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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339)》大纲 

 

第一部分  理论教学 

 

一、内容提要 

植物生理学是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揭示植物生命现象本质的科学。

植物的生命活动是在水分代谢、矿质营养、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等基本代

谢的基础上，表现出种子的萌发、营养器官的生长、开花、受精、果实和

种子的成熟等生长发育过程。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让学生系统掌握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及其调控的

方法和技术，学会用严谨的科学实验手段认识和分析生命现象和规律，创

造性地调控植物生理功能，培养学生将植物生理学理论与相关基础课程理

论相结合、并灵活应用于生物技术、生物科学和农学研究和实践中的能力。 

二、选用教材 

潘瑞炽主编. 植物生理学(第 7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2 

三、教学内容 

(一) 绪论 

1 植物生理学的定义、内容和任务 

2 植物生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3 植物生理学的展望(自学) 

重  点：植物生理学的定义和任务，植物生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难  点：植物生理学的定义。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植物生理学是农业的基础学科”？ 

2、植物生理学的定义是什么？根据你所知的事实，举例分析讨论之。 

(二) 第一章 植物的水分生理 

1 植物对水分的需要 

1.1 植物的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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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植物体内水分存在状态 

1.3 水分在植物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2 植物细胞对水分的吸收 

2.1 水分跨膜运输的途径 

2.2 水分跨膜运输的原理(自学) 

2.3 细胞间的水分移动 

3 根系吸水和水分向上运输 

3.1 土壤中的水分 

3.2 根系吸水 

3.3 水分向上运输 

4 蒸腾作用 

4.1 蒸腾作用的生理意义、部位和指标 

4.2 气孔蒸腾 

4.3 影响蒸腾作用的因素 

5 合理灌溉的生理基础 

5.1 作物的需水规律 

5.2 合理灌溉的指标 

5.3 节水灌溉的方法 

重  点：水势，细胞的水势，细胞吸水的方式，根系吸水的途径和动力，

水分运输的途径和动力，合理灌溉。 

难  点：细胞水势的概念和根系吸水的途径和机理，气孔运动的机理。 

思考题： 

1、分析根系吸水的途径和动力？ 

2、植物叶片气孔运动机制如何？ 

3、利用细胞质壁分离和质壁分离复原的实验可解决哪些问题？ 

(三) 第二章 植物的矿质营养 

1 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 

1.1 植物体内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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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植物必需矿质元素的确定 

1.3 植物必需矿质元素的生理作用 

1.4 作物缺乏必需矿质元素的诊断方法 

2 细胞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2.1 生物膜 

2.2 离子的跨膜运输(自学) 

3 植物体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3.1 植物吸收矿质元素的特点 

3.2 根部对土壤矿质元素的吸收 

3.3 影响跟部吸收矿质元素的条件 

3.4 叶片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4 矿质元素的运输和利用(自学) 

4.1 矿质元素运输的形式 

4.2 矿质元素运输的途径 

4.3 矿质元素在植物体内的利用 

5 植物对氮、硫、磷的同化 

5.1 氮的同化 

5.2 硫酸盐的同化(自学) 

5.3 磷酸盐的同化(自学) 

6 合理施肥的生理基础 

6.1 作物的需肥规律 

6.2 合理追肥的指标 

6.3 发挥肥效的措施 

重  点：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生物膜的基本结构和特性，植物细胞对矿

质元素的吸收方式，矿质元素在植物体内的运输和分布，植物对氮的同化

过程，合理施肥的生理基础。 

难  点：生物膜基本结构，植物细胞对矿质元素的吸收方式，氮在植物体

内的同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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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植物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需要哪些矿质元素？如何用实验方法证明

植物生长需要这些元素？ 

2、试述植物叶片将硝态氮同化为氨基酸的过程。 

3、植物对水分和矿质的吸收有什么关系？是否完全一致？ 

4、简述生物膜的结构特点和特性？ 

(四) 第三章 植物的光合作用 

1 光合作用的重要性 

2 叶绿体及其色素 

2.1 叶绿体的结构和成分 

2.2 光合色素的化学特性 

2.3 光合色素的光学特性 

2.4 叶绿素的合成及降解(自学) 

3 光合作用过程 

3.1 原初反应(自学) 

