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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

学生专业技能抽查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园林技术（5102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园林技术专业技能考核主要从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两个方面进行，

旨在引导高职院校加强专业教学基本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

教学环节；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提高专业教学质量

和专业办学水平；培养学生从事园林技术工作的团队协作、现场准备、工具归

位、环保安全、规范操作等方面的职业素养，适应园林新技术、新材料、生态

环保、以人为本的技术技能型高素质人才。

专业基本技能：包括园林植物栽培基础、园林设计基本技能、园林工程施

工技术基础三大模块。着重测试学生对常见园林植物识别，土、肥、水管理，

手工绘图，AutoCAD 的使用，园林看图识图和工程测量与施工放样专业基本技能

的掌握情况。

岗位核心技能：包括园林植物、园林设计和园林工程施工技术和园林工程

造价四大模块。着重测试学生对苗木生产经营、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园林植

物有害生物防治、中小型绿地快题设计、植物造景、园林铺装工程施工和园林

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等岗位核心技能的掌握情况。

三、考核内容

（一）专业基本技能

专业基本技能中的模块一（园林植物栽培基础）下设常见园林植物识别和

土、肥、水管理 2个项目 8道试题，模块二（园林设计基本技能）下设手工绘

图和 AutoCAD 的使用 2个项目 8道试题，模块三（园林工程施工技术基础）下

设园林看图识图和工程测量与施工放样 2个项目 8道试题，共计 3个模块，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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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4 道试题。

模块一 园林植物栽培基础

1.常见园林植物识别，编号：J1-1-J1-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识别常见的园林植物种类，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中文名及科名、主要的观

赏特性、主要生态习性和主要的园林用途。

（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技能考核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心理素养；着装整洁，服从安排；使

用的工具归位，维护考核现场清洁卫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卫生习惯；不

得损坏植物标本；书写工整，回答问题文字表述清晰、语言流畅、术语专业。

2.土、肥、水管理，编号：J1-5—J1-8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完成土壤样品采集，酸碱度测定，土壤；水量测定，

营养土配制，化学肥料鉴定，叶面肥与喷施，水培营养液配制，堆肥派制，追

肥施用以及花卉上盆等土、肥、水管理任务。要求计算、称量准确，结果正确。

（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技能，核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具

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回答问题语言流畅；操作规范、熟练；考核结束后能

主动进行现场清扫，做好器具归位工作，体现良好的工作和卫生习惯。

模块二 园林设计基本技能

1.手工绘图，编号：J2-1-J2-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在指定区域进行手工绘图，绘制时可增加小品、配景等

景观元素；运用绘图笔、水彩、彩色铅笔绘制均可；能熟练绘制园林中常见园

林元素的平面图、立面图和透视图；掌握手工绘图的基本方法和常用技巧；准

确理解设计意图，把握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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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素养要求

遵照正确的绘图程序，图面饱满、纸张干净、完整，不得出现图纸撕裂、

大面积破损等情况；要求体现良好的绘图习惯，保持桌面和场地的清洁，使用

的工具归位，爱护公共财物。

2.AutoCAD 的使用，编号：J2-5-J2-8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掌握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或绘图系统的构成、工作原理，掌握操作系统的

一般使用知识；了解园林制图 AutoCAD 软件的命令和知识、数据的各种输入方

法，熟练使用园林制图 AutoCAD 软件的绘图、编辑以及精确绘图的方法，并具

有比较好的绘图理念；根据所提供的园林设计图纸运用电脑绘图软件 CAD 进行

绘制；必须严格按绘图标准绘制，准确表示所绘制图形、尺寸、标注等元素。

（2）职业素养要求

遵照正确的电脑绘图程序，具有良好的电脑绘图习惯；及时将文件保存到

指定位置；爱护公共财物；不影响其他考生；尊重考评员和工作人员。

模块三 园林工程施工技术基础

1.园林看图识图，编号：J3-1-J3-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根据提供的园林方案图，要求熟知园林设计图或施工图制图基本要求及规

