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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实验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LAAR0016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园林实验基础 

                           /Experimental Fundament for Landscape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 

实验室名称：园林园艺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园艺与生物学科相结合的一门应用型学科，实验实习课程对于培养园艺

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课程将根据园艺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理

论和技术进展，针对后续课程学习的实际需要，以培养实验技术能力为主线，以规范

操作技术训练为核心，开设兼具农学与植物学特征的基础性、交叉性专业实验课程，

精心安排每次课程的实验内容，以避免不同课程间的重复学习；既强化实验基础理论

的学习，也注重操作技能与基本素养的培养，为学习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奠定扎

实的实验技术基础，同时有利于提高学生以后从事园艺学领域的科研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实验器皿的清洗与干燥 综合性 4 4 必修 

2 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综合性 4 4 必修 

3 标准曲线的制作与应用 综合性 4 4 必修 

4 园林植物叶片色素提取和测定 综合性 4 4 必修 

5 园林植物种子质量的检测 设计性 4 4 必修 

6 园林植物营养液的配制方法 综合性 4 4 必修 

7 不同营养液对园林植物生长的影响 设计性 6 4 必修 

8 逆境对园林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创新性 6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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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器皿的清洗与干燥 

1.教学内容 

        实验玻璃器皿的清洗，器皿清洗后的干燥和保存。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实验室常用玻璃仪器的种类。 

（2）熟悉实验室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3）掌握实验中常用玻璃器皿的清洗、干燥和保存方法。 

实验项目 2：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1.教学内容 

 标准溶液酸碱溶液的配制和采用指示剂显色方法标定溶液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常用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 

（2）熟悉溶液浓度测定中的标定方法 

（3）掌握滴定技术和溶液标定技术。 

实验项目 2：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1.教学内容 

 标准溶液酸碱溶液的配制和采用指示剂显色方法标定溶液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常用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 

（2）熟悉溶液浓度测定中的标定方法 

（3）掌握滴定技术和溶液标定技术。 

实验项目 3：标准曲线的制作与应用 

1.教学内容 

     不同浓度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和标准曲线的制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浓度标准溶液的配制原则。 

（2）熟悉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 

（3）掌握标准曲线的制作和应用。 

实验项目 4：园林植物叶片色素提取和测定 

1.教学内容 

    观察不同园林植物叶色的差异；提取不同园林植物叶片的色素和测定其主要色素

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叶片色泽与其叶片中色素种类与含量的相关性。 

（2）熟悉园林植物叶片色素的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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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园林植物叶片色素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园林植物种子质量的检测 

1.教学内容 

 识别不同种类园林植物种子的形态特征；园林植物种子质量的检测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测园林植物种子质量的方法。 

（2）熟悉主要园林植物种子的形态特征。 

（3）掌握园林植物种子活动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园林植物营养液的配制方法 

1.教学内容 

 植物营养液的成分组成和植物营养液的主要种类；植物营养液的配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植物无土栽培中主要采用的营养液种类。 

（2）熟悉植物营养液中的主要成分组成。 

（3）掌握植物营养液的配制方法。 

实验项目 7：不同营养液对园林植物生长的影响 

1.教学内容 

  采用不同类型或浓度的营养液进行园林植物培养，观测其对园林植物生长发

育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植物无土栽培技术。 

（2）熟悉园林植物实验室水培技术 

（3）掌握观测植物生长发育的方法。 

实验项目 8：逆境对园林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1.教学内容 

  高温、低温对园林植物的伤害。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植物的逆境生理知识。 

（2）熟悉园林植物抗逆性评价指标 

（3）掌握植物电导率的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学生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考核成绩，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成绩各占

50%。 



 

 4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分光光度仪       3 台 

人工气候培养箱   5 台 

干燥箱           2 台 

灭菌锅           2 台 

太阳辐射电流表   1 台 

叶绿素测定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无 

2.参考书： 

(1). 刘虹，金松恒．植物学实验．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2). 刘毓琪，孙明礼，史书杰．分析化学实验．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1 

(3). 陈钧辉，李俊．生物化学实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 蔡良珍，虞大红．大学基础化学实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5). 杨建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教程(第3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6). 张英． 仪器分析实验．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7). 赵丹丹， 于冰, 孙晓丹．生物基础实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8). 蔡冲．植物生物学实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执 笔 人：王利芬  袁惠燕   

审 批 人：王波   

完 成 时 间： 2016.3.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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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植物保护》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LAAR0020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建筑与植物保护 / Building and Plant Protec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 

实验室名称：园林园艺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建筑与植物保护》是风景园林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主要讲授观赏植