3.2 电子传递和光合磷酸化(自学) 

3.4 碳同化 

4 C3、C4 与 CAM 植物的光合特性比较 

4.1 叶片结构 

4.2 生理特性 

5 光呼吸 

5.1 光呼吸的途径(自学) 

5.2 光吸吸的生理功能 

6 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 

6.1 外界条件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6.2 内部因素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7 植物对光能的利用 

7.1 植物的光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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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提高光能利用率的途径 

重  点：光合作用的总反应式和重要性，叶绿体的结构和功能；光合色素

的化学与光学特性，光合作用的原初反应、碳同化的过程，光呼吸的途径

和生理功能，C3、C4、CAM 植物的光合特性，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 

难  点：光合作用的原初反应和碳同化的过程，C3、C4、CAM 植物的光合特

性差别。 

思考题： 

1、光合作用的 O2是如何产生的? 

2、从光呼吸的代谢途径看来，光呼吸有什么意义？ 

3、为什么说“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 

4、论述环境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5、C3、C4、CAM 植物的光合特性有何区别？ 

(五) 第四章 植物的呼吸作用 

1 呼吸作用的概念和生理意义 

1.1 呼吸作用的概念  

1.2 呼吸作用的生理意义  

2 呼吸代谢途径(自学) 

2.1 糖酵解  

2.2 发酵作用  

2.3 三羧酸循环 

2.4 戊糖磷酸途径 

3 电子传递与氧化磷酸化(自学) 

3.1 电子传递 

3.2 氧化磷酸化 

3.2 末端氧化酶 

3.3 线粒体外的末端氧化酶 

4 呼吸过程中能量的贮存和利用(自学) 

4.1 贮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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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用能量  

4.3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关系 

5 呼吸作用的调节和控制(自学) 

5.1 巴斯德效应和糖酵解的调节 

5.2 三羧酸循环的调节 

5.3 腺苷酸能荷的调节 

6 呼吸作用的指标及影响因素  

6.1 呼吸作用的指标 

6.2 内部因素对呼吸速率的影响 

6.3 外界条件对呼吸速率的影响 

7 呼吸作用与农业生产  

7.1 呼吸作用与作物栽培 

7.2 呼吸作用与粮食贮藏 

7.3 呼吸作用与果蔬贮藏 

重  点：呼吸作用的概念和生理意义，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关系，呼吸

作用原理在作物栽培和粮食、果蔬贮藏中的应用。 

难  点：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关系 

思考题： 

1、植物的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有什么关系？ 

2、在粮食、果疏的贮藏中，为了保质保鲜，可采用哪些方法调控其呼吸作

用。 

(六) 第五章  植物同化物的运输 

1 同化物运输的途径 

1.1 运输途径和方向 

1.2 运输的速率和汁液成分 

2 韧皮部装载(自学) 

2.1 质外体途径 

2.2 共质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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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韧皮部卸出(自学) 

3.1 同化产物卸出途径 

3.2 依赖代谢进入库细胞 

4 韧皮部运输的机理 

4.1 压力流学说 

4.2 胞质泵动学说 

4.3 收缩蛋白学说 

5 同化物的分布 

5.1 配置 

5.2 分配 

重  点：植物体内有机物运输的途径、速率和溶质种类，有机物在韧皮部

运输的机理，同化物的分配方向。 

难  点：压力流学说。 

思考题： 

1、目前被普遍公认的有机物运输的机制假说是哪一个？其要点是什

么？ 

2、植物体内同化物的分配有何规律？ 

3、研究韧皮部运输机理研究方法有哪些？ 

(七) 第六章  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自学) 

(八) 第七章  细胞信号转导(自学) 

(九) 第八章  植物生长物质 

1 生长素类 

1.1 生长素的种类和化学结构 

1.2 生长素在植物体内的分布和运输 

1.3 生长素的生物合成和降解(自学) 

1.4 生长素的信号转导途径(自学) 

1.5 生长素的生理作用 

2 赤霉素类 



 8 

2.1 赤霉素的结构和种类 

2.2 赤霉素的分布和运输 

2.3 赤霉素的生物合成与代谢(自学) 

2.4 赤霉素的信号转导途径(自学) 