范；理解图纸中地形、水体、建筑、植物等园林要素表现方法；掌握图纸中绘

制的构造及结构做法和施工材料及规格等；能理解园林设计方案的构思理念，

主体景观和布局，完成方案识图答题。

（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技能抽查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书写规范整洁，语句通顺专业；在考试过程中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具有

妥善保存图纸、数据等资料的工作意识。

2.工程测量与施工放样，编号：J3-5-J3-8

基本要求：



5

（1）技能要求

根据给定的任务，结合场地条件和最新行业规范标准等设计测量工作方案，

能熟练使用测量仪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程测量与施工放样任务，

要求操作步骤正确、规范，方法得当，操作熟练到位，记录与计算无误，报告

书全面正确，问答简洁到位；并能够综合运用所学测量知识与技能解决生产实

践中的问题。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工程测量员的基本素养，具有团队精神，能协作完成工作任务；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工作态度、工作习惯和安全意识；爱护测量仪器，遵守操作

规程，听从现场指挥；协作互助，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任务完成后要清理

现场，器具归位。

（二）岗位核心技能

岗位核心技能中的模块一（园林植物）下设苗木生产与经营、园林植物栽

培与养护和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 3个项目 12 道试题；模块二（园林设计）下

设中小型绿地快题设计和植物造景 2 个项目 8 道试题；模块三（园林工程施工

技术）下设园林铺装工程施工 1 个项目 4 道试题；模块四（园林工程造价）下

设园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 1个项目 4道试题，共计 7个项目 28道试题。

模块一 园林植物

1.苗木生产与经营，编号：H1-1-H1-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所提供的场地、材料和工具，独立完成园林植物有

性繁殖（容器育苗）和无性繁殖（扦插、嫁接、分株、压条）任务。要求合理

选择种子、容器、繁殖材料，正确选择母本，正确处理繁殖材料，严格按照操

作程序完成繁殖任务。

（2）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充分体现“生态环保、低碳节能、标准化育苗”的理念；操作要求规

范、完整、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严格按照操作程序，高质量完成繁殖任务；

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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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编号：H1-5-H1-8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要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规定的任务。做好考核

前的准备，检查材料、机械、工具等是否到位，栽培实施过程（施工放线、苗

木栽植、工具使用；灌木或模纹花坛：施工放线、苗木栽植、群植效果、机械

工具使用）操作要规范科学，养护实施过程（乔木：支撑、绕草绳、围堰、浇

定根水、清理现场、工具回收；灌木：围堰、浇定根水、清理现场、工具回收；

模纹花坛：浇定根水、清理现场、工具回收）工作要完满；同时必须符合园林

植物栽培与养护技术规程。

（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工作前准备，穿戴工作服、手套，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按照施工

规范和工艺流程组织施工；具有安全操作的工作意识；任务完成后，对植物修

剪后的枝叶及时清扫，并做好植物的修整、工具清洁归位等工作。

3.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编号：H1-9-H1-12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要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规定的任务。能识别

常见园林植物害虫和病害各 5种，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能

制订园林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

（2）职业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严格遵守考场纪律,遵守操作规程，具有

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不能损坏所给标本；任务完成后，对各类

标本、现场卫生能进行及时整理归位与清扫工作；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文明参考。

模块二 园林设计

1.中小型园林绿地快题设计，编号：H2-1-H2-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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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所提供的任务书理解设计意图，掌握设计内容；结合周边环境创造

舒适的户外休憩环境的同时，解决功能使用问题；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小

型景观方案设计手绘图纸，设计图纸符合园林景观审美要求，设计说明表达清

楚正确，内容完整；图面整洁，线条流畅，表达专业，符合制图规范。

（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遵守操作

规程，按正确的方法步骤，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习惯，

保持现场清洁卫生和工具归位；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2.植物造景，编号：H2-5-H2-8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熟悉园林植物种类（150 种以上），能根据不同绿地形式选择园林植物，能

