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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果树种类和果园 

 

实验目的和要求 

通过参观果园，了解现代果园生产概况，果园结构布局，生产设施及管理方法；认识几

种主要果树种类及其特点。 

 

实验地点 

校园附近生产果园、植物园或果树种子资源圃。 

 

实验内容 

（1）果园参观。 

①请果园技术人员介绍果园生产概况、生产设施及现代管理方法。 

②果园建设和布局参观。果园的土地规划，果园的地貌、地形、土壤、气候和光照条

件等；果园的总面积，其中果树的实际栽培面积应占总面积的 80%，防护林面积占 10%，

道路占 5%，其它等占 5%；栽培区域的划分，小区面积、小区形状、不同果树种类所占面

积。 

a.道路系统规划：果园的道路应由主路、干路和支路组成。主路一般宽 5～7m，位置

适中，贯穿全园，可通过大型货车；干路宽 4～5m，可通过小型汽车和一般农机具；支路宽

1～1.5m,主要为人行道，并可通过小型农机具。 

b 果园防护林：防护林主带应与本地区有害风向垂直，观察林带的宽带和密度等。 

c.排灌系统：如为明渠灌溉，注意干渠与支渠的分布；管道灌溉时，注意管道（喷灌，

滴灌）的铺设方式，距离等，排水的方式（明排、暗排）。 

d 授粉树配置：隔行，隔株或随意配置。 

（2）果树种类识别 

① 观察项目：a.生产习性：乔木、灌木、藤木、草本。b.树形：疏层形、开心形、圆

头形、圆柱形、纺锤形、扇形、棚架形和篱架形等。c.枝条：直立、开展、下垂；密、中、

稀；有无刺等。d.叶：叶型（单叶、复叶）、质地、叶形、叶缘、叶脉、叶面（色泽、茸毛

等）。e.花：花序、花或花序的着生位置、花的形态和构造。f.果实:种类（仁果、核果、浆

果、坚果和柑果等）、大小、形状、果肉核果皮等。g.种子：大小、多少、形状和种皮和色

泽等。 

② 主要品种特征 

a. 桃：核果类代表树种，落叶小乔木。干性弱，根系浅。萌牙力和发枝力较强。一年

能抽生 2～3 次梢。其叶为它披针形，花芽多着生在侧芽位置上。果皮表面被有茸毛（油桃

除外），果实的形状有圆形、长圆形、蟠桃呈扁圆形，其果实色有红白、黄、紫等颜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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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外部有一层坚硬的由石细胞组成的硬核。 

