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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指导意见

（试 行）

初中理科（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是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科学实验的终结性

考试，目的是全面、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生的实验操作能力是否达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2011 年版）》所要求的学业水平。考试结果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重要依

据，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初中学校开足、上好实验课，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素养。本指导意见作为福建省义务

教育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的依据。

初中物理实验操作考试指导意见

一、考试依据

福建省初中物理实验操作考试以《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 《福建省

初中物理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为依据，结合福建省各设区市初中物理教材和教学实

际情况进行。

二、考试范围

依据《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列出的 20个学生必做实验，结合福

建省教学实际，并考虑实验考试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列出以下 14个实验作为考试范围。

力学

1．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

2．验证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与压力的关系

3．用天平测量固体的质量

4．测量已知质量的固体的密度

5．验证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

6．验证杠杆的平衡条件

电学

7．设计并连接并联电路

8．验证电阻不变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9．测量小灯泡的额定电功率

10．验证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光学 11．验证光的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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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验证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13．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

热学 14．用温度计测量液体的温度

三、考试形式

实验操作考试采用现场动手操作形式，由各设区市自行命题、制订评分细则并组织考

试。

各设区市可依据考试范围中 14个实验的要求，结合教学实际，并考虑实验考试的安

全性和可操作性，抽取其中若干个实验进行考试，每位学生从中随机抽取 1个实验进行独

立操作考试。

考试时间 20分钟。

四、考试内容及要求

1．能按步骤进行实验；

2．能安全、规范地使用各种实验仪器；

3．能真实地记录和收集实验数据；

4．能科学处理实验数据，得出相应结论；

5．实验结果基本正确；

6．具有良好的实验习惯和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每个实验的具体考试内容及要求如下。

实验 1 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刻度尺，观察、调节停表或秒

表。

2．组装装置 组装实验装置。

3．进行实验

（1）用刻度尺测小车通过的路程并记录。

（2）用停表或秒表测小车从斜面顶端滑下到撞击物块的时间并

记录。

（3）重复步骤（2）两次。

4．处理数据 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平均速度的大小。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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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 验证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与压力的关系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弹簧测力计。

2．组装装置 组装实验装置。

3．进行实验

（1）用弹簧测力计水平匀速拉动木块，在拉动过程中读出并记录

弹簧测力计示数。

（2）往木块上放砝码，重复步骤（1）。

（3）改变放在木块上的砝码质量，重复步骤（1）。

4．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实验 3 用天平测量固体的质量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天平。

2. 进行实验

（1）天平的左盘放置固体，右盘放置砝码，加减砝码并移动游码，

使横梁重新平衡。

（2）读数并记录。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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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 测量已知质量的固体的密度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量筒或量杯。

2．进行实验

（1）在量筒或量杯中倒入适量的水，读出水的体积并记录。

（2）把固体用细线系好，轻轻放入量筒或量杯中，读出水和固

体的总体积并记录。

3．处理数据 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固体的密度。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实验 5 验证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弹簧测力计。

2．组装装置 组装实验装置。

3．进行实验

（1）用弹簧测力计测物块所受重力并记录。

（2）用弹簧测力计挂着物块，将物块部分浸入水中，观察并记

录弹簧测力计示数。

（3）用弹簧测力计挂着物块，将物块完全浸入水中，观察并记录

弹簧测力计示数。

（4）用弹簧测力计挂着物块，将物块完全浸入盐水中，观察并

记录弹簧测力计示数。

4．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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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6 验证杠杆的平衡条件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2．进行实验

（1）在杠杆支点两侧挂不同数量的钩码，调节挂钩码的位置使

杠杆重新在水平位置平衡，记录动力、阻力、动力臂、阻

力臂。

（2）改变杠杆支点两侧所挂钩码的数量并调节挂钩码的位置，

使杠杆重新在水平位置平衡，记录动力、阻力、动力臂、

阻力臂。

（3）再次改变杠杆支点两侧所挂钩码的数量并调节挂钩码的位

置，使杠杆重新在水平位置平衡，记录动力、阻力、动力

臂、阻力臂。

3．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实验 7 设计并连接并联电路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电池盒（装有电池）、小灯泡、