灵活运用多种植物配置形式进行园林植物造景设计，能手绘或者利用园林设计

软件绘制出植物景观平面图或者立面图，能编制出植物配置表，能写出设计说

明且能准确表达设计意图；植物造景设计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范要求，设计

表达直观、清晰；制图、制表规范美观。

（2）职业素养要求

工作严谨认真，坚持现场踏勘，科学分析现场情况及设计资料，认真细致

地做好构思、设计、绘图等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尊重原创，不剽窃他

人设计成果；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团队协作能力强；遵纪守法，设计作品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省市行业标准规范。

模块三 园林工程施工技术

1.园林铺装工程施工，编号：H3-1-H3-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要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园路与广场铺装工程施工规定的任务。能根

据施工设计图纸正确计算园林场铺装施工所需材料用量；能现场组织施工；能

正确配制园路或广场铺装施工所需的砂浆、混凝土；能按照园路或广场铺装施

工工艺流程正确施工；能熟练使用常用的施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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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技能抽查前准备工作；能按照园路或广场铺装施工工艺流程；具有安

全操作的工作意识；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做好园路与广场铺装修整、现场清

扫、工具清洁归位等工作。

模块四 园林工程造价

1.园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编号：H4-1-H4-4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阅读施工图纸，根据最新版的清单计价规范要求，结合常规施工方案编

制满足业主方招标要求的工程量清单；要求熟练应用计价软件，清单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清单及项目特征完整、准确，工程量计算准确；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指定的编制任务。能根据已编制好的工程量清单，结合施工图纸，施工方

案或招标文件要求，根据消耗量定额，市场价格，相关计价文件，应用造价软

件编制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要求熟练运用计价软件，计价合理准确，能按

行业需要打印并装订成册；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的编制任务。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造价员的基本素养要求，具有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具有妥

善保存图纸、数据等资料的工作意识；具有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的意识；具有

了解市场、适应计价方法、编制软件变化的学习与应对能力。

四、评价标准

各考核项目的评价包括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技能操作过程或结果（或作

品）两个方面，总分为 100 分，其中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占该项目总分的 20%，

操作过程与结果（或作品）占该项目总分的 10%，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可贯穿于

整个操作过程（或完成效果）。各项目评价标准分别见表 1 至表 12，其中表 1

至表 6为专业基本技能，表 7至表 10 为岗位核心技能，表 11 至表 12 为跨岗位

综合技能。

表 1 常见园林植物识别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

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保持良好的心理素养；

着装整洁，服从安排；使用的工具归位，维护考核现

场清洁卫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卫生习惯；不得

损坏园林植物，严重违

反考场纪律、造成恶劣

影响者，计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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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植物标本；书写工整，回答问题文字表述清晰、

语言流畅，术语专业

植物名称 正确识别并写出所提供园林植物的中文名及科名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主要观赏特性 正确写出所提供园林植物主要的观赏特性

