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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实验室规则 

 
1. 爱护实验室一切仪器及设备，节约水、电和一切消耗物质。 

2. 学生应提前 5min 进入实验室，做好实验准备工作。如实验提前结束，须

经指导老师许可后，方可离开。 

3. 保持实验室的整洁和安静，实验要严肃认真，专心观察，切忌任意谈笑。 

4. 每次实验前必须预习本次实验的目的要求、内容、方法和步骤。 

5. 实验时，学生应根据实验教材独立操作，仔细观察，随时作好记录。遇

到问题，应积极思考，分析原因，排除障碍。对于经自己努力解决不了的问题，

应请指导教师帮助。 

6. 实验时同学要带上实验指导书、课堂笔记、教科书、实验报告纸、绘图

铅笔 3H 或 4H、HB 各一支，橡皮、直尺或三角板等。 

7. 一切实验用具用完后要擦洗干净，放回原处，每次实验完毕后、按规定

交实验报告。 

8. 实验中损坏仪器或仪器出现故障时，要及时报告指导老师，以便处理，

严禁私自调换仪器。 

9. 实验室内一切用具和物品，不得擅自带出实验室。 

10. 同学轮流值日，搞好清洁卫生工作。最后离开实验室的同学要检查水、

电、门、窗等是否关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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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册 

实验一～二  校园观赏植物识别 

 

一、实验目的 

通过对校园观赏植物的识别，使学生识别常见的植物种类和植物的应用，初步了解有关

植物的知识，为学习课本上的理论知识打下基础，提高学生对学习植物学的兴趣。培养学生

对美丽校园的热爱和情感。 

 

二、实验方法 

以宿舍为实验小组，在教师的带领下逐一观察、识别并记录各种观赏植物名称和特征。 

 

三、作业 

实验报告：前言（时间、路线等）、观察的植物名称和特征、体会收获或建议。 

附：校园观赏植物名录 

 

表 1-1  校园观赏植物名录 

植物名称 科 拉丁学名 

紫薇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indica 

金边决明 豆科云实亚科 Cassia biscapsularis 

榕树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花叶艳山姜 姜科 Alpinia zerumbet cv. ‘Variegata‘ 

变叶木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戟叶变叶木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f. lobatum 

细叶变叶木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f. taeniosum 

吊兰 百合科 Chlorophytum comosum 

印度塔树 番荔枝科 Polyalthia longifolia 

希茉莉 茜草科 Hamelia patens 

龙船花 茜草科 Lxova chinensis 

扶桑 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连雾 桃金娘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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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木 豆科云实亚科 Delonix regia 

龙爪槐 豆科蝶形花亚科 Sophora japonica f. pendula 

南洋楹 豆科含羞草亚科 Albizia falcataria 

蒲桃 桃金娘科 Syzygium jambos 

酒瓶椰子 棕榈科 Hyophore lagenicaulis 

三角椰子 棕榈科 Dypsis decaryi 

砂糖椰子 棕榈科 Arenga pinnata 

丝兰 百合科 Yucca filamemtosa 

散尾葵 棕榈科 Dypsis lutescens

华南苏铁 苏铁科 Cycas rumohii 

红叶乌桕 大戟科 Sapium discolor 

短穗鱼尾葵 棕榈科 Caryota mitisr 

苏铁 苏铁科 Cycas revoluta

棕竹 棕榈科 Rhapis excelsa

三药槟榔 棕榈科 Areca triandra

旅人蕉 旅人蕉科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虎刺梅 大戟科 Euphorbia milii

花叶鹅掌柴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var.variegata 

大王椰子 棕榈科 Roytonea regia 

蚌花 鸭跖草科 Rhoeo discolor

锦叶扶桑 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cv. ‘cooperi‘ 

黄荆叶 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cv. ‘Variegata‘ 

米兰 楝科 Aglaia odorta 

盆架子 夹竹桃科 Alstonia scholaris 

马拉巴栗（发财树）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三角梅 紫茉莉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鸡蛋花 夹竹桃科 Plumeria rubra ‘ cv. Acutifolia‘ 

高山榕 桑科 Ficus altissima 

橡皮树 桑科 Ficus elastica 

红花羊蹄甲 豆科云实亚科 Bauhinia blakeana 

芒果 漆树科 Mangifera indica 

天竺桂 樟科 Cinnamomum japonicum 

小叶榄仁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美丽异木棉 木棉科 Ceiba insig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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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榕 桑科 Ficus virens var. sublanceolata 

蔓花生 豆科蝶形花亚科 Arachis duranensis 

萼距花（珍珠梅）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花叶假连翘 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cv. ‘Variegata’ 

大叶红草（红龙草、红苋草） 苋科 Altemanthera Ficoidea cv. ‘Ruliginosa‘ 

五色苋（红绿草） 苋科 Altemanthera bettzichiana 

金心榕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cv. ‘Golden Leaves‘ 

灰莉 马钱科 Stephanotis floribunda

垂叶榕 桑科 Ficus benjamina 

花叶垂榕 桑科 
Ficus benjamina cv. ‘Golden 

Princess‘ 

鸡冠刺桐 豆亚科科蝶形花 Erythrina corollodendron

大叶桉 桃金娘科 Eucalyptus robusta

佛肚竹 禾本科 Bambusa ventricosa

柳树 杨柳科 Salix babylonica

董棕 棕榈科 Caryota urens

桂花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四季桂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cv. ‘Sijigui‘ 

