芽的结构：丁香芽纵切片（示范） 

2、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向日葵茎横切片（幼茎） 

低倍下分清表皮、皮层和维管柱；维管束为束状，环状排列为一圈，束间为

髓射线，中央为发达是髓。 

高倍镜下详细观察表皮、皮层和维管柱（维管束的初韧、束中形成层和初木），

髓射线和髓。 

① 表皮：角质层明显，细胞排列紧密无间隙，表皮毛，气孔； 

② 皮层：厚角组织：靠近表皮有几处细胞壁加厚不均匀； 

         薄壁细胞：细胞大而疏松、有细胞间隙 ；                 

③ 维管束：初木和初韧相对排列，无限外韧维管束； 

           初韧 ：初生韧皮纤维、初生韧皮部的其它组成， 

初生韧皮部的发育方式 

束中形成层 ：薄壁细胞组成 

           初木 ：观察其组成和发育方式 

④ 髓：茎中心的薄壁细胞 

髓射线：两个维管束之间、从髓到皮层的薄壁细胞 

3、单子叶植物茎的结构：单子叶茎横切片（玉米） 

①表皮：角质层和气孔 

②基本组织：靠近皮层的细胞壁木栓化成厚壁细胞，其它薄壁，无皮层和髓

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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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维管束：分散无规则分布在基本 组织中（靠近皮层维管束越多，越小）。 

确定其中一个维管束，观察详细的细胞结构： 

有限外韧维管束：维管束鞘 

韧皮部的筛管和伴胞 

V 形木质部及原生木质部腔隙 

两者的发育方式。 

4、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结构：椴树茎横切片（三年生），（从外到内的结构） 

①周皮：次生保护组织组成、皮孔，外有表皮残片 

②皮层：厚角和薄壁细胞 

③韧皮部：韧皮纤维红色、初生韧皮部、主要为次生韧皮部、韧皮射线 

④形成层：束中和束间成一圈 

⑤木质部：主要为次生的，年轮及其早晚材，早材的导管管径大染色浅

排列疏松、晚材导管的管径小染色深排列致密，木射线髓

及髓射线： 

四、作业 

1、  绘向日葵茎横切片轮廓简图并标注。 

2、  绘一个单子叶植物维管束细胞结构图并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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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叶解剖结构和营养器官变态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掌握双子叶植物叶的解剖结构和单子叶植物叶的结构特点。 

2、观察根、茎、叶各种变态器官的形态、构造，并掌握其判断依据。 

二：材料 

棉叶横切片，水稻叶横切片，单双子叶横切片，松针叶横切片，夹竹桃叶横

切片，桑叶柄离层，各种变态器官 

三：内容 

1、双子叶植物叶的结构：棉叶横切片（异面叶） 

①表皮：表皮细胞，气孔器等附属结构 

②叶肉：栅栏组织：形态 

           海绵组织：形态 

③叶脉：主脉：维管组织（木上韧下、形成层）和机械组织 

           侧脉：维管束鞘（薄壁细胞组成） 

2、单子叶植物叶结构：水稻叶横切片，单双子叶横切（玉米） 

①表皮：表皮细胞、气孔器和泡状细胞 

②叶肉：细胞形态（峰、谷、腰） 

③叶脉：C3植物：无花环结构，维管束鞘为两层细胞，内厚壁外薄壁，

有少量叶绿体。 

C4植物：有花环结构，维管束鞘为一层细胞、大的薄壁细胞、

有大量叶绿体，外紧邻一层叶肉细胞。 

3、松针叶的结构：松针叶横切片 

观察表皮及下皮层：表皮细胞角质层发达，具有厚壁细胞，气孔下陷。叶肉

细胞壁向内陷。维管组织有两个。 

4、旱生植物叶结构特点：夹竹桃叶横切片 

表皮（复表皮、气孔窝），叶肉（栅栏、海绵、栅栏），叶脉（双韧维管束） 

5、叶柄离层：桑叶柄离层。（示范） 

6、营养器官变态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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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 

1、绘棉叶横切片图并标注。 

2、将观察的各种植物变态器官，列表说明变态的类型功能、特征及鉴别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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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花器官的形态结构、花药和花粉粒结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掌握未成熟花药、成熟花药和花粉粒的结构。 

2、了解花的组成和花芽分化过程。 

二：材料 

百合花药减数分裂Ⅰ、Ⅱ，百合成熟花药横切片 

三：内容 

1、未成熟花药的结构：百合花药减数分裂Ⅰ、Ⅱ 

肉眼观察花药切片：蝶形 

低倍镜观察： 

药隔（花药中部，由薄壁细胞构成，内有维管束）   

花粉囊（4 或 2） 

在高倍下观察其主要结构：             

花粉囊壁：表皮：表皮细胞，气孔器等附属结构 

药室内壁：一层，大型细胞 

中层：两三层较小扁平细胞 

绒粘层：一层，质浓，长柱形 

药室：花粉母细胞（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各个时期，二分体和四

分体，胼胝质壁 

2、成熟花药结构：百合成熟花药横切片 

①花粉囊壁：表皮：同上，加唇细胞 

纤维层：条状加厚 

中层和绒粘层：解体中 

②药室：有 2－胞花粉，同侧花粉囊合为一室，唇细胞开裂。 

③花粉粒结构：具有内外壁，内有营养细胞和生殖细胞 。      

四、作业 

1、 绘百合未成熟花药横切面轮廓图。 

2、 绘一个成熟花粉粒的细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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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胚囊发育和胚胎发生与发育及其结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掌握子房、胚珠和胚囊的结构。 