主要生态习性
正确写出所提供园林植物对温度、光照、水分及土壤

等的要求

主要园林用途 正确写出所提供园林植物在园林中的主要应用方式

表 2 土、肥、水管理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回答问

题语言流畅，表达）业、规范；测试后现场清扫、器

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过程出现明显失误

计 0 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

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土壤酸碱度、配制营养土、测定

土壤；水量；鉴定化学肥料、正确实施叶面肥、配制

水培营养液；实施花卉上盆、转盆和换盆、园林植物

施肥、绿化苗栽植、铺植草坪；要求计算、称量准确，

操作熟练，结果正确，动作规范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和相关独立完

成；完成工作量低于

60%的计 0 分

表 3 手工绘图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

惯；不损坏工具，保持工作台面（现场）清洁卫生，

工具摆放井然有序；保持现场安静、不影响其他参考

人员；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

过程与

结果

绘图

质量

掌握手绘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线条表现流畅、疏密

有致，线宽、线型符合规范要求且轮廓清晰；构图布

局合理，透视、比例准确；掌握手绘技巧及各种素材

的表现，把握好主次及明暗关系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和相关独立完

成；完成工作量低于

60%的计 0 分
整体

效果

用笔、用色能恰到好处地表现结构、空间关系；掌握

色彩渲染技巧，色调鲜明生动，色彩丰富、符合场景

氛围；明暗对比生动，图纸洁净，整体效果好

表 4 AutoCAD的使用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回答问

题语言流畅，表达）业、规范；测试后现场清扫、器

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爱护公共财物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过程出现明显失误

计 0 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

掌握园林计算机绘图系统的构成、工作原理等操作

系统的一般使用知识；熟悉园林制图 AutoCAD 软件的

命令、数据的各种输入方法，熟练掌握 AutoCAD 软件

的绘图、编辑以及精确绘图的方法和知识，并具有较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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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绘图理念；根据所提供的园林设计图纸运用电脑

绘图软件 CAD 进行绘制；必须严格按绘图标准绘制，

准确表示所绘制图形、尺寸、标注等元素；遵照正确

的电脑绘图程序，要求具有良好的电脑绘图习惯，及

时将文件保存到指定位

于 60%的，计 0分

表 5-1 园林看图识图项目评价标准（园林设计方案）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

规范

作好考核前的相关准备工作，具备认真的态度和

良好的工作习惯；卷面整洁，字迹工整，书写规

范，语句通顺专业；妥善保存图纸、数据等资料；

爱护考核所提供的绘图资料及工具；保持安静、

不影响其他参考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

理素质

识图过程中造成图纸损

坏或人为毁坏工具的情

况；严重违反考场纪律、

造成恶劣影响的，计 0

分

操作

过程

与结

果

方案概况
能编写并答出该园林设计方案的概况、大致范围

及规划构思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 分

功能分区
能编写并答出该园林设计方案的功能分区，从大

门或主要位置开始叙述，注意用语专业恰当

主体景观
能编写并答出该园林设计方案的主体景观和布

置，并叙述其功能作用

植物配置
能编写并答出该园林设计方案大致的植物配置和

主调树种

优点和不足 能编写并评价该园林设计方案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表 5-2 园林看图识图项目评价标准（园林施工方案）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卷面整洁，字迹工整，书写规范，语句通顺专业；妥善

保存图纸、数据等资料；保持办公场所整洁。熟知建筑

制图标准 GB/T50104—2010；做好工作前准备（检查图

纸资料、工具等）；能理解图上的比例和图例，并能用

比例测出具体尺寸

识图过程中造成图纸损

坏或人为毁坏工具的情

况；严重违反考场纪律、

造成恶劣影响的，计 0

分

操作过

程与

结果

识图

填写

熟知《建筑制图标准-（GB/T50104（2010）；做好工作

前各项准备（检查图纸资料、工具等）；能理解好图上

的比例和图例，并能用比例测出具体尺寸；掌握各种图

形、符号表示的含义；理解工程构造及结构做法和施工

材料及规格；正确填写园林工程基本知识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 分

表 6 工程测量与施工放样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

范

做好测量与放样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操

作规程，测量与放样方法得当，操作熟练到位；

任务完成后清理现场，测量器具归位；具备良

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及团队协作精神，具

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尊重考

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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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过

程

与

结

果

工作方案
准备工作充分，仪器选用合理，测站点与目标

点的选取与处理得当，解说精炼、清楚、明白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仪器安置
仪器安置与拆卸方法步骤正确，熟练到位，完

成任务后清理现场，器具归位

观测与记录
观测方法步骤正确，操作熟练，读数与记录正

确，书写工整，爱护仪器

计算与成果
结果计算正确，限差符合要求；报告书全面正

确到位，回答提问简洁

表 7 苗木生产与经营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思想，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良好的心理