金边龙舌兰 龙舌兰科 Agave Americana var. marginata 

加拿利海枣 棕榈科 Phoenix canariensis

美丽针葵 棕榈科 Phoenix roebelenii

福建茶 紫草科 Carmona microphylla

美蕊花 豆科含羞草亚科 Calliandra haematocephala

云南黄素馨 木犀科 Jasminum mesnyi 

红花檵木 金缕梅科 Lor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 

细叶榔榆 榆科  

天门冬 百合科 Asaparagus cochinchinensis

圆柏 柏科 Sabina chinensis

黄槐 豆科云实亚科 Cassia surattensis

刺桐 豆科蝶形花亚科 Erythrrna variegate var. orientalis

三裂叶蟛蜞菊 菊科 Wedelia triloba

红刺露兜 露兜树科 Pandanus utilis

重阳木 大戟科 Bischofia polycarpa

串钱柳（垂枝红千层） 桃金娘科 Callistemon vim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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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葵 棕榈科 Washingtonia filifera

红桑 大戟科 Acalypha wikesiana

红背桂 大戟科 Excoecaria cochichinensis

九里香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软枝黄蝉 夹竹桃科 Allenmanda cathartica 

大叶紫薇 千屈菜科 Lagetstroemia speciosa

凤尾竹 禾本科 Bambusa multiplex cv. ‘Fernleaf‘ 

桑树 桑科 Morus alba

樟树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山栋 楝科 Aphanamixis polystachya

红花天料木（母生） 大风子科 Homalium hainanense

小驳骨 爵床科 Gendarussa vulgaris 

山牡荆(薄姜木) 马鞭草科 Vitex quinata

中东海枣 棕榈科 Phoenix sylvestris

黄槿 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印度紫檀 豆科蝶形花亚科 Pterocarpus indicus

香椿 楝科 Toona sinensis 

大花美人蕉 美人蕉科 Canna generalis 

异叶爬山虎 葡萄科 Parthenocissus heterophyllus 

南洋杉 南洋杉科 Araucaria cunninghamii 

广玉兰 木兰科 Magnolia grandiflora 

棣棠花 蔷薇科 Kerria japonica 

余甘子 大戟科 Phyllanthus emblica 

喜树 珙桐科 Camptotheca acuminata 

黄玉兰 木兰科 Michelia champaca 

黑松 松科 Pinus thumbergii 

栾树 无患子科 Koelrenteria paniculata 

小叶仙丹 茜草科 Ixora williamsii cv. ‘Sunkist’ 

山茶花 山茶科 Camellia japoica 

杜英 杜英科 Elaeocarpus decipiens 

锦绣杜鹃 杜鹃花科 Rhododendron pulchrum 

比利时杜鹃（西洋杜鹃） 杜鹃花科 Rhododendron hybridum

金边六月雪 茜草科 Serissa foetida var. aureomargi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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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显微镜操作技术和植物细胞基本结构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显微镜构造、初步掌握显微镜操作技术和测微尺的使用方法。 

2、 学习临时装片的制作，掌握植物细胞基本结构。 

3、 掌握生物绘图方法。 

 

二、实验材料、仪器与试剂 

1、实验材料：洋葱鳞片叶、红龙草叶、红辣椒果肉、柿胚乳切片 

2、仪器：光学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镊子、刀片、吸水纸 

3、试剂：蒸馏水、I-KI 溶液 

 

三、实验内容 

（一）光学显微镜的构造与使用方法，测微尺的使用方法（详见《植物学实验》P10）。 

（二）植物细胞结构的观察 

1、表皮细胞结构：洋葱鳞片叶、红龙草叶 

用镊子撕取洋葱内表皮一小块（0.5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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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红龙草下表皮临时装片，观察气孔器、表皮细胞（花青素呈紫红色均匀溶解于细胞

液中）。 

2、 胞间连丝和纹孔的观察：柿胚乳切片、红辣椒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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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孔：红辣椒果皮。取 0.5cm
2
果皮，内果皮朝上放在载玻片上，用刀片尽量割去上面附

着的果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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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辣椒果皮。细胞内的许多圆形或棱形的橙红小颗粒，即为有色体。 

（三）生物绘图（点线法） 

1、要求：科学性、准确性、形象性、艺术性 

2、步骤：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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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勾出轮廓：（用铅笔轻勾轮廓，确定各部分的比例是不是与实物相符） 

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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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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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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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点时铅笔要垂直纸面） 

⑸、注字：（只能用铅笔注字，如可能一律用线条引导右侧注字） 

 

四、作业 

绘洋葱表皮细胞图 

 

五、思考 

1、 如何正确使用显微镜？ 

2、 如何才能制作一张好的临时装片？ 

3、 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是由哪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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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五 植物形态解剖基本技能的综合训练 

（徒手切片、涂片、压片技术训练） 

 

一、实验目的 

学习并掌握徒手切片、压片及涂片的方法。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红龙草、洋葱或大蒜根尖、未成熟百合花药、马铃薯、花生 

2、仪器：光学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镊子、刀片、培养皿、吸水纸、酒精灯等 

3、试剂：蒸馏水、I－IK 溶液、卡诺氏固定液、70％乙醇、1mol/L 盐酸、2％龙胆紫溶液、

1％醋酸洋红、苏丹Ⅲ等 

 

三、实验内容 

（一）徒手切片法 

徒手切片是指手持刀片将新鲜的或固定的实验材料切成薄片的方法。它是观察植物体内

部结构的一种简易制片方法。所需仪器用具简单，只要一把锋利的剃刀或一把双面刀片即可

进行。因此，具有方法简单、易学、制片时间短的优点。只要有现存的材料，就可以用刀片

切成薄片，立即观察，这样易于保存材料的天然色泽和活体状态，因此，徒手切片法具有很

大的实用价值。 

1、材料准备：取红龙草新鲜幼嫩的茎，用刀片切成 2—3cm 长的小段，将其切面削平待用 

2、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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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切数片后放入盛水的培养皿中备选。 