开关。

2．进行实验

（1）设计并画出并联电路图。

（2）按画出的电路图连接实物电路。

（3）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4）观察每只开关闭合或断开时，每只灯泡的亮暗情况。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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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8 验证电阻不变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电流表、电压表，观

察滑动变阻器。

2．组装装置
画出电路图, 断开开关，按电路图连接实物电路。移动滑动变阻

器滑片，使连入电路的电阻值最大。

3．进行实验

（1）闭合开关，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读出此时电压表和电流

表的示数并记录。

（2）重复步骤（1）两次，记录数据。

4．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实验 9 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电流表、电压表，观察

小灯泡、滑动变阻器。

2．组装装置
画出电路图，断开开关，按电路图连接实物电路，移动滑动变阻

器滑片，使连入电路的电阻值最大。

3．进行实验

（1）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滑片，使电压表的示数为小灯

泡的额定电压。

（2）读出电流表的示数并记录。

4．处理数据 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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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0 验证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调节电流计。

2．组装装置 组装实验装置。

3．进行实验

（1）导体与磁铁相对静止，观察电流计的指针是否偏转并记录。

（2）磁铁不动，让导体左右切割磁感线运动，观察电流计的指针

是否偏转并记录。

（3）磁铁不动，让导体上下沿平行于磁感线方向运动，观察电流

计的指针是否偏转并记录。

（4）导体不动，让磁铁左右运动，观察电流计的指针是否偏转并

记录。

（5）导体不动，让磁铁上下运动，观察电流计的指针是否偏转并

记录。

4．分析论证 分析证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实验 11 验证光的反射定律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

2．进行实验

（1）在纸板上画出直线 ON，将白纸板垂直立在镜面上，使 ON
垂直于镜面。

（2）让激光束贴着白纸板射到平面镜上，经平面镜反射，沿 ON
的另一侧射出，描出入射光和反射光的径迹。

（3）改变光的入射角，重复步骤（2）两次。

（4）取下纸板，用量角器分别量出每对入射角和反射角，记录

数据。

（5）将承接反射光线的半个纸板向后弯折一个角度，观察纸板

上是否还能承接到反射光线。

3．分析论证 分析证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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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2 验证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

2．组装装置 组装实验装置。

3．进行实验

（1）把一支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的前面。

（2）观察蜡烛 A 在玻璃板后面的像。拿一支与蜡烛 A 完全相同但

不点燃的蜡烛 B，竖立在玻璃板后面移动到蜡烛 A 的像的位置

上，观察蜡烛 B 和蜡烛 A 的像的大小关系。

（3）在纸上记下两支蜡烛的位置，用刻度尺测量并记录两支蜡烛到

玻璃板的距离。

（4）移动蜡烛 A，重复步骤（2）（3）两次。

4．分析论证 分析证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实验 13 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记下凸透镜的焦距 f。

2．组装装置
组装实验装置，调节烛焰中心、凸透镜中心和光屏中心在同一高

度并处于同一直线上。

3．进行实验

（1）点燃蜡烛，调节物距使 u＞2f，移动光屏直到光屏上看到清晰

的像为止，记录像的性质及像距。

（2）调节物距使 f ＜u＜ 2f，移动光屏直到光屏上看到清晰的像

为止，记录像的性质及像距。

（3）调节物距使 u ＜ f，撤去光屏，透过透镜，观察成像特点，

记录像的性质。

4．分析论证 分析证据得出结论。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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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4 用温度计测量液体的温度