物与建筑保护的基本概念、病虫害症状类型、发生原因、发生发展规律，观赏植物与

建筑病虫害防治的基本原理等。其实习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准确认识

植物与建筑的病虫害，学会观赏植物、花卉、古建筑保护等基本技术，为今后解决实

际问题、指导植物与建筑保护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本实验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进一步加深理解课堂知识的环节，而且也是掌握病虫及防治基

本实践技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观赏植物病害的症状诊断、

显微玻片制作与病原鉴别 
设计性 3 2-3 必修 

2 
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基

本构造及生物学 
验证性 3 2-3 必修 

3 
观赏植物病虫主要种类及

重要科目 
综合性 3 2-3 必修 

4 观赏植物病虫标本的采集 综合性 6 2-3 必修 

5 观赏植物病虫标本制作 综合性 3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观赏植物病害的症状诊断、真菌显微玻片制作与病原鉴别 

1.教学内容 

针对观赏植物病害的症状诊断，通过显微玻片制作，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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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诊断的基本原理。 

（2）熟悉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鉴别的方法。 

（3）掌握各种不同方法处理标本，并熟练掌握徒手切片技术。 

实验项目 2：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基本构造及生物学 

1.教学内容 

通过各类标本或实地现场，掌握各类观赏植物病虫的基本构造及生物学。 

2.教学目标 

（1）了解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基本构造。 

（2）熟悉重点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生物学。 

（3）掌握各类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生态学及其防治措施。 

实验项目 3：观赏植物病虫主要种类及重要科目 

1.教学内容 

通过学习，掌握各类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主要种类及重要科目的发生、为害与

防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主要种类。 

（2）熟悉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的主要种类的发生与为害。 

（3）掌握观赏植物昆虫主要种类及重要科的防治。 

实验项目 4：观赏植物病虫标本的采集 

1.教学内容 

在校园、保护地、古建筑等有观赏植物与建筑病虫为害的地方，采集各类不同

标本。 

2.教学目标 

（1）了解观赏植物病虫为害与活动特点，有针对性的采集标本。 

（2）熟悉常用的标本采集器械、工具并有效使用。 

（3）掌握观赏植物病虫标本的采集。 

实验项目 5：观赏植物病虫标本的制作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掌握观赏植物病虫标本制作的技术与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观赏植物病虫标本的制作方法。 

（2）熟悉观赏植物病虫标本的鉴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撰写实验报告，每组提交 8 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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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学用解剖镜 20 台、教学用显微镜 20 台。 

各类教学用观赏植物病虫标本 8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朱天辉，园林植物病理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蔡  平，园林昆虫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张宝棣. 园林花木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原色图谱. 北京: 金盾出版社, 2002 

徐明慧.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3 

段新芳. 木材变色防治技术.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5 

陈允适. 古建筑与木质文物维护指南:木结构防腐及化学加固.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5 

 

 

                                               

 执 笔 人：谢立群   

审 批 人：王波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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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苗圃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LAAR0022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园林苗圃学/Landscape Plant Nursery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 

实验室名称：园林园艺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园林苗圃学》是风景园林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其特点是兼具较高的理论性

和很强的实践性。本课程拟围绕本学科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及园林苗圃学内涵，通过

对园林苗圃学的理论学习与实验实习，如园林苗木的种质资源、繁殖特性与原理、繁

殖技术与方法、园林苗圃的规划与建设、园林苗圃的管理与经营以及相关行规与标准

等，使学生掌握园林苗圃学的基本知识、苗圃规划设计、园林树木的繁殖手段和技能，

能在教学和生产中熟练应用各种技术，并了解当前园林苗圃、苗木繁殖的发展趋势，

为今后从事本专业相关领域的研发及生产奠定基础。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相长及提高《园林苗圃学》的教学效果，将有针对性地设置

实验教学内容，将实验内容与科研小实验、校内教学与校外考察相结合，调动学生对

实验学习的主动性和好奇心，实现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加深

课程内容理解、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目的。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园林植物种子活力鉴定 综合性 3 2-3 必修 

2 园林植物播种繁殖 综合性 3 2-3 必修 

3 园林植物扦插繁殖 设计性 3 2-3 必修 

4 园林植物微繁殖 创新性 3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园林植物种子活力鉴定 

1.教学内容 

园林植物种子活力的测定方法很多，本实验通过学习种子活力的几种测定方法，

比较这些测定方法在种子活力鉴定方面的特点，使学生在今后的技术研发或生产实践

中能够灵活应用这些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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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几种常用种子活力测定方法的基本原理。 

（2）熟悉 TTC 法、染料法、催芽法等的检测过程和操作步骤。 

（3）掌握种子活力的测定原理和方法、以及判断种子活力高低的标准和依据。 

实验项目 2：园林植物播种繁殖 

1.教学内容 

在讲授园林植物播种繁殖基本知识及产业应用的基础上，选择三种园林植物的种

子为实验材料，通过不同的浸种处理、催芽方法及播种方法，学习园林植物播种繁殖

技术的全部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植物播种繁殖技术的基本原理。 

（2）熟悉园林植物播种苗播种技术的全部过程。 

（3）掌握播种前种子处理和播种工作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实验项目 3：园林植物扦插繁殖 