3、 临时制片：选材(薄、透、平整)，染色。 

4、 镜检。 

（二）压片法 

压片法是将植物的幼嫩器官如根尖、茎尖和幼叶等压碎在载玻片上的一种非切片制片

法。这种方法比较简便，经染色后可作临时的观察标本，也可以经过脱水、透明等手续制成

永久的制片。在观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植物细胞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应用极为普遍，

特别在染色体数目的检查方面，此法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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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材：培养，剪取洋葱或大蒜根尖（在分裂高峰期）。 

2、固定：剪下的根尖，于卡诺氏固定液中固定 12－24h 后再转入 70％酒精中保存。 

3、解离：水洗、1mol/L 盐酸解离 10－15min、水洗。 

4、染色：切取分生区、吸水、滴一滴 2％龙胆紫染液染色 15min。 

5、压片：一手用镊子固定盖玻片，同时用笔头轻敲盖玻片，使根尖分散成雾状。  

6、镜检：找到处于分裂期的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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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观察各个时期细胞内染色体变化的特点。  

（三）涂片法 

涂片法是一种将游离的细胞、动、植物中比较疏松的组织均匀地涂布在载玻片上的一种

制片方法。 

1、取材：采集幼嫩的呈绿色的花药（浅绿色而透明者太嫩，黄绿色或黄色者则已过时）。由

于观察减数分裂的具体的取材时间，因其亦有昼夜的节律性，一般于清晨 6-7 时和下午 4-5

时取材为宜。 

2、固定：将幼嫩小花或只将花药固定于卡诺氏固定液中，经过 2-24h 后，转入 70％酒精中

保存。 

3、染色：取已经固定好的材料，经蒸馏水清洗后，取出一个花药置清洁的载玻片上，加一

滴 1％醋酸洋红染色液染色 10min。 

4、涂片：用刀片切去花药的一端，用小镊子夹着花药，将其切面放在载玻片上涂抹；或用

刀片在花药中部横断为二，再用解剖针从花药的两端向中部断开处压挤，使花粉母细胞散出，

并涂布成一薄层（注意去掉药壁的残渣）。 

5、镜检：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各个时期特征。 

（四）植物细胞后含物（淀粉粒、脂肪、蛋白质）的观察 

1、淀粉粒：取少许马铃薯块茎汁液制成涂片观察，可见细胞中许多发亮的颗粒，即淀粉粒。

在高倍镜下调暗光线观察，可见淀粉粒上的轮纹与脐，区别单粒、复粒与半复粒。观察之后，

加一滴碘液，淀粉呈蓝色。 

2、脂肪、蛋白质：取花生子叶作横切制片，加一滴苏丹 III 液染色，可见在细胞内有许多

大小不等的球形及不规则形状的橙红色的油滴即脂肪。再刮取粉末制涂片，滴入 I－IK 溶液

观察被染成淡黄色的圆球状颗粒即为蛋白质，而被染成蓝色的小颗粒就是淀粉粒。 

四、作业 

绘洋葱或大蒜根尖细胞有丝分裂中期和后期细胞图。 

五、思考 

1、要徒手切出一张好的切片要掌握那些关键技术？ 

2、要制作一张合格的根尖压片要掌握那些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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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植物体各种成熟组织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1、观察并掌握植物体各种成熟组织的分布及其特征。 

2、观察并掌握复合组织－－维管束的结构和主要类型。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鸭跖草叶、马铃薯、小麦叶表皮永久装片、南瓜茎横、纵切永久装片、玉米

茎横切永久装片、柑桔果皮横切永久装片、松茎或松叶横切永久装片 

2、仪器：光学显微镜 

 

三、实验内容 

 （一）保护组织 

1、初生保护组织    

撕取鸭跖草叶片下表皮，作临时装片，或取小麦叶片永久装片，置低倍镜下观察，前者

可见表皮细胞间分布气孔器。细胞器由两个肾形保卫细胞和气孔组成。后者可见表皮细胞呈

长形波浪状，保卫细胞成哑铃形，副卫细胞三角形。在两个长形表皮细胞之间，有两个较小

的细胞，其中一个略大为栓质细胞，另一个为硅质细胞。 

此外鸭跖草叶片下表皮临时装片中，在保卫细胞和副卫细胞可观察白色体和叶绿体。在

表皮细胞中可见针晶。  

2、次生保护组织    

取马铃薯的块茎切开，然后沿周皮横切片，做成临时装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并辨认出

周皮的三层组织及其细胞特征。 

（二）机械组织，输导组织 

1、机械组织 

厚角组织、厚壁组织（纤维）－－材料：南瓜茎横切玻片（详见《植物学实验》P31

－32） 

2、输导组织 

木质部－－各类导管；韧皮部－－筛管和伴胞。材料：南瓜茎纵切面玻片（详见《植物

学实验》P32－33） 

（三）维管束结构和类型 

1、双子叶植物的无限维管束（开放维管束）－－材料是南瓜茎横切面（详见《植物学实验》

P32） 

2、单子叶植物的有限维管束（闭合维管束）－－材料是玉米茎横切面（详见《植物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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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四）分泌组织：示范：柑桔果皮横切面－－分泌腔，松茎或松叶横切面－－分泌道（树脂

道） 

 

四、作业 

绘小麦叶表皮细胞图，并注明各部分结构名称。 

 

五、思考 

比较各种成熟组织的细胞形态、特征、功能和在植物体中分布等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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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种子结构及幼苗形成过程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种子的基本形态结构和类型。 