b. 葡萄：浆果类代表树种，为落叶的多年生攀援植物。其茎称为蔓，包括主蔓、分蔓、

侧蔓、结果母枝（蔓）和新梢。结果母枝是由上一年成熟的枝蔓经过剪截而成，其上发生新

梢，新梢的节上着生叶片和芽眼，对面着生花序或卷须。葡萄的叶为掌状单叶，三裂、五裂

或无裂刻；叶面有茸毛或无茸毛。葡萄的花序为复总状花序和圆锥花序，发育完全的花序有

花蕾 200～1500 个。卷须形态上与花序是同缘的。果穗一般由穗梗、穗轴、副穗和主穗组成。

浆果的色泽、形状多样。葡萄的支架有棚架、篱架、棚篱架等，支架所用材料有水泥杆、石

柱、木材和铁丝等。 

c. 核桃：又称胡桃，为坚果类代表树种。落叶乔木，树高可达 10～20 米，最高的 30

米以上。树冠多圆头形或广卵形。树皮灰白色，光滑。枝条粗，新梢呈绿褐色、褐色，有较

稀的白色皮孔。叶片为奇数羽状复叶，小叶对生，复叶互生。核桃的芽有混合芽、叶芽、雄

花芽和潜伏芽。果实近圆形，黄绿色，有浅绿色斑纹；外果皮密生短毛，中果皮肉质苦涩，

内果皮为鲜棕黄色坚硬的核，有线纹，表面凹凸不平。种仁为脑状肥大子叶，被黄色或黄褐

色的薄种皮。 

d. 柑橘：为柑果类的代表，常绿乔木或小乔木。通常所称柑橘，并非一种果树，而是

指柑橘属的一些经济栽培种，包括柠檬、甜橙、柚，葡萄柚和宽皮橘等。柑橘的枝一年生长

2～4 次。其花芽通常在秋冬季分化，大多着生在当年的新梢上。柑橘类果实大的如柚子，

重 1kg 以上；小的如山金柑，重不到 1g 柑橘类果实的内瓤囊数量不一，柚子最多的 13～25

个，甜橙和橘为 8～13 个，柠檬 7～13 个，金柑 3～7 个。 

    e. 苹果：为仁果类的代表树种，高大乔木或小乔木。树冠多圆头型或疏层形，矮生短

枝型一般为柱形或纺锤性。树干灰褐色，枝梢分为营养枝和结果枝。叶呈椭圆形或卵圆形，

叶缘有钝圆锯齿。苹果的花芽为混合花芽，一个花序上通常 5~6 朵花，形成伞形总状花序。

果实的形状有圆形、扁圆形、长圆形、圆锥形和不匀称形等；果皮有绿、黄、红、等色。 

 

作业 

（1）写出各观察树种的树形特点。 

（2）描述参观果园的基本概况和管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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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花卉种类识别 

 

实验目的和要求 

了解并识别常见花卉的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初步认识不同花卉的栽培方法。 

 

实验地点 

校园内花圃、花房、药用植物园、植物园或花卉生产基地。 

 

实验内容 

（1）露地花卉 

① 一年生草花：指一个生长季内完成其生活史的花卉植物，又叫春播花卉。常见的有

翠菊、鸡冠花、凤仙花、一串红、百日草、万寿菊、麦秆菊、波斯菊、牵牛花、银边菊、千

日红和半枝莲等。 

② 二年生草花：指在两个生长季节内完成生活史的花卉植物。播种当年只进行营养生

长，越冬后开花结果死亡，又叫秋播花卉。如金鱼草、美女樱、金盏菊、雏菊、三色堇、紫

罗兰、石竹、矢车菊、月见草和虞美人等。 

③ 宿根花卉：指地下茎和地下根正常生长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如萱草、蜀葵、锦葵、

景天类、菊花、天人菊、射干、桔梗、松果菊、金鸡菊和荷菊花等。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常说的菊花是指秋菊，原产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喜凉爽，品

种极多。株高 30-90cm，茎直立，密被白色短柔毛；叶羽状深裂或浅裂；花冠有白黄色、淡

红、浅紫色至紫红色。花果期一般在 9-10 月份。 

④ 球根花卉：指地下茎或地下根发生变态、成球状或块状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常见春

植球跟花卉有：晚香玉、美人蕉、大丽花和葱兰等；常见秋植秋跟花卉有：郁金香、风信子、

百合等。 

⑤ 花木类：指茎干木质化而坚硬的植物，包括灌木和小乔木。如连翘、玉兰、碧桃、

榆叶梅、丁紫荆、樱花、西府海紫藤、牡丹、木蔷金银花、木香、蔷薇、紫薇、金银花、忍

冬、凌霄、月季、珍珠梅和铁线莲等。 

⑥ 水生花卉：指在水中或沼泽地中生长的花卉。如荷花、睡莲、千屈菜和凤眼莲等。 

（2）温室花卉。温室花卉是指原产于热带或亚热带及南方温暖地区的花卉。在北方寒冷

地区需在温室种培养或冬季需在温室中保护越冬。①一二年生花卉：如瓜叶菊、蒲包花、彩

叶草等。②宿根花卉：如万年青、君子兰、非洲菊和报春花等。③球根花卉：如仙客来、朱

顶红、大岩桐、球根海棠、马蹄莲和小苍兰等。④兰科植物：如春兰、惠兰、墨兰、建兰、

寒兰和石斛等。⑤多浆植物：也叫多肉植物，茎、叶肥厚而多浆，具有发达的贮水组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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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类、大叶落地生跟、石莲花、霸王鞭和金边龙舌兰等。⑥蕨类植物：如铁线蕨和蜈蚣