1.教学内容 

在讲授园林植物扦插繁殖基本知识及产业应用的基础上，选择木本园林植物的一

年生或当年生枝条为实验材料，通过设计不同的插穗预处理、扦插方法以及实际操作，

学习园林植物扦插繁殖技术的全部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植物扦插繁殖技术的基本原理。 

（2）熟悉园林植物扦插技术的全部过程。 

（3）掌握园林植物扦插诱导生根和扦插后管理工作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实验项目 4：园林植物微繁殖（组织培养） 

1.教学内容 

在讲授园林植物组培快繁基本理论及产业应用的基础上，选择园林植物的几种试

管苗为实验材料，通过设计不同的培养基配方、激素组合以及实际操作，学习园林植

物组培快繁技术中继代培养、生根培养及移栽驯化的关键技术环节。 

2.教学目标 

（1）了解园林植物组织培养、微快繁技术的基本理论及其产业化现状。 

（2）熟悉植物组织培养中几项常用的技术操作。 

（3）掌握园林植物组培快繁的外植体选择及处理、培养基配制、培养方法等关

键技术问题。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按照实验要求，认真仔细操作，全面完成实验内容，按时提交实验报告，包括实

验目的、实验原理、仪器试剂、实验步骤、结果分析、问题与讨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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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提交实验报告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高压灭菌锅        1 台                      pH 酸度计         1 台  

操净工作台        4 台                      微量加样器        10 套         

水浴恒温摇床      1 台                      简易插床          1 个  

光照培养箱        1 台                      温室大棚          1 个 

植物组织培养架    2 个                      恒温培养箱        1 台     

电子天平          2 台                      其他实验器材      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成仿云.《园林苗圃学》.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张志国,鞠志新.《现代园林苗圃学》.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2）张志国,戚海峰．《穴盘苗生产技术》.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3）潘瑞炽 著．《植物组织培养》.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巩振辉主编．《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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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植物装饰》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HOR1079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室内植物装饰/Indoor Plants Decoratio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 

实验室名称：园林园艺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室内植物装饰实验课是室内植物装饰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与课堂

讲授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相结合，同时又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的重要手段。通过本课程（实验）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各种栽培基质的特性，能正确

理解植物的他感作用，掌握干花制作的方法，了解室内植物装饰的常用方法，学会自

己制作装饰材料，能用植物的种子进行艺术的再加工。本课程试验以综合性和设计性

实验为主，各占 30%和 70%。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干花的制作 综合性 4 2-3 必修 

2 组合盆栽 设计性 4 2-3 选修 

3 瓶景制作与养护 设计性 4 2-3 必修 

4 种子装饰画的制作 设计性 4 1-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干花的制作 

1.教学内容 

（1）材料的采集与整理（2）花材干燥（3）脱色与漂白（4）染色 

2.教学目标 

（1）了解干燥花的种类 

（2）熟悉花卉干燥的原理 

（3）掌握常用干燥花制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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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组合盆栽 

1.教学内容 

（1）基质的选择（2）容器的选择（3）材料的搭配（4）日常养护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基质的种类和特性，植物材料的他感作用 

（2）熟悉常用植物材料的特性 

（3）掌握组合盆栽的养护 

实验项目 3：瓶景制作与养护 

1.教学内容 

（1）容器的选择（2）基质的处理（3）植物材料种植（4）养护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质的种类和特性，植物材料的他感作用 

（2）熟悉基质的处理原则 

（3）掌握瓶景制作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种子装饰画的制作 

1.教学内容 

（1）种子处理（2）设计构思（3）种子粘贴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种子的特性，掌握 

（2）熟悉种子的颜色和形状 

（3）掌握种子处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按研究论文格式，以引文介绍、实验材料、结果、讨论为体例，

实验数据按统计学要求以表格或统计图的格式给出。 

2.考核方式 

a)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每次实验学生进行详细观察记载，实验结束后撰写实

验报告，作为实验考核的主要依据；同时，每次实验由指导老师对操作环

节和作品进行等级评定。最后的实验成绩按照操作成绩和报告成绩综合评

分。 

b)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30%，最后的实

验成绩按照操作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综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烘箱             1 台                       微波炉           1 台 

干燥器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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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周吉玲.室内绿化应用设计. 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2.参考书：（1）谢云，孙景荣.室内植物装饰设计. 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0 

（2）庄夏珍.室内植物装饰设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光宁室内植物装饰..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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