2、了解种子萌发成幼苗的过程及幼苗类型。 

3、掌握根尖各分区的内部结构。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菜豆种子、蓖麻种子、玉米等，小麦麦粒纵切永久装片 

2、仪器：光学显微镜 

 

三、实验内容 

（一）种子的结构和类型 

1、双子叶无胚乳种子的形态结构 

材料：充分吸胀与软化菜豆种子。外形：观察种皮、种脐、种脊、种孔、种瘤。剥出胚

分清子叶，胚芽，胚根和胚轴。 

2、双子叶有胚乳种子的形态结构 

材料：蓖麻种子。两层种皮、种阜、种脊，剥去种皮，其内白色肥厚的部分即为胚乳，

在胚乳之间有胚，包含子叶、胚芽、胚根和胚轴。 

3、单子叶植物有胚乳“种子”的形态结构 

材料：玉米浸泡颖果，观察外形。取小麦麦粒纵切永久装片进一步观察：果皮，种皮，

糊粉层（含贮藏蛋白质），胚乳（内含淀粉粒），胚：包含胚根和胚根鞘，胚芽和

胚芽鞘，幼叶，胚轴，盾片，外胚叶等。 

（二）种子萌发和幼苗形成过程、幼苗类型 

以宿舍为单位成为一组，实验方法（见《植物学实验》P40—41） 

 (三)根尖的外部形态及分区的内部结构观察 

1、 根尖的材料的培养   

在实验前一周将小麦籽粒浸水吸胀，放在下垫有纸巾的培养器内加盖，在 25℃下，待

幼根长到 2-3cm 时即可。 

2、根尖外部形态观察    

根冠、分生区(生长区)，伸长区和根毛区 

3、根尖的内部结构    

取小麦或玉米根尖纵切面、观察根尖各区结构特点。(详见《植物学实验》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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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 

绘根尖分区轮廓图 

 

五、思考 

以蚕豆种子和小麦（或玉米）籽粒为例，比较双子叶植物和禾本科植物“种子”结构上

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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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低等植物的观察（藻类、地衣） 

 

一、实验目的 

1、掌握蓝藻、绿藻、褐藻、红藻门植物及地衣的主要特征； 

2、学习低等植物实验观察的一些基本技术；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念珠藻、颤藻、衣藻、水绵、团藻等永久装片，海带、紫菜、各种类型地衣

图片和实物 

2、仪器：光学显微镜 

 

三、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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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念珠藻属   取念珠藻永久装片，置显微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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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颤藻属   取颤藻永久装片，在低倍镜下观察，可见藻体由一列短圆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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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衣藻属   取衣藻永久装片，置显微镜下观察，可见卵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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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 

⑵水绵属   为多细胞不分支的丝状体。取水绵永久装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丝状体由

许多圆筒形的细胞连接而成。每个细胞内有一片数条常状叶绿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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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取水绵按会生殖永久装片观察，可见两条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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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团藻属   观察团藻永久装片，可见团藻是由数百或数万个衣藻型细胞以胞间连丝连接而

成的球形多细胞群体。细胞外具胶质鞘，球体中央是个大腔，每个细胞的两个鞭毛露出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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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母团藻的大腔中有一至数个子团藻个体（无性繁殖），有的大腔内具有合子（有性生殖），

细胞大，具有突起的花纹和黄色的厚壁。 

3、褐藻门    

观察海带标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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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有孢子囊的区域。 

4、红藻门   

取紫菜为材料，藻体呈紫红色，主要贮藏物为红藻淀粉，为薄膜状结构，基部有盘状固

着器(市售紫菜因加工关系已不可见)。 

5、地衣   

地衣是由藻类、真菌共生形成的一类特殊植物。观察三种地衣生长型图片及实物。 

 

四、作业 

绘水绵一段丝状体构造图和接合生殖图，并注明各部分名称。 

 

五、思考 

1、根据观察材料总结蓝藻门、绿藻门、褐藻门和红藻门的主要特征。 

2、试述地衣的基本构造及其中藻与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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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颈卵器植物的观察（苔藓、蕨类） 

 

一、实验目的 

1、掌握苔藓、蕨类植物的主要特征。 

2、认识一些常见苔藓、蕨类植物。 

 

二、实验材料 

地钱雌、雄器托纵切永久装片、葫芦藓雌、雄器苞纵切永久装片、葫芦藓整体装片、蕨

原叶体永久装片、湿地藓、卷柏、鳞毛蕨、蜈蚣草、海金沙、芒萁、铁线蕨等实物 

光学显微镜 

 