考试内容 考 试 要 求

实验技能

1．检查器材 检查实验所需器材是否齐全；观察液体温度计。

2．进行实验

（1）往烧杯中倒入适量的水，估计水的温度，用温度计测出水

的温度并记录。

（2）往烧杯中倒入适量的热水，估计水的温度，用温度计测出

水的温度并记录。

（3）再次往烧杯中倒入适量的热水，估计水的温度，用温度计

测出水的温度并记录。

实验素养 态度认真、尊重事实、器材布置合理、操作有序、整理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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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实验操作考试指导意见

一、考试依据

福建省初中化学实验操作考试以《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福建省初

中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化学）》为依据，结合福建省各设区市初中化学教材和教学

实际情况进行。

二、考试范围

依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有关学生实验的要求，结合福建省初中

化学的教学实际，并考虑实验考试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确定以下基础学生实验。

1.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化学性质。

2.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化学性质。

3. 金属的某些化学性质。

4. 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5. 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6. 溶液酸碱性的检验。

7. 酸、碱的化学性质。

三、考试形式

实验操作考试由各设区市（县、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以上 7个基础学生实验

中的某个实验或其中的实验片段，命制实验考试试题、制订评分细则并组织考试。每位学

生从中随机抽取 1 个实验试题，采用现场动手实验的形式，进行独立操作考试,并完成实

验报告。

1.考试内容：仪器和药品的选择和使用；实验操作情况；实验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分

析概括得出结论的能力；实验习惯等。

2.考试时间：20 分钟。

四、考试内容及要求

具体实验的评价内容及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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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化学性质

实验 2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化学性质

实 验 内 容 评 价 要 点

一、氧气的制取实

验（用高锰酸钾制

取、用排水法收

集）

1.连接装置，并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1.装置的组装。

2.装置气密性的检

查。

3.固体药品的取

用。

4.酒精灯的使用

及固体的加热。

5.排水法收集气

体。

6.实验效果。

7.实验报告的完成

情况。

8.实验习惯的养成

情况。

2.用药匙取用一定量的高锰酸钾，并在试

管口放置一团棉花。

3.将试管的中上部用铁夹固定于铁架台

上，，试管口略向下倾斜。

4.预热，并用酒精灯外焰对准药品位置加

热。

5.将集气瓶装满水，盖上玻璃片，倒扣在

水槽中，待气泡连续均匀地放出后收集气

体。将集满气体的集气瓶取出并正放在桌

面上。

6.实验结束，将导管移出水面后熄灭酒精

灯。

二、氧气的化学性

质实验（木炭在氧

气中燃烧并检验

其燃烧产物）

1.用镊子（或坩埚钳）将红热的木炭伸入

集气瓶内，观察现象。

2.燃烧停止后，加入少量澄清石灰水，振

荡，观察现象。

实 验 内 容 评 价 要 点

一、二氧化碳的制

取实验

1.连接装置，并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1.装置的组装。

2.装置气密性的

检查。

3.固体药品的取

用。

4.液体药品的取

用。

5.排空气法收集

气体。

6.二氧化碳的验

满。

7.实验效果。

8.实验报告的完

成情况。

9.实验习惯的养

成情况。

2.用镊子取一定量的块状大理石（或石灰

石）装入试管中，再加入适量稀盐酸。

3.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 1瓶二氧化碳，用燃

着的小木条进行验满。

4.盖好玻璃片，正放在桌上。

二、二氧化碳

的性质实验

1.取一支试管，加入 2 mL 蒸馏水，滴入 1~2

滴石蕊溶液，向其中通入二氧化碳气体。

2.将 1 瓶二氧化碳倒入放有燃着小蜡烛的

烧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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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金属的某些化学性质