2、掌握双子叶植物胚的发育过程及结构。 

二：材料 

百合子房横切片，百合胚囊发育，荠菜幼胚和老胚纵切片 

三：内容 

1、子房结构观察：百合子房横切片 

子房：心皮三个，子房室三个。  

子房壁：每个心皮维管束（3），背缝线和腹束 

子房室：一个子房室有两个倒生的胚珠 

胎座：腹缝线上胚珠着生的突起部分 

胚珠： 

2、胚珠结构观察：百合胚囊发育 

胚珠：珠柄、内外珠被、珠孔、珠心、合点、胚囊 

      胚囊：七胞八核（助细胞 2、卵细胞 1、极核 1、反足细胞 3） 

3、双子叶植物胚观察：荠菜幼胚和老胚纵切片     

a) 胚发育阶段：球形胚（原胚）、心形胚、鱼雷形胚、马蹄形胚（子叶期

胚），胚柄、泡状细胞 

b) 成熟胚结构：胚芽、子叶、胚轴、胚根，外有胚乳 

四、作业 

1、绘百合胚珠结构轮廓图。 

2、以单胞型胚囊为例，说明成熟胚囊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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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低等植物：藻类、菌类和地衣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学习并掌握蓝藻、绿藻和褐藻植物的重要特征，了解它们在植物界的地位。 

2、掌握细菌、真菌和地衣植物的主要特征。 

二：材料和用品 

材料：颤藻、念珠藻、衣藻、水绵、细菌和黑根霉的永久制片，海带标本，

菇类植物和地衣标本 

用品：显微镜、镊子、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吸水纸、蒸馏水、I-KI 溶液

等。 

三：内容 

（一）藻类植物： 

1、蓝藻门：是一类构造简单的原核植物，植物体为单细胞或群体。 

①、念珠藻属：念珠藻永久装片，显微镜下观察辨认每条藻丝中的细胞的类

型，即营养细胞、异形胞和厚垣孢子。（详见植物学实验 P119）。 

②、颤藻属： 颤藻永久装片，在低倍镜下观察，可见藻体由一列短简（盘）

形细胞组成不分支的丝状体，外无胶质鞘。转换高倍镜观察，注意藻丝体细

胞中有无双凹形的死细胞或隔离盘？并分清何为一个藻殖段？ 

2、绿藻门：是藻类植物中种类最多的一大类群。它们所含色素细胞壁成分、贮

藏营养（淀粉）、顶生鞭毛和高等植物相同被认为是高等植物的祖先。 

①衣藻属 

衣藻永久片，衣藻是卵形、球形的单细胞绿藻，细胞壁薄，前端是两条鞭，

叶绿体多为杯状，在叶绿体基部有一个大蛋白核，色淡；在叶绿体近前部侧面有

一个红色眼点；在细胞前端细胞质中常可见到两个发亮的伸缩胞。 

②水绵属 

水绵为多细胞不分支的丝状体。水绵永久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丝状体

由许多园筒形的细胞连接而成。每个细胞内有一条带状叶绿体，为螺旋状悬浮于

细胞质中，其上有发亮小颗粒，为蛋白核，细胞中有液泡、中央有一个细胞核（加

I-KI 是蓝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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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取水绵生殖永久制片观察，可见两条藻丝的细胞中部侧壁突起；两相对细

胞突起接触形成接合管；两相对细胞（配子囊）的原生质体浓缩成配子；一个配

子通过接合管向另一配子囊流入；一条藻丝的配子囊变空，另一条藻丝的配子囊

中形成合子。想想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3、褐藻门    

观察海带标本，可见孢子体分为假根状的固着器，矩柱形的柄及扁平带片三

部分组成。注意带片两面深褐色的斑块，为具有孢子囊的区域。 

（二）菌类植物 

1、观察三种细菌（即球菌、杆菌和螺旋菌）的形态。 

2、真菌： 

① 观察黑根霉标本片，注意其多分枝不分隔的菌丝体，假根、孢子囊和孢

囊孢子的形态特征。 

② 观察示范桌上菇类的子实体，注意其形态特征。 

（三）地衣：观察示范桌上地衣标本，注意其形态特征。 

四、作业 

1、 绘念珠藻或颤藻一般丝状体构造图，并注明各部分名称。 

2、 根据观察材料总结蓝藻门、绿藻门和褐藻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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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高等植物：苔癣植物和厥类植物 