三、实验内容 

(一)苔藓植物门 

1、地钱    

(1)观察地钱雌器托纵切永久装片   

在低倍镜下观察可见在托盘背面有 8-10 条指状芒线，在芒线之间倒挂着几个长颈瓶状

的颈卵器，用高倍镜观察颈卵器结构：颈、腹和短柄。颈部外面围以一层颈壁细胞，其内有

一列颈沟细胞；腹部围以腹壁细胞，其内有两个细胞，上面的一个是卵细胞，下面的一个是

沟细胞。成熟颈卵器内的颈沟细胞和腹沟细胞均已解体。 

(2)观察地钱雄器托纵切永久装片   

可见在托盘上陷生着许多精子器腔及其开口，每个腔内有一个基部具短柄椭圆形的精子

器，其内有多数精原细胞，由此产生多数精子。 

2、葫芦藓 

(1)观察葫芦藓植株整体装片 

配子体植株有茎、叶分化。茎单一或有稀疏分支，基部生有假根。叶长舌形，螺旋状排

列在茎上。雌雄同株不同枝。雄器苞在雄枝顶端，其外面苞叶较大而外张，形似一朵小花，

内含很多精子器和隔丝。 雌器苞在雌枝顶端，其外苞叶较窄，而相互向中央包紧，似一个

顶芽，其中有数个直立的颈卵器和隔丝。 

再观察葫芦藓配子体上寄生的孢子体，可见葫芦藓孢子体由孢蒴、蒴柄和基足三部分组

成。蒴柄细长，上部弯曲，孢蒴梨形，内面产生孢子。当孢蒴顶出颈卵器之外而被撕裂的颈

卵器部分附着在孢蒴外面，从而形成兜形具有长喙的蒴则(颈卵器残余)。基足插生于配子体

内。 

(2)观察葫芦藓有性生殖器官   

取葫芦藓雌枝、雄枝顶端纵切永久装片观察：可见在雌枝顶端上有数个具柄的瓶状颈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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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颈卵器外有一层细胞组成的颈卵器壁，颈部较长，内有颈沟细胞，下部为膨大的腹部，

内有一个卵细胞。颈卵器之间有隔丝。颈卵器和隔丝外为雌苞叶。 

观察雄枝顶端的纵切片，可见着生有椭圆形基部具小柄的精子器。精子器外有一层细胞

组成的精子器壁，内有精子。精子器之间有隔丝，其外有雄苞叶。 

(二)  蕨类植物门 

1、孢子体分根、茎、叶三部分 

根状茎长而横走，密被绣黄色短毛。幼叶拳卷，成熟后平展呈三角形，二至三回羽状复

叶，叶脉分离，孢子囊群线形，沿叶脉着生，连续生于叶缘与各脉相连处，囊群盖两层，有

柔毛，不具鳞片。 

2、制作观察真蕨孢子囊群临时装片   

孢子囊群由许多具长柄的孢子囊组成。注意孢子囊壁由一层细胞组成。囊壁上有一纵行

内切线壁和侧壁增厚的细胞，称为环带，其中有少数不加厚的细胞，叫唇细胞，有使孢子囊

开裂和散出孢子的作用。孢子囊内产生同型孢子。 

3、观察真蕨原叶体永久装片    

可见原叶体小、绿色，呈心形，分背腹面。腹面有假根，在假根附近有精子器，在心形

凹陷处有几个颈卵器。 

 

四、作业 

1、绘地钱雌配子体及颈卵器托或雄配子体及精子器托。 

2、绘蕨孢子囊图，并注明各部分名称。 

 

五、思考 

以地钱和葫芦藓为例，比较苔纲与藓纲形态结构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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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十一  植物根、茎、叶形态与结构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通过对根、茎、叶的形态和结构的观察明确营养器官的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的相关性。 

1、掌握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和单子叶植物根结构的特点。了解根维管形成层的发生及

次生构造的形成和结构。 

2、掌握双、单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了解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结构。 

3、掌握双子叶植物叶（异面叶）的结构。掌握单子叶禾本科植物叶（等面叶）的结构。掌

握叶的结构与其生态类型相适应的特点。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各种单、双子叶植物的根、茎、叶横切永久装片 

2、仪器：光学显微镜 

 

三、实验内容 

（一）根 

1、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 

取蚕豆或棉幼根横切面，观察根的初生结构：表皮、皮层、中柱（中柱鞘、初生木质部、

初生韧皮部、薄壁细胞）。 

2、单子叶植物根的结构 

取水稻或小麦根横切面，比较观察表皮、皮层、中柱三大部分，其中着重观察内皮层一

层细胞的马蹄形增厚并栓化和通道细胞。 

3、双子叶植物根的次生结构 

取花生或棉的老根横切面，着重观察次生结构：形成层细胞分裂产生的细胞，向外分化

形成次生韧皮部，向内分化形成木质部，始终保持一层具分裂能力的形成层细胞。维管射线

细胞排列成径向的行列，贯穿于次生结构之中。 

4、示范：①蚕豆侧根发生的横切片；②根瘤和菌根 

（二）、茎 

1、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 

观察向日葵幼茎横切面，先在低倍镜下分清表皮、皮层、维管柱三大部分。维管束呈束

状，环状排列为圈、束间有髓射线，中央为发达的髓。在高倍镜下再作详细观察表皮、皮层

和维管柱（维管束、初生韧皮部、束中形成层、初生木质部、髓射线和髓）。 

2、单子叶植物茎的结构 

观察单子叶植物—玉米和小麦茎的解剖特征。分别取玉米和小麦茎横切面，在低倍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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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皮、基本组织和维管束的异同点。 

3、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结构 

取椴树茎（1～3 年生）横切面：观察其次生结构，观察周皮、皮层、韧皮部、韧皮射

线、形成层、木质部、木射线、年轮、髓、髓射线。（详见《植物学实验》P55） 

（三）、叶 

1、双子叶植物叶片的结构（棉叶横切） 

表皮、叶肉（栅栏组织、海绵组织）、叶脉 

2、单子叶禾本科植物叶片的结构（小麦、玉米叶横切） 

表皮（保、副卫细胞，泡状细胞）、叶肉、叶脉(C3、C4) 

3、叶片结构与其生态类型相适应的特点（夹竹桃、） 

着重观察： 

(1)表皮外壁发达的角质层，表皮下复表皮，气孔窝及气孔。 

(2)靠近上、下表皮部分为栅栏组织，海绵组织位于中层，层次较多，胞间隙不发达、

叶肉细胞中常含有晶簇。 

(3)叶脉发达，为双韧维管束，还可见形成层，其他小叶脉只看到木质部和韧皮部的少

数细胞。 

4、示范 

松针叶横切； 

 

四、作业 

1、绘蚕豆幼根轮廓简图，并注明各部分。 

2、绘双子叶植物茎初生结构轮廓图，注明各个组成部分。 

3、绘椴树茎横切面轮廓简图，注明各个部分。 

4、绘棉叶片横切图，并标注其内部结构。 

 