实验 4 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实 验 内 容 评 价 要 点

实验准备 用砂纸打磨镁条、铝片、铜片、锌片、铁钉

五种金属样品，观察外观是否有变化。 1.酒精灯的使

用。

2.金属的夹持点

燃或加热。

3.固体药品的取

用。

4.液体药品的取

用。

5.实验效果。

6.实验报告的完

成情况。

7.实验习惯的养

成情况。

一、金属与氧

气的反应

1.在桌面上放置一石棉网，用镊子（或坩埚

钳）夹持一小段镁条，在石棉网上方用酒酒精

灯点燃，观察现象。

2.用镊子（或坩埚钳）夹持一小段铝片，用

酒精灯加热，观察现象。

3.用镊子（或坩埚钳）夹持一小段铜片，用

酒精灯加热，观察现象。

二、金属与酸

的置换反应

1.用镊子取一小段镁条于试管中，倒入稀盐

酸（或稀硫酸）至镁完全浸没，观察现象。

2.用镊子取一小段锌片于试管中，倒入稀盐

酸（或稀硫酸）至锌片完全浸没，观察现象。

3.用镊子取一小段铜片于试管中，倒入稀盐

酸（或稀硫酸）至铜片完全浸没，观察现象。

三、金属和盐

的置换反应

用镊子取一枚铁钉于试管中，倒入硫酸铜溶

液至铁钉完全浸没，观察现象。

实 验 内 容 评 价 要 点

一、配制 50 g

溶质质量分数

为12%的氯化钠

溶液

1.计算：计算需要 NaCl 的质量和水的体积

(水的密度以 1 g.cm
-3
计算)。

1.计算技能。

2.托盘天平的使

用。

3.量筒的使用。

4.胶头滴管的使

用。

5.玻璃棒的使用。

6.实验效果。

7.实验报告的完

成情况。

8.实验习惯的养

2.称量：用托盘天平称量所需的 NaCl 固体，

放入烧杯中。

3.量取：选用适宜量程的量筒量取所需的

水，并将量好的水倒入烧杯中。

4.溶解：用玻璃棒不断搅拌，使 NaCl 完全

溶解。

5.转移：将配制好的 NaCl 溶液转移到指定

的容器中，贴上标签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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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5 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实 验 内 容 评 价 要 点

一、称量与溶解

1.用天平称取 3g 粗盐倒入烧杯中。

1.天平的使用。

2.量筒的使用。

3.胶头滴管的使

用。

4.玻璃棒的使用。

5.过滤器的制作。

6.酒精灯的使用。

7.过滤操作。

8.液体蒸发操作。

9.实验效果。

10.实验报告的完

成情况。

11.实验习惯的养

成情况。

2.选用适宜量程的量筒量 10mL 水，倒入烧

杯中。

3.用玻璃棒搅拌，使粗盐充分溶解。

二、过滤

1.用滤纸和漏斗制作过滤器。

2.把过滤器放在铁圈上，使漏斗下端管口紧

靠烧杯内壁。

3.利用过滤装置过滤食盐水。

三、蒸发

1.调节铁圈的高度，将蒸发皿放在铁圈上，

固定装置。

2.倒入滤液，用酒精灯加热，用玻璃棒搅拌，

直到出现大量固体时，停止加热，利用余热

将滤液蒸干。

四、计算产率 1.将初步提纯后的食盐转移到纸片上并称

量。

2.计算食盐的产率。

成情况。

二、用 12%的

氯化钠溶液配

制 50 g 3%的氯

化钠溶液

1.计算：计算需要 NaCl 溶液和水的体积

（12%氯化钠溶液密度以 1.2 g.cm
-3
计算）

2.量取：选用适宜量程的量筒分别量取 12%

的 NaCl 溶液和水；将量好的 NaCl 溶液和水

分别倒入烧杯中。

3.混匀：用玻璃棒搅拌，使 NaCl 溶液和水

混合均匀。

4.转移：将溶液转移到细口瓶中，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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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6 溶液酸碱性的检验

