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根外营养》教学方案 

课程名称 土壤改良与施肥 
课程 

性质 
专业基础课 

教材 

《土壤肥料》(第四版)，宋志

伟  王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 

教学 

对象 

作物生产技术 

 专业学生 

教材章节 植物根外营养 课时 1 节（40 分钟） 

教

学

内

容 

除了根系以外，植物地上部分（茎、叶片、幼果等器官）也可以吸收矿

质元素，这个过程称为根外营养。农业生产中将一些速效性肥料直接喷施于

植物地上部分，供植物吸收，这种施肥方法称为根外施肥或叶面施肥  。对

于作物生长的特殊阶段或在一些特殊环境条件下，根外施肥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此外，根外喷施杀虫剂（内吸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除草

剂和抗蒸腾剂等措施，都是根据植物根外营养的原理进行的。由此可见，植

物根外营养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本节课我们学习植物

根外营养的特点，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进而指导农业生产实践。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情感目标 

教

学

目

标 

了解植物根外营养、根外

施肥以及叶面肥等的概

念； 

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特

点； 

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影

响因素。 

通过学生对必需知识

的学习和实践，使学

生会对作物进行根外

施肥。 

引导学生能够进行知

识迁移，培养学生针

对原因思考、找寻解

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精

神，形成大学生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人生态度；锻

炼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为以后热爱农业工作、理

论指导农业生产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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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重

点

与

难

点 

教学重点： 

1.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特点； 

2.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 

3.掌握植物根外施肥的工作流程。 

教学难点: 

1.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特点； 

2.掌握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 

学

情

分

析 

本节课授课对象是作物生产技术专业学生，授课时间为一年级第二学期。

授课内容选自《土壤改良与施肥》课程中的“项目一——植物营养与合理施

肥”内的任务二：植物根外营养。 

处于本阶段的学生通过前期学习，已经掌握了土壤和肥料的基本概念，

对土壤的基本组成、养分状况以及土壤主要的理化性质都已经进行了系统的

学习。此外，还掌握了植物营养成分以及植物根部营养等知识点，这些知识

的掌握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学生对大学生活和学习已经具备

一定的适应能力，形成了一定的自学、查阅文献资料、归纳总结的能力，学

生能够较好地适应本节课中的教学方法，取得比较理想的学习效果；但高职

院校学生大部分不善于思考，习惯被动接受知识，课堂氛围相对比较沉闷，

这就需要教师不断设计授课内容及过程来引发学生兴趣，鼓励学生勇于思考

问题、展示自我。 



教

学

方

式

方

法 

课堂主要以讲授法为主，结合多媒体教学法、任务驱动式、自主学习以

及合作式教学等方法为辅的模式进行教学。 

自主学习：课前通过蓝墨云班课布置学习任务：了解植物根外营养、根

外施肥以及根外肥（叶面肥）等的概念，了解本节课的主题内容。 

多媒体教学法：通过观看视频，总结植物根部营养，引入植物根外营养。 

讲授法：直接讲授植物根外营养的概念、植物根外营养的特点、植物根

外营养的影响因素。 

自主探究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总结植物根外营养是补充植物根部营

养的一种辅助方式。 

任务驱动法：以课后任务形式，驱动学生查阅资料，了解常见根外肥

（叶面肥）的配制。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三个结合：课程内容与学情相结合，多媒体手段与

传统教学（板书）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具体教学过程如下： 

第一步：导入新课（4min） 

通过观看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入新课。 

课前我们看一段小视频，大家一起来看。大家看到了，今天插播这个小

视频来自于——电视访谈节目大光王岩说农事，讲的是我们上节课讲的植物

养分。大光王岩说农事是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的农业类节目，大光老师

也是土壤肥料专家，这是即农广小天地等节目后给我给大家强力推荐观看的

节目。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大光微视、关注大光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或通过大

光老师的快手直播，学习感兴趣的相关知识。 

我们言归正传，从视频以及我们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在植物的生长



过程中，植物需要从外界环境中吸取其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养分。这些养分有

大量营养元素、中量营养元素和微量营养元素。植物的哪些部位可以吸收这

些养分呢？有的同学说根部，非常正确，这也是我们上节课已经学习了的植

物根部对养分的吸收即植物根部营养。那么除根部外植物其他部位能否吸收

养分呢？这就是本节课要讲的内容植物根外营养。 

第二步：讲授新的课程内容（29min） 

一、植物根外营养概述。（课前学习检查）（4min） 

 课前，通过蓝墨云班课，给大家布置了学习任务，让大家结合教材、

查阅资料了解植物根外营养、根外施肥以及根外肥或叶面肥的概念，并将学

习内容提交至蓝墨云班课中。 

这几个概念是我们这节课的主题词或关键词。我们随机找几位学生对课

前学习情况进行检查。 

植物根外营养：植物除从根部吸收养分外，还能通过叶片（或茎）吸收

养分，这种营养方式称为植物的根外营养。 

根外施肥：生产上常把速效性肥料直接喷施在叶面上以供植物吸收，这

种施肥方法称为根外施肥或叶面施肥。 

根外肥：喷施在叶面上以供植物吸收肥料称为根外肥或叶面肥。 

通过对这几个概念的学习，我们知道植物具有根外吸收功能，而且植物

根外营养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比重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植物根