五、思考 

1、比较单子叶、双子叶植物根的构造有何异同？ 

2、双子叶植物根怎样形成次生构造的？ 

3、单子叶（禾本科）植物茎的解剖结构和双子叶植物茎初生结构比较，有什么特点？ 

4、比较异面叶和等面叶的结构的异同点。 

5、夹竹桃叶的形态结构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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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二  营养器官变态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观察根、茎、叶各种变态器官的形态，构造，并掌握其判断依据，从而理解同功器官和

同源器官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略  

 

三、实验内容 

（一）判断营养器官变态的依据 

 1、茎  具有节和节间；节上有叶；叶腋内有腋芽；枝顶端有顶芽；落叶后留叶痕。 

 2、叶  叶生在茎节上；有一定叶序；腋芽在叶腋内；叶上可生不定根和不定芽。 

 3、根  不具节和节间；不产生叶；不具腋芽、顶芽；可形成分支的侧根；少数植物上产

生不定根和不定芽。 

（二）根据上述依据判别根、茎、叶的变态类型 

1、根的变态类型 

（1）贮藏根   

a、肉质直根 由主根肥大形成的，如萝卜、胡萝卜，用刀横切，肉眼对比观察，区分

二者的皮层，韧皮部和木质部不同点。 

b、块根  由侧根或不定根增粗膨大而成如甘薯。 

（2）气生根     

生于地面上，空气环境的不定根，又分为 

a、支柱根(玉米、甘蔗、大王椰子、榕树) 

b、攀援根(络石、爬山虎、合果芋) 

c、寄生根(菟丝子) 

2、茎的变态类型 

 （1）地上茎的变态类型 

  a、枝（茎）刺  由腋芽发育而成，不易剥落如柑桔、月季、蔷薇等茎上刺是表皮

突出物，称皮刺。 

  b、茎卷须  由茎端或腋芽变态而来，如南瓜、黄瓜、丝瓜、葡萄。 

  c、叶状枝  茎扁化成绿色叶状体，如文竹、天门冬。 

  d、肉质茎  茎变得肉质多汁、呈扁圆形、柱状或球状，叶退化为刺，如仙人掌和

仙人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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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下茎变态类型 

  a、块茎  由地下茎的末端膨大而不规则的块状，如马铃薯。 

  b、根状茎  地下茎匍匐于土壤，其上有节和节间，节上有鳞片状退化叶，腋芽，

如竹鞭、莲藕等。 

  c、鳞茎  具圆盘状地下茎，节间极度缩短称鳞茎盘，顶端有顶芽，下生很多鳞片

叶，叶腋生腋芽。既具变态茎，也具变态叶，如洋葱、水仙等。 

  d、球茎  球形或扁球形的肉质地下茎或半地下茎，如荸荠、慈菇等节和节间明显。 

3、叶的变态类型 

 （1）叶卷须  如豌豆复叶，其顶端 2-3 对小叶，变成了卷须，适于攀援生长。 

 （2）鳞片叶  洋葱、百合、水仙等鳞茎上膜质和肉质的叶。 

 （3）叶刺  仙人掌上茎节上的刺。 

 （4）捕虫叶  有些植物叶变态成盘状或瓶状，成为捕虫的器官，如猪笼草和茅膏草。 

 （5）苞片和总苞  花下的变态叶称苞片。花序茎部许多苞片称总苞，如菊花、芋头

花。 

 （6）叶状柄  台湾相思树的叶片退化而叶柄变态为扁平的叶状体，代行叶的功能。 

（三）同功器官和同源器官 

1、同功器官   

指外形相似、功能相同，但来源不同的变态器官，如茎卷须与叶卷须，块茎与块根。 

2、同源器官   

指来源相同，但功能和形态不同的变态器官，如块茎与茎刺，叶刺与叶卷须。 

 

三、作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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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举例说明：什么是同功器官？什么是同源器官？ 

3、判断营养器官变态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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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  花的组成和花药、花粉粒的结构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1、了解花的组成部分。 

2、掌握未成熟花药和成熟花药的结构。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油菜花、水稻花序、未成熟、成熟百合花药横切永久装片 

2、仪器：光学显微镜 

 

三、实验内容 

（一）花的组成部分 

1、双子叶植物花的组成 由花柄（梗）、花托、花萼、花冠、雄蕊群和雌蕊群等六部分组成。 

2、单子叶禾本科植物花的组成 观察小穗和小花结构。 

（二）未成熟（细嫩）花药结构 

取未成熟百合花药横切永久装片，观察花粉囊壁（表皮、药室内壁、中层、绒毡层）和

药室（花粉母细胞、二分体、四分体）。 

（三）成熟花药结构 

取百合成熟花药横切永久装片，观察其 

（1）绒毡层细胞、中层细胞已退化消失。 

（2）药室内壁的细胞壁成条纹状加厚称为纤维层，它与花粉囊的开裂有关。 

（3）与此同时，两侧两个花粉囊彼此连接处开裂相互连通成一室。着重观察唇细胞结

构，这与花药成熟从两串唇细胞间纵向开裂，花粉由此散出有关。 

（4）花粉囊内的花粉已经成熟，成为 2－胞花粉(有些植物如小麦为 3－胞花粉)。 

（四）成熟花粉粒的结构 

观察百合成熟花药时，选择一个切得完整的花粉粒用高倍镜仔细观察花粉粒的结构，可

见内外层壁，外壁厚有染成红色的网状花纹及萌发孔，内壁内有大小两个核，大核周围含有

细胞质的是营养细胞，另一个小核其周围较少细胞质是生殖细胞，称为 2－胞花粉。 

 