实 验 内 容 评价要点

一、检验溶液酸

碱性

1.取少量稀盐酸于小试管（或点滴板）中，

滴加几滴紫色石蕊试液,观察现象。

1.液体药品的取用。

2.胶头滴管的使用。

3.使用 pH 试纸测定

溶液的 pH。

4.实验效果。

5.实验报告的完成

情况。

6.实验习惯的养成

情况。

2.取少量稀硫酸于小试管（或点滴板）中，

滴加几滴无色酚酞试液,观察现象。

3.取少量 NaOH 溶液于小试管（或点滴板）

中，滴加少量紫色石蕊试液,观察现象。

4.取少量石灰水于小试管（或点滴板）中，

滴加少量无色酚酞试液,观察现象。

综合分析以上实验，得出结论。

二、用 pH 试纸

测定溶液的酸

碱度

1.将 6 张 pH 试纸放在表面皿（或白瓷板或

玻璃片）上。

2.用干净的玻璃棒分别蘸取稀硫酸、白醋、

食盐水、蔗糖水、石灰水和肥皂水等 6种溶

液分别滴在 pH 试纸上。

3.将试纸显示的颜色分别跟标准比色卡对

照，确定 6种待测液的 pH。

4.记录有关数据，综合分析，得出结论。

实验 7 酸、碱的化学性质

实 验 内 容 评价要点

一、酸的化学性

质（酸与金属氧化

物、盐溶液的反

应）

1.取 1 枚生锈铁钉于试管中，滴加少量稀硫

酸，观察现象，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1.固体药品的取用。

2.液体药品的取用。

3.仪器的连接，装置

气密性检查。

4.实验效果。

5.实验报告的完成情

况。

2.取少量 Na2CO3粉末于试管中，加入适量稀

盐酸，观察现象，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3.取少量大理石于试管中，加入少量稀盐

酸，塞紧带导管的单孔橡胶塞，观察现象。

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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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习惯的养成情

况。

二、碱的化学性质

（碱与非金属氧

化物、与盐、与酸

的反应）

1.将上一个实验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通入

澄清石灰水中。观察现象，写出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得出结论。

2．取少量 CuSO4溶液,滴入几滴 NaOH 溶液，

边滴加边振荡。观察现象，写出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得出结论。

3．碱与酸发生中和反应

（1）取少量稀 NaOH 溶液于烧杯中，滴入

2~3 滴酚酞溶液，测量溶液的温度，记录数

据。

（2）往上述 NaOH 溶液中逐滴滴入稀盐酸，

边滴加边搅拌至溶液的红色恰好变为无色

为止，测量反应后溶液的温度，记录数据。

（3）往无色溶液中再滴入 1滴 NaOH 溶液，

观察现象。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分析实

验数据和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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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实验操作指导意见

一、考试依据

福建省初中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以《生物学课程标准》为指导，以福建省教育厅颁布

的《福建省初中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生物学）》中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求为依据，

结合福建省各设区市初中生物学教材和教学实际情况进行考试。

二、考试范围

1．使用显微镜观察叶的永久装片

2．使用显微镜观察根尖永久切片

3．使用显微镜观察人血永久涂片

4．制作和观察番茄果肉细胞临时装片

5．观察双子叶植物（大豆、花生等）种子的结构

6．制作和观察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临时装片

7．制作和观察人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

三、考试形式

每位学生从考试范围中随机抽取 1个实验进行独立操作，实验完成后确认，回答相关

问题。

考试时间 15分钟。

四、考试内容及要求

1．能按步骤进行实验；

2．能安全、规范地使用各种实验仪器；

3．能真实地记录和收集实验数据；

4．能科学处理实验数据，合理解释实验结果，得出相应结论；

5．具有良好的实验习惯和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每个实验的具体考试内容及要求如下。

实验一：使用显微镜观察叶的永久横切片

实验二：使用显微镜观察根尖永久切片

实验三：使用显微镜观察人血永久涂片

所需器材和药品：显微镜、叶的永久横切片、根尖永久切片、人血永久涂片

序号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1 显微镜安放 距实验台边缘 7厘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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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光