草等。⑦半灌木花卉：如香石竹、倒挂金钟和秋海棠等。⑧花木类：如一品红、变叶木、扶

桑、叶子花、山茶花、杜鹃、茉莉、米兰、含笑、桂花、广玉兰、柑橘类、棕榈类和龟背竹

等。 

 

作业 

从所看到的露地花卉和温室花卉中各选两种填入下列表中。 

 

花卉记载表 

中文名称： 

拉丁文学名： 

株高： 

株幅： 

颜色： 

形态： 

习性： 
茎 

其它： 

叶序： 

叶形： 叶 

其它： 

花序： 

花形： 

花色： 

花大小： 

花 

花期： 

气味： 

繁殖方法： 

栽培方式： 

其它： 

 

 

 

 

4  



实验三   园艺植物产品器官识别 

实验目的和要求 

了解园艺植物产品器官的类型，观察不同类型产品器官的外形及内部结构特点。 

 

实验材料和用具 

各种园艺产品实物、标本、图片等；用具有水果刀、卡尺、铅笔等。 

 

实验内容 

园艺产品的用途很多，可以食用、药用、观赏、美化环境和作为工业原料等。所以，

园艺产品的类别也就很多，园艺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都是产品。有时多种产

品属于一种用途，有时一种产品又有多种用途，对此应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但限于条件和时

间，本次实验以可食用的园艺产品为主。 

（1） 以变态根为产品器官。①肥大直根：萝卜、胡萝卜、根用芥菜、人参、大黄和

当归等。②块根：豆薯、甘薯、大丽花等。 

（2）以茎和变态茎为产品器官。①嫩茎：莴笋、茭白、白刁柏和竹笋等。②地下变态

茎：马铃薯、莲藕、姜、芋或荸荠、白术和天麻等。 

    （3）以叶作为产品器官。①叶用菜类：大白菜、甘蓝、芹菜、韭菜、菠菜、芥菜和芫

荽等。②观叶花卉：景天、龙舌兰、橡皮树和草坪草等。 

（4）以花作为产品器官。①蔬菜：黄花菜、花椰菜、朝鲜蓟等。②花卉：月季、菊花、

牡丹、碧桃、荷花、黄刺梅、三色堇和郁金香等。 

（5）以果实和种子为产品器官。①核果：桃、李、杏、樱桃和枇杷等。②仁果：苹果、

梨、山楂和木瓜等。③：南瓜、黄瓜、西瓜、甜瓜和冬瓜等。④茄果：茄子、番茄、枸杞和

辣椒等。⑤柑果：柑橘、柠檬、柚子、橙和金柑等。⑥坚果：核桃、板栗等。⑦其他果类：

菠萝、草莓、无花果等。⑧种子：豆类、杏仁、银杏、莲子和胡椒等。 

（6）以子时体为产品器官。蘑菇、草菇、香菇、木耳、茯苓和灵芝等。 

 

作业 

（1）画出黄瓜、胡萝卜和梨（或苹果）的横切面图，并标出各部位名称。 

（2）将所看到的园艺产品，不同类型中各选几种填入表内。 

中文名称 拉丁文学名 产品器官 产品器官特化 产品器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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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园艺植物的嫁接技术 

 

实验目的 

了解几种嫁接方法，如劈接、“T”字形芽接、嵌芽接、瓜类的靠接和插接及仙人掌的

置接。 

 

实验材料及用具 

嫁接刀、塑料薄膜（剪成条）园艺植物的枝条或幼苗。 

 