四、作业 

绘百合未成熟花药横切面轮廓图及一个成熟花粉粒的细胞图，注明各部分名称。 

 

五、思考 

未成熟花药和成熟花药结构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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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四 雌蕊的形态结构、胚囊发育、胚胎发生与发育和果实

结构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子房、胚珠和胚囊的结构。 

2、掌握双子叶植物荠菜胚和胚乳的发育过程。 

3、了解真果和假果的结构。 

 

二、实验材料 

百合子房横切永久装片、荠菜胚各个不同发育时期纵切永久装片、桃、苹果（梨） 

 

三、实验内容 

（一）百合子房的结构 

取百合子房横切永久装片置低倍镜下观察：子房壁、子房室、胎座、胚珠等，再转至高

倍镜详细观察各部位，并观察胚囊中有几个核。 

（二）双子叶植物胚和胚乳的发育 

荠菜胚和胚乳的发育 

取荠菜不同发育时期胚的纵切片，观察胚不同发育时期即球形胚（原胚时期），胚分化

时期，及成熟胚时期等结构。（详见《植物学实验》P80—81） 

（三）果实的结构 

观察桃、苹果（梨）果实横切面，其中桃是真果，是由子房发育而来，具外果皮薄、

中果皮肥厚多多汁，内果皮坚硬，内有一粒种子。 

苹果（梨）：由下位子房和花筒愈合发育而成的肉质假果。花筒和外、中果皮均肉质化，

为食用部分，内果皮木质化，常分隔成 4-5 室，中轴胎座，每室含两粒种子。 

 

四、作业 

绘百合胚珠结构轮廓图，并注明各部分名称。 

 

五、思考 

1、以荠菜胚为例说明双子叶植物的胚胎发育过程，同时说明胚乳相应的发育过程。 

2、真果和假果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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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册 

实验十五  裸子植物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了解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及对陆生环境的适应，掌握苏铁科、银杏科、松科、杉科、柏

科的主要特征及松、杉、柏三科的异同点。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苏铁、银杏、马尾松、杉木、侧柏、圆柏等带球果的新鲜材料和蜡叶标本 

2、仪器：光学显微镜、解剖镜、载玻片、盖玻片、刀片、解剖针、镊子 

 

三、实验内容 

（一）苏铁 

常绿乔木，茎不分枝，大型羽状叶，集生于茎顶部，幼叶拳卷，雌雄异株，大、小孢子

叶球分别着生在茎顶端。 

观察雄球花(小孢子叶球)，圆柱形，具短梗，其上螺旋状排列许多小孢子叶，每片小孢

子叶呈楔形，背腹扁平，背面密生许多由 3-5 个小孢子囊组成的小孢子囊群。 

观察大孢子叶标本，可见每片大孢子叶扁平，密被黄褐色长绒毛，上部顶端宽卵形，羽

状分裂，下部成窄的长柄，柄两侧着生 3-6 枚核果状成熟时红色且顶部凹陷的裸露种子。 

（二）银杏 

落叶乔木，有长（营养枝）短（生殖枝）枝之分，叶扇形，叶脉二叉状，注意叶在枝上

的排列方式。雌雄异株，大、小孢子叶球均着生在短枝上。 

大孢子叶球（雌球花）：具一长柄，上部分叉，其末端膨大的肉质部分称珠托，珠托上

各着生一直生胚珠，通常只有一个胚珠发育成种子。 

小孢子叶球（雄球花）：柔荑花序状，每一小孢子叶具一短柄，柄端着生两个小孢子囊

（花粉囊），囊内有小孢子（花粉）。 

种子：外种皮肉质；中种皮骨质，坚硬，白色；内种皮膜质；种皮内为胚乳和胚。 

（三）马尾松 

1、小孢子叶球(雄球花)着生于当年生新枝基部，数量很多。每个小孢子叶球长椭圆形，成

熟时呈黄褐色。 

观察小孢子叶球：可见小孢子叶螺旋状着生于雄球花的中轴上，每个小孢子叶背面，

有一对长椭圆形的小孢子囊(花粉囊)，内具有无数小孢子(花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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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小孢子临时装片，可见每一小孢子具两层壁，内壁薄，外壁厚，并在其下部形成两个

膨大的气囊，称为翅，小孢子内含一个较大的粉管细胞和一个较小的生殖细胞。 

3、大孢子叶球(雌球花)  常 2-3 个着生在当年生新枝的顶部，呈紫红色。 

观察大孢子叶球纵：可见大孢子叶(心皮)也是螺旋状排列于雌球花的中轴上。每片大孢

子叶由珠鳞和苞鳞及两枚倒生裸露的胚珠所组成。珠鳞大而较厚，苞鳞小而较薄，一般不易

观察，两者基部合生，上部离生，胚珠受精后发育为种子。 

4、做松叶横切徒手切片，观察外形轮廓，树脂道的分布、数目，维管束数目及分布。 

（四）观察杉木、侧柏、圆柏等带球果的新鲜材料和蜡叶标本。 

 

四、作业 

绘马尾松小孢子叶外部形态图和小孢子图。 

 

五、思考 

1、 比较松、杉、柏科的主要异同点。 

2、说明裸子植物对陆生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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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六   被子植物分类的形态术语 

 

一、实验目的       

通过对被子植物叶、花和果实形态的观察，初步掌握被子植物分类学上主要的形态术语，

为学好分类学打下良好基础。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略 

 