1.正确转动转换器选择物镜。

2.正确转动遮光器，选择光圈。

3.看到白亮视野。

3
安放

永久装片

1.正确使用压片夹。

2.标本正对通光孔中心。

4* 调整焦距

1.下调镜筒时，眼看物镜，使用粗准焦螺旋。

2.上升镜筒时，眼看目镜，先使用粗准焦螺旋，再使用细准焦

螺旋。

5** 观察

根据所抽到的试题，选择以下三个内容中的一个进行应答。

1.说出叶肉细胞、表皮细胞、叶脉、气孔等结构。

2.说出根冠、分生区、伸长区、成熟区四个区域。

3.说出红细胞或白细胞。

要求：物像正确、清晰。用指针指示结构或者将物象移至视野

正中央，准确描述。

6** 显微镜复原 物镜位置正确、镜筒下降到最低。

备注：

*如果使用数码显微镜等自带光源显微镜教学的地区，考试内容 2改为“调节光源亮度”；

考试内容 4可根据显微镜的具体结构适当更改考试要求，如上升或下降载物台。

**要求考生举手示意监考教师检查。

实验四：制作并观察番茄果肉细胞临时装片

所需器材和药品：1.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镊子、解剖针（或牙签）、吸水纸、纱

布、滴管

2.稀碘液、清水、番茄果实

3.废物缸、抹布

序号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1 擦拭 擦拭载玻片和盖玻片，方法正确。

2 滴液 滴加清水，液滴大小适中。

3 取材 取材位置正确。

4 涂抹 将材料在水滴中涂抹均匀。

5 盖片 用镊子，无气泡。

6 染色 操作规范，染色均匀。

7* 观察
将临时装片置于已经对光完毕的显微镜上，并在低倍镜下找到番茄

果肉细胞。

8* 复原 复原显微镜，清洗临时装片。

备注： *要求考生举手示意监考教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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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观察双子叶植物（大豆、花生等）种子的结构

所需器材和药品：1.解剖盘、镊子、刀片（或解剖剪）

2.铅笔、绘图纸

3.废物缸、抹布

序号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1 观察 观察（大豆、花生等）种子的外形。

2 剥离
去除种皮，使用镊子等暴露出胚，不能用手直接剥离种皮、掰开

暴露出胚。

3* 观察 观察（大豆、花生等）种子胚的结构。

4* 绘图
根据实际观察绘制胚的结构图，胚根、胚芽、胚轴、子叶等图示

清晰。

备注：*要求考生举手示意监考教师检查。

实验六：制作并观察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临时装片

所需器材和药品：1.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镊子、刀片（或解剖剪）、吸水纸、纱

布、滴管

2.稀碘液、清水、洋葱

3.废物缸、抹布

序号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1 擦拭 擦拭载玻片和盖玻片，方法正确。

2 滴液 滴加清水、水滴大小适中。

3 取材

1.取材正确（为内表皮，而非外表皮）。

2.必须使用镊子、刀片或解剖剪等取得材料。

3.待观察材料大小、厚薄适中。

4 展平 用镊子将材料在水滴中展平。

5 盖片 用镊子，无气泡。

6 染色 操作规范，染色均匀。

7* 观察
将临时装片置于已经对光完毕的显微镜上，并在低倍镜下找到洋葱

鳞片叶表皮细胞。

8* 复原 复原显微镜，清洗临时装片。

备注：*要求考生举手示意监考教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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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制作和观察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

所需器材和药品：1.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消毒牙签、滴管、纱布、镊子、吸水纸。

2.稀碘液、生理盐水

3.废物缸、抹布

序号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1 擦拭 擦拭载玻片和盖玻片，方法正确。

2 滴液 滴加生理盐水、水滴大小适中。

3 取材
1.取材位置正确。

2.取材准确。

4 涂抹 将材料在水滴中涂抹均匀。

5 盖片 用镊子，无气泡。

6 染色 操作规范，染色均匀。

7* 观察
将临时装片置于已经对光完毕的显微镜上，并在低倍镜下找到口腔

上皮细胞。

8* 复原 复原显微镜，清洗临时装片。

备注：*要求考生举手示意监考教师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