素质；遵守操作规程，方法得当，操作熟练到位，任务

完成后要清理现场，器具归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尊

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

根据不同园林植物种类和任务要求选择合适的繁殖方

式，播种育苗容器选择正确、基质配比恰当、工具选择

正确、能够独立完成容器育苗操作；无性繁殖（扦插、

嫁接、分株等）方式操作规范且正确，选择母本合理，

材料处理正确，操作规范合理，在规定的时间内能独立

完成繁殖任务。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表 8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

与

操作规范

做好迎考考核思想，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良好的心

理素质；遵守操作规程，方法得当，操作熟练到位，

任务完成后要清理现场，器具归位；具备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

意识；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

造成恶劣影响者，本

项目记 0 分。

操

作

过

程

与

结

果

施工

准备

检查材料、工具；机具有无燃料，螺栓是否松动、线

路是否正常等；长头发盘起，不得穿拖鞋、高跟鞋操

作机具。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

件和测试要求，按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测

试；没有完成工作量

60%及以上者，记 0

分。

施工

过程

种植穴的检查并修正、基肥的放置和搅拌处理；栽植

深度、最佳观赏面的朝向和直立度、回填土的夯实情

况；修剪侧面垂直、平面水平，无明显缺剪漏剪，工

具使用正确等。

施工

后期

绕草绳完美，不得有绳头暴露、高度达标；打三脚支

撑；树穴周围筑成高 10-15cm 的灌水土堰；竣工后，

清理修剪掉的枝叶、围堰浇水规范。

修剪外形规整、棱角分明、线条流畅、整齐一致、转

换的边线连接处过渡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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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认真做好抽查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严格遵守考场纪律，遵守操作规程，

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能够对各标

本轻拿轻放，不能损坏所给标本；任务完成后，对各

类标本、现场卫生能进行及时整理归位与清扫工作；

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

过程

与结

果

害虫

识别

正确识别所提供 5 种害虫标本的名称并写出该害虫主

要形态特征及主要为害状特点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测

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立

完成;完成工作量低于

60% 的，计 0 分

病害

识别

正确识别所提供 5 种病害标本的名称并写出该病害主

要病症特点

表 10 中小型园林绿地快题设计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

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

养和心理素质；遵守操作规程，按正确的方法步

骤，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

和习惯，保持现场清洁卫生和工具归位；尊重考

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规范与

说明

规范作图，要有指北针、比例尺、图例、文字标

注、图幅等内容，能准确地对图纸补充说明，体

现设计意图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

要素表现与

功能布局

设计方案能充分应用地形、水、植物、园林建筑

等景观要素；布局要满足绿地基本的使用功能，

合理疏导交通，内部空间组织流畅，构图布局新

颖，能体现绿地的特点

效果表达

图面整洁，字迹清晰，表达准确，图纸布局合理；

效果图节点具有代表性，透视表现、比例尺度正

确，色彩、艺术性、视觉效果好

表 11 植物造景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工作严谨认真，坚持现场踏勘，科学分析现场情况及设

计资料；认真细致地做好构思、设计、绘图等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道德，尊重原创，不剽窃他人设计成果，团

队协作能力强；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植物

配置

平面

图

植物总体景观规划风格明显，符合绿地性质、功能要求，

布局合理，自成系统；植物选择正确，能因地制宜地运

用种植类型；植物配置手法丰富，能与道路、地形地貌、

山石水、建筑小品结合；图层分布合理，图中有指北针

和比例尺，标注准确、线条流畅，构图合理，图幅符合

制图规范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植物 要求有序号、图例、中文名称、规格（胸径/冠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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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 单位数量、备注等

设计

说明

说明书语言流畅，言简意赅，能准确地对图纸补充说明，

体现设计意图

表 12 园林铺装工程施工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思想准备，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良好的