三、实验内容    

（一）叶：观察单叶和复叶的各种类型 

1、单叶   

观察叶序、叶缘、叶裂和脉序四个方面。 

⑴叶序：观察叶互生、对生、轮生和簇生的实物。 

⑵叶缘：观察合缘、锯齿、牙齿、钝齿和波状的实物。 

⑶叶裂：观察线裂、深裂、全裂的实物。 

⑷脉序：观察羽状脉、掌状脉、网状脉（羽状网脉和掌状网脉）、平行脉的实物。 

2、复叶   

观察羽状复叶、掌状复叶、三重复叶和单重复叶的实物。 

（二）花 

1、花序： 

⑴无限花序或向心花序：观察总状、穗状、肉穗状、佛焰、柔荑、圆锥、伞房、伞形、头状

和隐头状等花序的实物。 

⑵有限花序或离心花序：观察单岐、聚伞花序、二岐聚伞花序和多岐聚伞花序的实物。 

2、花冠类型：观察筒状、舌状、漏斗状、钟状、轮状、唇形、蝶形、十字形花冠的实物。 

3、雄蕊类型：观察单体雄蕊、二体雄蕊、聚药雄蕊、二强雄蕊、四强雄蕊的实物。 

4、雌蕊类型：观察单雌蕊、离生雌蕊和复雌蕊的实物。 

（三）果实 

1、单果： 

⑴肉质果：观察浆果、柑果、瓠果、梨果和核果的实物。 

⑵干果： 

①裂果：观察荚果、骨突果、角果和蒴果的实物。 

②闭果：观察瘦果、坚果、颖果、翅果和分果的实物。 

2、合果：观察聚合瘦果、聚合核果、聚合骨突果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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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果（聚花果）：观察凤梨、桑椹和无花果的实物。 

 

四、思考        

简要区别如下术语： 

1、羽状三重复叶与掌状三重复叶    

2、无限与有限花序 

3、穗状与柔荑花序       

4、单雌蕊与复雌蕊 

5、单果、聚合果和复果（聚花果）   

6、瓠果与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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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七  被子植物分科的基本方法（分类检索表的应用法） 

 

一、实验目的     

以木兰科、十字花科为例，学习被子植物分科的基本方法（经典分类）和步骤，正确运

用形态学术语，学习检索表、图鉴表等工具书的使用。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含笑、油菜花 

2、仪器：解剖镜、解剖针、刀片 

 

三、实验内容   （详见《植物学实验》P139-142） 

1、以木兰科和十字花科的代表植物为材料，观察其形态特征，尤其着重花的形态解剖特征。 

2、仔细观察解剖一朵花的形态结构，从外到内采用层层剥离方法，观察 K、C、A、G 各部分

的数目、离合、排列，并从纵、横剖面观察花托的形状、子房位置、子房实数、雌蕊和胎座

类型，最后观察果实类型。用文字、绘图及花程式加以记载描述，一般从根、茎、叶到花、

果实、种子。 

3、利用检索表检索出该种植物的科名、属名和种名。 

4、用植物志、图鉴等工具书核对其结果，以确定其正确性。 

5、最后分析整理观察鉴定的结果（包括属于科名、属名、种名）本科植物主要特征、亚科、

属的特征，给出该种植物的花图式写出花程式。 

 

四、作业        

描述含笑、油菜植物各部分的特征，并给出花程式，最后检索出该两种的科、属、种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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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八～二十四   被子植物分科的观察 

 

一、实验目的       

每次实验选取 2—3 个科，通过代表植物的观察，掌握科的特征；对一些重点的科要求

了解亚科及重点属的特征；了解各科植物的经济意义；学会利用检索表、植物志等工具书鉴

定植物，通过课外采集、制作腊叶标本，要求认识常见植物 100 种左右。 

 

二、实验材料、仪器及试剂   

1、实验材料：各种具花、果的新鲜标本、腊叶标本或液浸标本 

2、仪器：解剖镜、镊子、刀片、解剖针等。 

 

三、实验内容    

（详见《植物学实验》P143-188） 

被子植物共有 400 多个科，我们选取重要、常见的 22 个科分 7 次实验观察各科的代表

植物。有木兰科、十字花科、樟科、石竹科、葫芦科、黎科、锦葵科、大戟科、蔷薇科、豆

科、桑科、葡萄科、芸香科、无患子科、茄科、菊科、旋花科、棕榈科、百合科、兰科、莎

草科和禾本科等。 

 

四、作业        

1、列表比较繁缕、石竹、卷耳之茎、叶、花、果之异同点？ 

2、采集石竹科植物的小标本。 

3、十字花科突出的特征有哪些？ 

4、葫芦科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5、以南瓜、黄瓜、冬瓜和丝瓜的主要特征，编一检索表。 

6、锦葵科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7、蔷薇科各亚科的主要区别何在？经比较后填入下表（见《植物学实验》P160） 

8、写出蔷薇科各亚科的花程式。 

9、蔷薇科有哪些主要特征和经济意义？ 

10、列表区别豆科三个亚科的不同特点：（见《植物学实验》P164） 

11、豆科三个亚科有什么共同特征？你根据哪个主要特征去识别豆科植物？ 

12、桑科有哪些主要特征？ 

13、葡萄科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14、芸香科有哪些主要特征？ 

15、列表比较茄属、烟草属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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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菊科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17、举例说明菊科舌状花亚科和筛状花亚科的区别。 

18、列表区别甘薯属、牵牛花属的不同点。 

19、棕榈科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0、编写校园棕榈科的分属检索表。 

21、百合科有哪些主要特征？ 

22、调查参观本地常栽的兰科花卉。 

23、兰科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4、莎草科有哪些主要特征？ 

25、禾本科的主要特征和经济意义是什么？ 

26、简要说明禾本科和莎草科主要区别。 

 

 

 

 

 

30 


	目  录 
	 
	植物学实验室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