实验内容 

（1） 芽接。用一个芽的芽片做接穗的嫁接方法。其优点是方法简便，技术容易掌握，节

约接穗材料，快速，成活率高，常用的方法有“T”字形芽接，方块形芽接，“I”字形芽接，

套芽接，槽形芽接，带木质部芽接和嵌芽接等。 

①“T”字形芽接：a。砧木处理：要求砧木离皮。首先在砧木适当部位切一“T”字形

切口，深度以切断韧皮部为宜。b.接穗削取：在芽上方 0.5cm 处横切一刀，再在芽下方 1.0cm

处向上斜削一刀，削到与芽上面的切口相遇，用右手扣取芽片。c.接合：将盾形芽片插入“T”

形切口，将芽片上端与“T”形切口的上端对齐，然后用塑料条捆绑好。 

②嵌芽接：对于枝梢带棱角或沟纹的树种，如板栗和枣等，或砧木和接穗材料均不离皮

时，一般采用嵌芽法。a。接穗削取：用刀在接穗芽的下方约 1.0cm 处以 45℃角斜切入木质

部，在芽上方 1.2cm 处向下斜削一刀，至第一切口。取下盾形芽片。b.砧木处理：砧木的削

法于接穗相同。应注意的是砧木切口大小一定要与接穗芽片大体相近，或稍长于芽片为好。

c.嵌合：将芽片嵌入切口，形成层对齐。插入时使芽片上端露出一线砧木皮层。 

（2）枝接。把带有数芽或一芽的枝条接到砧木上。常用方法有劈接、切接、腹接、舌接

和插皮接等。劈接的具体操作方法是： 

①砧木处理：剪断砧木后，削平截面，在中心纵劈一刀，劈口深约 2cm.。 

②接穗削法：将接穗的下端削成楔形，有两个对称的马耳形削面，削面一定要平，削后的

接穗外侧应稍厚于内侧。 

③接合：撬开砧木劈口，将接穗插入砧木，使接穗厚的一侧在外，薄的一面在里，并使接

穗的削面略露出砧木的截面，然后使砧木和接穗的形成层对齐，再用塑料条缠严、绑好。 

（3）瓜类的嫁接 

①靠接：主要用于嫁接不易成活的种类，如草本植物蔬菜和花卉等。因其嫁接后先不

断根，相对比较容易成活。瓜类的靠接方法是 a.播种育苗：将黄瓜种子浸种催芽后播于育苗

盘中，做接穗。南瓜种子晚 3-5 天播种，做砧木。当砧木和接穗的苗长到子叶展平、真叶吐

露时进行嫁接。b.砧木处理：在上胚轴上距子叶 1cm 的地方，用刀片做 40°角向下斜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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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至胚轴直径的 1／2 处。c.接穗处理：在其上胚轴处距子叶 1cm 的地方，用刀片做 30°