2.5 赤霉素的生理作用和应用 

3 细胞分裂素类 

3.1 细胞分裂素种类和结构 

3.2 细胞分裂素分布和运输 

3.3 细胞分裂素的生物合成和代谢(自学) 

3.4 细胞分裂素的信号导途径(自学) 

3.5 细胞分裂素的生理作用 

4 乙烯  

4.1 乙烯的分布、生物合成和代谢 

4.2 乙烯的信号转导途径(自学) 

4.3 乙烯的生理作用和应用 

5 脱落酸 

5.1 脱落酸化学结构和分布 

5.2 脱落酸的生物合成、代谢和运输(自学) 

5.3 脱落酸的信号转导途径(自学) 

5.4 脱落酸的生理作用 

6 其它天然的植物生长物质 

6.1 油菜素甾醇类 

6.2 茉莉酸 

6.3 水杨酸 

6.4 多胺 

7 植物生长调节剂 

7.1 植物生长促进剂 

7.2 植物生长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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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植物生长延缓剂 

重  点：植物激素的种类、生理作用及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 

难  点：植物激素的生理作用 

思考题： 

1、列表比较五大类植物激素的生理效应。 

2、五大类植物激素之间在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方面表现出哪些增效作

用或作用？ 

3、农业上常用的生长调节剂有哪些？在作物生产上有哪些应用？ 

(十) 第九章  植物的生长生理 

1 种子的萌发  

1.1 种子萌发的生理生化变化 

1.2 种子的寿命 

2 细胞生长生理(自学) 

2.1 细胞分裂生理 

2.2 细胞伸长生理 

2.3 细胞分化生理 

3 植物营养器官生长(自学) 

3.1 营养器官的生长特性  

3.2 影响营养器官生长的条件 

4 植物生长的相关性 

4.1 根和地上部的相关性 

4.2 主茎和侧枝的相关 

4.3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相关  

5 植物的光形态建成 

5.1 光敏色素的发现和种类 

5.2 光敏色素的分布与生理作用 

5.3 蓝光和紫外光反应(自学) 

6 植物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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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向性运动 

6.2 感性运动 

6.3 生理钟 

重  点：种子萌发的外界条件和生理生化变化；植物器官生长的相关性；

植物生长的向性运动和感性运动。 

难  点：植物生长相关性的原因，植物生长的向性运动。 

思考题： 

1、试述光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2、为什么植物具有向光性和向重力性生长？ 

3、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相关性表现如何？如何协调以达到栽培上的

目的？ 

(十一) 第十章  植物的生殖生理 

1 幼年期 

1.1 幼年期的特征 

1.2 提早成熟 

2 成花诱导 

2.1 春化作用 

2.2 光周期现象 

3 花原基和花器官原基的形成 

3.1 花原基的形成(自学) 

3.2 花器官原基的形成(自学) 

3.3 影响花器官形成的条件 

3.4 植物性别的分化 

4 受精生理 

4.1 花粉的成分、寿命和贮存 

4.2 柱头的生活能力 

4.3 外界条件对授粉的影响 

4.4 花粉萌发和花粉管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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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受精后雌蕊的代谢变化 

4.6 自交不亲和性 

重  点：植物的春化作用与光周期现象。 

难  点：植物的春化作用和光周期现象。 

思考题： 

1、如何用实验证明植物感觉低温和光周期的部位？ 

2、根据所学生理学知识，简要说明从远方引种要考虑哪些因素才能成功？ 

(十二) 第十一章  植物的成熟和衰老生理 

1 种子成熟生理  

1.1 主要有机物的变化  

1.2 其他生理变化 

1.3 外界条件对种子成熟和化学成分的影响 

2 果实成熟生理 

2.1 果实的生长 

2.2 呼吸骤变 

2.3 肉质果实成熟时的色、香、味变化 

2.4 果实成熟时植物激素的变化 

3 植物休眠的生理 

3.1 种子休眠的原因和破除 

3.2 延存器官休眠的打破和延长 

4 植物衰老的生理 

4.1 衰老时的生理生化变化 

4.2 影响衰老的条件 

4.3 植物衰老的原因 

5 程序性细胞死亡(自学) 