外营养的特点。 

二、植物根外营养的特点（11min） 

对于根外营养的特点的讲解和学习都是相比较于植物根部营养来说。有

以下特点。 

1、直接供应养分，防治养分的固定和转化 。 



相比较植物根部营养，植物根外营养，将养分直接喷洒在植物的地上部，

植物通过根外器官吸收养分，可使养分与植物体直接接触，养分无需通过土

壤，避免水溶性养分或被土壤固定、或挥发、淋失等问题。 

基于这一特点：P、Fe、Zn、B 等易被土壤固定的养分离子根外营养有

较好的效果。 

2、吸收速度快、能及时满足作物的需要。 

我们用时间衡量速度快慢。 

实验研究表明尿素施入土壤 4-5d 见效，叶面施用 1-2d 见效。其实呀，

不仅仅是尿素，植物根外吸收其所必需养分速率都比根部营养快。 

基于这一特点：当基肥不足，作物有严重脱肥现象；遇到自然灾害，需

要迅速恢复作物生长；需要矫正某种营养元素的缺乏等条件下更适宜根外营

养。 

3、节省肥料，提高经济效益。   

肥料用量少，农业投入小，经济效益高，这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很好理

解。 

实验研究表明：根外施用磷钾肥和微量元素肥料，用量只相当于土壤施

用量的 10％-20％既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可与植物生长调节剂、农药配合施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成本。根外施用微量元素肥料，还能避免土壤施肥不均和施用量过大而

产生的毒害。 

4、可弥补根部对养分吸收的不足  

我们上节课学过植物根部营养，植物根部能很好吸收养分的一个前提条

件是植物有健康发达的根系。在不具备这个前提的条件下，植物根外营养可

以弥补植物根部营养。 



作物幼苗期根系不发达、作物生长后期根系功能衰退 、 作物根系受

到伤害时；深根系作物、植株密度太大无法进行土壤施肥等情况下适用于叶

面施肥。  

根外营养有如此多的特点，基于每个特点都有其相比较根部营养更为适

宜的适用条件。在这我们想一下根外营养能否代替植物根部营养呢？ 

同学们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而且有些同学呢非常的细心，说以上讲

的特点都是优点。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看看植物根外营养营养的局限性又有哪

些呢。 

5、肥效短暂，每次施用养分总量有限又易从疏水表面流失或被雨水淋

洗。 

植物根外营养肥效短暂是养分在植物地上部的停留时间短，不像植物根

部营养，在土壤施肥后对于当季作物有肥效，对于下茬作物也有肥效。 

每次施用的养分总量有限，植物根部营养，进行土壤施肥，我们可以扛

着袋子提着桶子去施肥。而植物根外营养，进行叶面喷施，每次兑到水里的

肥料有限，所以使用量有限。 

植物根外营养进行喷施的时候又易从疏水表面流失，而且也受气候条件

的影响比较大，比如风吹或雨水淋洗。 

6、有些养分元素（如钙）从叶片的吸收部位向植物其它部位转移相当

困难，喷施的效果不一定好。 

植物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器官及各部分之间的生长有着相互促进或

相互抑制的密切关系 

“根深叶茂”这个词最能生动的说明植物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关系。在植物体内移动性差的元素（如钙）从叶片的吸收部位向