角向上斜切一刀，深至胚轴直径的 2/3 处。 d.接合：将砧木和接穗插在一起即可，然后用

专用嫁接夹夹好或用塑料条绑好。f.接后管理：将嫁接后的苗放在适当的温度下，保持 100%

的空气相对湿度，并适当遮光。3 天后适当减小湿度，恢复自然光照。10 天后将已嫁接成活

的苗，去掉砧木的上部，断掉接穗的根部。 

②插接：a.播种育苗：砧木南瓜提早 2-3 天播种，然后播种接穗黄瓜。黄瓜播种 7-8 天

后，两片子叶时即可嫁接。b.砧木处理：用刀片或竹签除去砧木苗的真叶和生长点，以及叶

腋的侧芽等。然后用削好的竹签从右边子叶中脉处与子叶呈 45-60℃角向左侧子叶下方穿刺，

注意不要刺破左侧子叶下部胚轴的外表皮。c.接穗处理：用刀片在黄瓜苗子叶下 3cm 处去掉

下胚轴及根部，然后在子叶下方 1-1.5cm 处向下削成一个斜面（斜面要与子叶展开方向平

衡），斜面长 0.3-0.5cm。d.插接：把接穗斜面朝下插入砧木孔中，并使砧木和接穗的斜面吻

合，再用夹子夹住两个吻合面。 

（4） 置接。置接为仙人掌类的独特嫁接方法。 

①横切三棱箭，切面要平滑，然后将边缘的棱斜削。 

②将接穗基部横切平面，放置在砧木切口上，使砧木和接穗切口的维管束完全吻合，

并用线绑扎好。 

③接后管理：接后也需遮光保湿。1 周后可视成活情况解除绑线。 

 

 

作业 

（1）什么是芽接、枝接？ 

（2）每种嫁接方法各交一接好的实物，注明嫁接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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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园艺植物的扦插育苗 

 

实验目的 

了解园艺植物扦插育苗的原理，掌握扦插育苗的基本方法、步骤。 

 

实验材料及用具 

育苗钵、育苗或苗床，扦插基质，扦插材料（月季、菊花、葡萄等）。迷雾装置或保湿

设备。 

 

实验内容 

扦插育苗主要是利用植物的再生能力，将植物的一部分如根、茎、叶等插入基质中，在

适当的环境条件下，使其生根成活，成为新的个体。扦插的主要方法有叶插、茎插和根插。

适宜叶插和根插的植物种类较少，生产上常用的茎插（包括茎尖插和叶芽插等）。茎插中又

分为绿（嫩）枝扦插和硬枝扦插。 

（1）绿枝扦插。 

①选取比较容易成活的园艺植物，取其5～10cm的茎尖或茎段，带2～4片叶，将其下端用

刀片削一单面楔形即可。 

②在扦插容器中放入扦插基质，浇足水分。 

③将插条在配好的生根粉中或生长素溶液中蘸几秒钟，然后迅速插入基质中，深度以插

条1/3～1/2为宜。 

④插后适当遮光，并保持100%的空气相对湿度。因为绿枝扦插是在生长季节中，温度适

宜，大约15天后生根成活。 

（2）硬枝扦插。 

①插床准备：硬枝扦插一般在冬季春季进行，插床最好有加温设备，如在酿热温床或电

温床中进行。同样将插床铺好基质，浇足水后备用。 

②插条处理：硬枝扦插多采用动机剪下的枝条，也可用专取插条。然后将其截成15～20cm

长的段，注意极性，将其下端削成两面楔形，削面长约2cm。对于成活较难的树种，还可以

用刀在其下端纵刻几刀，以增加生根率。 

③将插条同样蘸一下生根粉或生长素类溶液，然后插入插床中，直插、斜插均可，深度

为插条的1/3～1/2。 

④插后管理：硬枝扦插的插后管理比绿枝扦插要严格一些。因为此时插条没有根系，不

能吸收水分，因此要尽量给予较高的地温，较低的气温，以促使其早生根、晚发芽。同时，

保持较高的空气湿度，并保持插床湿润，约20天后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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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扦插育苗的原理是什么？ 

（2）影响扦插生根的环境因素有哪些？怎样调节？ 

（3）每人扦插1~2种植物，并观察其成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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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园艺植物的整形修剪 

 

实验目的 

了解园艺植物整形修剪目的、意义，认识主要树形。熟悉常用的主要修剪方法。 

 

实验材料及用具 

修剪用的剪子和化学药剂。 

 

实验地点 

校园果园或附近果园、植物园、风景园等。 

 