心理素质；遵守操作规程，方法得当，操作熟练到位，

任务完成后要清理现场，器具归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

养和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

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过

程与

结果

工作

步骤

识图、材料用量计算；放线、准备路槽；铺筑基层、结

合层及面层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工作

效果

根据设计图纸正确计算道路施工所需材料用量，配制道

路施工所需的砂浆、混凝土，使用常用的施工工具

作品

质量

施工过程数据正确；能规范填写统计资料和报告；整个

操作过程专业性强，作品综合效果好

表 13-1 园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良

好的心理素质；熟练编制程序，任务完成后要清理现场，

清理工作台面；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具有

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尊重考评员和现场

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过

程与结

果

安全

使用
检查所需要设备是否齐全、运转正常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清单

编制
工程量计算准确，清单编制符合规范

结果 文件保存正确，报表规范完整，打印装订符合要求

表 13-2 园林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良

好的心理素质；熟练编制程序，任务完成后要清理现场，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程序，具备良

好的心理素质；熟练编制程序，任务完成后要清理现场，

清理工作台面；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具有

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尊重考评员和现场

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者，计 0 分

操作过

程与结

果

安全

使用
检查所需要设备是否齐全、运转正常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清单

编制
工程量计算准确，清单编制符合规范

结果 文件保存正确，报表规范完整，打印装订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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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工作台面；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具有

良好的工作态度、习惯和安全意识；尊重考评员和现场

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操作过

程与结

果

安全

使用
检查所需要设备是否齐全、运转正常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按所给定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清单

计价

能正确理解工程量清单内容，了解材料市场价格；熟练

使用造价软件，掌握定额计价方法

结果
计价准确，完整；文件保存正确，报表规范完整，打印

装订符合要求

五、抽考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操作考核，成绩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

合，按 100 分制评分，60 分以上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秀。具体方式如下：

1.学校参考模块选取：采用所有模块项目必选的方式进行。

2.学生参考模块确定：参考学生按比例随机抽取考核项目。其中 60%考生参

加专业基本技能中的模块抽签，40%考生参加岗位核心技能中的模块抽签，参考

学生在抽取的模块中随机再抽取考核项目。各模块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

剩余尾数考生在必考模块中抽取考核项目。

3.试题抽取方式：学生在相应的考核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道试题考核。

表 1 考核模式

类型 模块 考核项目 考核要求 参考学生

专业基

本技能

园林植物栽培基础
常见园林植物识别 两个项目必选

必考
20%

土、肥、水管理

园林设计基本技能
手工绘图 两个项目必选

必考
20%

AutoCAD 的使用

园林工程施工技术

基础

园林看图识图 两个项目必选

必考
20%

工程测量与施工放样

岗位核

心技能

园林植物

苗木生产与经营
三个项目必选

必考
10%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

园林设计
中小型绿地快题设计 两个项目必选

必考
10%

植物造景

园林工程施工技术 园林铺装工程施工 必选必考 10%

园林工程造价 园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 必选必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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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绿化条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

《关于加强城市绿地和绿化种植保护的规定》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湖南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

湖南省 2014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

湖南省相关造价文件

2.相关规范与标准（摘录）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CJJ/T91（2002）

《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CJJ/T91（2002）

《花卉质量等级评价标准》（DB40100/T12.3（2002）

《绿化养护等级质量标准》

《总图制图标准》（GB/T50103（2001）

《湖南省 2014 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

《风景园林图例图示标准》（CJJ67（95）

《公园设计规范》（CJJ41（92）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10（93）

《建设工程管理规范》（GB5019（2000）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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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12（99）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1）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CJJ82（2009）

《园林树木养护技术规程规范》

《行道树修剪规范》

《城市绿化植树工程施工规范》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98（2009）

《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园林植物保护技术规程》

《大树移植施工技术规程》

《园林植物栽植技术规程》

《园林树木建植规程（试行）》

《园林机械使用与维护技术操作规程》

《园林苗圃育苗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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