植物其它部位转移相当困难，喷施的效果不好。 



通过对根外营养特点的学习，根外营养不能完全代替根部营养，就像输

液代替不了我们吃饭一样。 

植物根外营养在农业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但其效果往往受多种因素的

制约和影响。为提高植物根外营养的效果，我们要清楚哪些因素制约和影响

植物根外营养的效果，那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学

习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 

三、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14min） 

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这些因素贯穿于我们根外施肥的实

践过程中，我们顺着施肥流程学习这部分内容。 

根外施肥的过程：确定施肥的必要性、准备肥料、确定施肥时间、配制

溶液、喷洒。 

1、植物的营养状况 。  

在确定施肥的必要性这个环节，影响植物根外营养的因素是植物的营养

状况。养分缺乏植物吸收养分的能力强。这就好比一个人饥饿状态时吃饭速

度快一样。所以在生产实践中要有针对性的植物缺什么补什么。 

2、矿质养分的种类 。 

根据对植物的营养状况的判断，我们认为要施肥，有了这个施肥指令，

我们要去准备肥料。 

面对众多化肥品种，我们该如何选择？ 

植物叶片对不同矿质养分的吸收速率是不同的。 

叶片对钾的吸收速率依次为：氯化钾﹥硝酸钾﹥磷酸氢二钾； 

对氮的吸收速率为尿素﹥硝态氮﹥铵态氮。 

在生产实践中我们优先现在叶片吸收速率大的矿质养分。 

3、温度、叶片对养分的吸附能力。 



准备好了肥料，接下来确定根外施肥的时间。根外营养受气候因素的影

响大。在这个环节，影响根外营养的因素是温度及叶片对养分的吸附能力。 

温度  温度对营养元素进入叶片有间接影响。 

温度过低叶片吸收养分的速率低，温度过高养分易从叶面蒸发而影响叶

面对养分的吸附。 

叶片对养分的吸附量与吸附能力与溶液在叶片上的附着时间长短有关。

最好使叶片在 0.5-1 小时内保持湿润。 

所以施肥时间应选在晴天傍晚无风的天气下。也可加入表面活性物质的

湿润剂。 

4、矿质养分的浓度和 pH 值   

确定好施肥时间之后，在施肥之前我们要配制溶液。注意，叶面喷施的

肥料要现用现配。在这个环节，影响根外营养的因素是矿质养分的浓度和 pH

值。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矿质养分进入叶片的速率和数量随浓度的提高而增

加。但浓度过高，使叶片组织中养分失去平衡，叶片受到损伤，就会出现灼

伤症状，产生肥害。 

大量元素 0.2 ﹪ - 2﹪，微量元素 0.2 ﹪。 在叶面不受肥害的情况下，

应当适当提高矿质养分的浓度，促进吸收。 

溶液的 pH 值随主供离子形态的不同有所不同。 

如果主供阳离子，溶液调至微碱性；反之供给阴离子时，溶液应调至弱

酸性。 

5、植物叶片的叶龄、类型及结构。 

配好溶液之后，就到了喷洒环节。在这个环节，影响根外营养的因素是

植物叶片的叶龄、类型及结构。 



叶龄：新叶较老叶易吸收养分 ，叶面喷施时喷施在新叶上。 

叶片类型：双子叶>单子叶。 双子叶植物叶面积大，角质层薄，溶液中

养分易被吸收；单子叶植物则相反。对水稻、小麦等单子叶植物应适当加大

浓度或增加喷施次数。 

叶片结构：叶子背面>叶子表面 。叶子表面表皮组织下是栅状组织，比

较精密；叶背面是海绵组织，比较疏松。故喷施背面养分吸收的快些。 

喷洒完根外施肥的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就是

以上五点。 

第三步：总结课程内容（3min） 

结合板书，总结本节课主要内容，强调本节课学习重难点。 

 

 

 

 

 

 

 

 

第四步：课堂检测（3min） 

1 、叶面喷施营养物质时，如果主供阳离子时，溶液调成________

性 ，如果主供阴离子时，溶液调成________性。 

2、根外追肥在不产生肥害的情况下，应适当提高溶液的浓度，大量元

素喷施浓度：（       ），微量元素：（       ）。 

A.0.2-2%; 0.01-0.2%                     B.0.01-2%; 0.1-0.2% 

1、植物根外营养概述。

①直接供应养分

②吸收速率快

③节省肥料，提高经济效益

④弥补根部营养的不足

特点

局限性
①肥效短暂，养分总量有限

②某些养分元素不适于叶面喷施

2、植物根外营养的特点

①植物的营养状况

②矿质养分种类

③温度、叶片对养分吸附能力

④矿质养分浓度和 pH

⑤叶龄、叶片类型及结构

3、植物根外营养的影响因素



C.0.02-5%; 0.01-0.5%                    D.2-10%; 1-5% 

3、根据实际生产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喷施根外肥的有（        ）。 

A．基肥或种肥不足,作物出现脱肥现象；B．作物根系损伤,根系生长弱； 

C．高度密植的作物,不便于开沟追肥； D．需要快速恢复某种营养元素

缺乏症； 

4、根外施肥只是一种补肥的辅助方式。(      ) 

5、根外喷施时间应尽量选择在中午、风小时喷施，使溶液在叶片表面

保持一定的干燥时间，以有利于叶片的吸收利用，雨天、风大时不应喷施。  

（      ） 

第五步：课后拓展即创新创业（2min） 

植物具有根外吸收功能，在实践中常用根外施肥作为土壤施肥的补充形

式。目前，叶面肥的种类较多，既有不同营养元素的、不同养分形式的，也

有不同功效的叶面肥。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可根据植物需肥规律和土壤肥力

情况，灵活配制和使用相应的叶面肥，以满足不同情况下植物生长的需要。       

 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查阅资料，归纳总结出植物根外肥的分类

及常见根外肥的配制，提交到“蓝墨云班课”，下节课抽取 2 组进行课堂展

示（以 PPT 形式）。 

教

学

考

核 

考核项目 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评价标准 

出勤记录 20 教师评价 是否旷课、迟到、早退 

课堂表现 40 
学生互评 

教师评价 

是否认真听讲、 

积极参加讨论 

作业完成 40 教师评价 
是否按时完成； 

内容正确、丰富 



课

后

反

思 

本节课内容选取适量，难度适中，授课中以课堂讲授法为主，采用了自

主探究法、任务驱动法、小组学习等教学方法进行授课，借助多媒体教学手

段，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发现，

大多数同学对小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喜欢合作式学习，因此，在之后授课

中，要结合学习内容，挖掘适合小组学习的内容，组织学生学习，提高教学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