5.1 程序性细胞死亡发生的种类 

5.2 程序性细胞死亡的特征 

5.3 程序性细胞死亡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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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物器官的脱落 

6.1 环境因子对脱落的影响 

6.2 脱落时细胞及生化变化 

6.3 脱落与植物激素 

重  点：种子、成果实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种子的休眠和调控；植物

器官脱落的细胞及生化变化。 

难  点：果实的呼吸跃变，种子休眠的调控。 

思考题： 

1、试比较种子萌发和种子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 

2、肉质果实成熟期间在生理生化上有哪些变化？ 

(十三) 第十二章 植物的抗性生理  

1 抗性生理通论 

1.1 逆境对植物的伤害 

1.2 植物对逆境的适应 

2 植物的抗冷性 

2.1 冷害过程的生理生化变化 

2.2 冷害的机制(自学) 

2.2 影响冷害的内外因素 

3 植物的抗冻性 

3.1 植物对冻害的生理适应 

3.2 冻害的机制(自学) 

3.3 内外因素对植物抗冻性的影响 

4 植物的抗热性 (自学) 

4.1 高温对植物的危害 

4.2 内外因素对耐热性的影响 

5 植物的抗旱性 

5.1 干旱对植物的伤害 

5.2 作物抗旱性的形态、生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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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高作物抗旱性的途径 

6 植物的抗涝性 

6.1 涝害对植物的伤害 

6.2 植物对涝害的适应 

7 植物的抗盐性 

7.1 盐胁迫对植物的伤害 

7.2 植物对盐胁迫的适应 

8 植物的抗病性(自学) 

重  点：植物抗性生理通论。 

难  点：植物对逆境的生理生化反应，逆境伤害植物的机理，植物对逆境

的适应。 

思考题： 

1、生物膜在植物抗逆胁迫中有何作用？ 

2、为什么脱落酸在交叉适应中起作用？ 

3、提高植物抗逆性的途径？ 

 

第二部分  实验教学 

 

一、实验目的及要求 

植物生理学实验帮助学生验证、巩固和加深对植物生理学基础理论的

理解和认识，使学生学会恒温水浴锅、真空泵、分光光度计、电导率仪等

多种仪器的操作使用,熟练掌握硝酸还原酶、可溶性糖、游离脯氨酸等重要

的植物生理指标的测定方法。通过植物生理学实验的教学，培养学生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缜密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观察问题、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和撰写科学论文的能

力。 

二、教材及参考书 

(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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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琦.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二)参考书 

[1] 李合生. 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 张志良, 瞿伟菁.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第三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3 

[3] 李  玲. 植物生理学模块实验指导.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三、实验项目与内容提要 

项目名称 内容摘要 

实验类型 计

划 

学

时 

每

组 

人

数 

主要仪器 

及配套数 

项目类型 

演

示

性 

验 

证 

性 

综

合

性 

设

计

性 

必

做 

选

做 

植物组织水势的

测定 

了解植物组织中水分状况

的另一种表示方法及用于

测定的方法 

 √   3 2 打孔器 40 √  

植物体内硝酸还

原酶活力的测定 

学习分光光度计等仪器的

使用并熟悉硝酸还原酶活

性测定的方法 

   √ 3 2 

打孔器 40、电

子天平 4、真空

泵 2、恒温箱 2、

分光光度计 4 

√  

叶绿体色素的提

取、分离及理化

性质 

了解叶绿体色素提取分离

的原理以及它们的光学特

性在光合作用中的意义 

 √   3 2 
恒温水浴锅 4、

康维皿 40 
√  

叶绿体色素的定

量测定 

熟悉在未经分离的叶绿体

色素溶液中测定叶绿素 a

和 b 的方法及其计算 

 √   3 2 

电子天平 4、恒

温水浴锅 4、分

光光度计 4 

√  

植物组织中可溶

性糖含量的测定 

用蒽酮法测定可溶性糖含

量 
 √   3 2 

电子天平 4、恒

温水浴锅 4、分

光光度计 4 

√  

植物体内游离脯

氨酸含量测定 

用水合茚三酮法测定植物

体内游离脯氨酸含量 
   √ 3 2 

电子天平 4、恒

温水浴锅 4、分

光光度计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