实验内容 

（1）认识一些果树和观赏树木的树形与整形方式 

①有中心干的树形: 

a.疏散分层形：一般上下分三层，干高80～100cm，每层之间的距离为60～100cm。第一

层三个主枝围绕中心干均匀分布，第二层两个主枝，第三层两个主枝。这是苹果等乔化稀植

树常用的树形。 

b.纺锤形：树高2～3m，冠径3m左右。在中心干四周培养数个短于1.5m的水平主枝，不

分层，上短下长。这中树形主要用语矮化密植果树。 

②无中心干的树形： 

a.自然开心形：定干高度60～70cm，选留三个主枝，错落着生在主干上。各主枝向外直

线延伸，是桃树等核果类果树常用的树形。 

b.塔图拉形：需要建立“V”字形篱架，篱架上每以边设置4～5道铁丝。较矮的主干上

分生两个骨干枝，形成“Y”字形，两主枝间呈60～80度夹角。在桃和梨树上有应用。 

c.龙干形：主要用于葡萄的棚架栽培。有一个粗大的龙干，由地面斜生出向上到达棚架，

长4～10m。在龙干上均匀分布着许多结果单位，称为“龙爪”，每年由龙爪上结果枝结果。

龙爪上的所有枝条冬剪是均行短梢修剪。 

③草本植物的整形： 

a.番茄：主要进行单干整枝，即只保留主干，其余侧枝全部摘除。主干根据留果数的多

少适时摘心。 

b.甜瓜：单干整枝时，留子蔓结瓜。底6节以下的侧枝全部打掉，从第7～10节留侧枝，

侧枝见瓜后留一片叶摘心。第11节以下的侧枝还要全部摘除，主枝则在20片左右摘心。当瓜

长到鸡蛋大小时，在留瓜部位选留一个瓜形好的留下，其余依然要全部摘除；双干整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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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孙蔓结瓜。当甜瓜苗长到三片叶时摘心，然后在长出的子蔓中选留两个继续生长，在每个

子蔓第5～8节处的孙蔓上留瓜，其余方法同单枝整枝。 

④观赏树木的整形： 

a.做弯：梅花、碧桃、西府海棠等一般做成立面S状弯；罗汉松和六月雪等多做“云片

弯”，做弯在同一水平面上，形成的株形在水平方向上层次分明，如云层状。 

b.几何与非几何形体整形：用于园林树木整形。几何形如整成正方形和球形等；非几何

形体如垣壁式和雕塑式等。 

（2）常用修剪方法。 

①短截：即剪去一年正枝梢的一部分，可以增加分枝，缩短枝轴，改变不同的枝梢间顶

端的地位等。 

②疏剪：将枝梢从基部疏除。可以减少分枝，改善树冠内光照，削弱整体和母枝生长势。 

③缩剪即在多年生枝上短剪。一般修剪量大，刺激较重，有更新复壮作用。 

④长放：对营养枝不修剪，任其生长，可以缓和新梢长势。 

⑤摘心和剪梢：剪掉或摘除新梢先端。可以增加养分积累，改变营养分布，削弱顶端优

势，促进分枝。 

⑥除芽和除萌：除掉已萌动双芽和剪除无用的徒长枝、砧蘖。以节约养分及改善光照条

件。 

⑦弯枝和拉枝：使枝条弯曲，改变枝梢生长方向，合理利用空间改变枝条生长势。 

⑧扭枝（梢）和拿枝（梢）：扭梢是将旺梢向下扭曲或将其基部旋转扭伤，即扭伤木质

部和皮层；拿枝就是用手对旺梢自基部到顶部捋一捋，伤及木质部，响而不脆。 

⑨环剥、刻伤：环剥即将枝干的韧皮部剥去一环。它可以中断韧皮部运输系统，抑制营

养生长，促进生殖生长；刻伤即在芽的上方用刀横切，深达木质部，以促进芽的萌发。⑩摘

叶、疏花、疏果：摘叶即是摘掉遮光叶、老叶及病虫叶；疏花、疏果就是疏除多余的花、果

及病虫果等，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作业 

（1）整形修剪的目的是什么？ 

（2）描述所见到的树形及其特点？ 

（3）生长季修剪主要采用哪些手法？其作用是什么？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