（颈卵器植物）的观察 

一：要求（目的） 

1、学习并掌握地钱、葫芦藓植物的主要特征，了解它们在植物界的系统地位。 

2、掌握蕨类植物——芒萁、海金沙的形态和结构。 

二：材料 

    地钱、葫芦藓的茎叶体、孢子体的标本，地钱雌、雄器托纵切片，藓雌器雹、

雄器苞纵切片。 

三：内容 

（一） 苔藓植物： 

1、地钱：观察地钱叶状体和地钱雌器托、雄器托、孢子体。 

2、葫芦藓：观察葫芦藓配子体（植物体）和孢子体及有性生殖器官。 

（二） 厥类植物： 

1、观察芒萁、海金沙等蕨类植物体的外形。注意根状茎、大型羽状复叶、

孢子叶和叶背的孢子囊群。 

2、显微镜下观察蕨原叶体标本片，注意其形态和构造，特别注意假根、精

子器和颈卵器的形状和位置。 

四、作业 

1、 绘雌配子体及颈卵器托或雄配子体及精子器托。 

2、 以地钱和葫芦藓为例，比较苔纲与藓纲形态结构主要区别。 

3、 真蕨纲主要有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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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被子植物分类的形态学术语和分科的基本方法，以及分

类检索表使用和被子植物的检索 

一：要求（目的） 

1、正确理解和掌握主要形态学术语，为学习植物分类打好基础。 

2、了解植物分科的基本方法。 

3、学习工具书分类检索表方法的使用，同时进行单、双子叶植物的检索。 

二：材料 

油菜、月季、红花羊蹄甲（大花紫荆）、康乃馨  

三：内容 

1、主要形态学术语：根茎叶花果种子 

2、植物分科的基本方法步骤： 

①观察所给植物花部的形态结构（从外到内）：花被（花萼和花瓣）→

雄蕊→雌蕊，注意各部分的数目、排列和离合等情况，再观察子房的

位置及子房室数等。 

②用检索表检索该植物的科名 

③用植物志、图鉴等工具书核对检索结果 

④写出该植物的花程式和花图式（见理论课课件） 

3、分类检索表的使用：见理论课课件 

4、植物的检索 

双子叶植物的检索： 

油菜：草本，单叶互生，总状花序，花两性辐射对称，花萼花瓣分离各四片，

十字形花冠，六枚雄蕊、为四强雄蕊，子房上位下位花，复雌蕊两心皮合生成侧

膜胎座、假隔膜使子房室形成假二室。 

月季：灌木，叶互生，具皮刺，单花顶生，花两性，辐射对称，花托凹陷成

壶形，花被与雄蕊愈合成壶状的花筒，萼裂片 5；花瓣 5，分离，覆瓦状排列；

雄蕊多数，子房上位周位花，心皮多数分离，每心皮含胚珠 l—2 个，聚合瘦果。 

15  



大花紫荆：落叶木本，单叶互生，叶心形，花红色，花两侧对称，花萼结合

成筒状联合五裂，花瓣五、假蝶形（旗瓣在内呈上升的覆瓦状），雄蕊十（只有

五个发育），分离，雌蕊 1 心皮 1 室，上位子房，荚果。（有的不结果） 

康乃馨：草本，节膨大，单叶对生，叶狭长形，两性花辐射对称，萼片结合

成筒具 5 齿，花瓣 5 分离，雄蕊 10 排列为 2 轮，复雌蕊，子房上位，特立中央

胎座，蒴果 

四、作业 

1、用数字表达各植物分类检索的路径。 

（如油菜：12－128－1292－2082－2302－2322－2432－249－250－2512－

2522－253  → 十字花科） 

2、写出大花紫荆的花程式及其所属科，并描述该科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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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一  单、双子叶植物的检索 

一：要求（目的） 

练习使用工具书分类检索表，同时进行单、双子叶植物的检索。 

二：材料 

一串红、菊花、兰花、百合  

三：内容 

（一）双子叶植物的检索 

1、菊花：草本，头状花序，管状（两性花） 

     和舌状花（花瓣都联合），聚药雄蕊，子房下位，瘦果。 

2、一串红：本，茎四棱，叶对生，轮伞花序，花两性 

     两侧对称，花萼联合成筒状、红色、宿存，二唇形花冠，花的雄蕊从花瓣

长出，两枚雄蕊，子房上位，柱头两裂两心皮。 

（二）单子叶植物的检索 

1、百合：草本，具鳞茎，花辐射对称，花被六、两轮漏斗状、萼瓣不分，雄蕊

六与花被对生，雌蕊一，上位子房、三室（胚珠发育）  

2、兰花：草本，叶带形，总状花序，花两性，两侧对称，有唇瓣，雌雄蕊结合

（合蕊柱），花粉块，子房下位  

四、作业 

1、用数字表达各植物分类检索的路径。 

（如某植物 12－128－1292－2082－2302－2322－2432－249－250－2512－

2522－253  → 某某科） 

2、写出百合的花程式及其所属科，并描述该科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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