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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510108）。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技能考核主要从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跨

岗位综合技能三个方面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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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从事植物保护与检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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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植物保护与检疫新技术、新材

料、生态环保、以人为本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专业基本技能：包括植物栽培、植物保护基础 2个模块。着重测试学生

对植物与植物生理、土肥水管理、农作物栽培、园艺植物栽培、农业微生物、农

业昆虫和植物病理等专业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

2、岗位核心技能：包括植物保护、植物检疫 2个模块。着重测试学生对农

作物病虫防治、园艺植物病虫防治、农田杂草防除、农药科学应用、有害生物识

别、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农业植物调运检疫等岗位核心技能的掌握情况。

3、跨岗位综合技能：包括植物组织培养与农药营销 1 个模块。着重测试学

生对植物组织培养、农药营销等跨岗位综合技能的掌握情况。

三、考核内容

（一）专业基本技能

专业基本技能中的模块一植物栽培下设植物与植物生理、土肥水管理、农作

物栽培、园艺植物栽培 4 个项目 40 道试题，模块二植物保护基础下设农业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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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农业昆虫、植物病理 3个项目 30 道试题。共计 2 个模块，7个项目，70 道

试题。

模块一 植物栽培

1. 植物与植物生理 编号：J1-1——J1-10

基本要求：

（1）掌握根、茎、叶的构造，会利用显微镜进行切片观察并绘图；

（2）掌握植物有丝分裂特点，能通过显微镜进行切片观察并绘图；

（3）掌握植物减数分裂特点，能通过显微镜进行切片观察并绘图；

（4）会进行基本的植物生理指标测定；

（5）掌握植物分类方法，会识别和鉴定常见植物；

（6）能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具有实

事求是、科学严谨的职业操守。

2. 土肥水管理 编号：J1-11——J1-20

基本要求：

（1）能采集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在采样单元中布点、取土正确，会用四

分法缩分土壤样品，取回来的土壤样品能反映采样区域内土壤的客观情况；

（2）能用酒精燃烧法测定土壤含水量，操作步骤正确，称量准确、计算正

确；

（3）能用电位法测定土壤样品的酸碱度。正确制备待测液，会使用酸度计；

（4）能在规定时间内分别完成土壤某养分含量及肥力测定，使用仪器、设

备正确，操作规范，测定结果准确；计算方法正确、结果准确；

（5）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5 种化学肥料的定性鉴定，要求表述清楚，鉴

定出各编号化肥的名称；

（6）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某农作物叶面施肥过程。计算、称量准确、配

制的溶液浓度适宜，喷施溶液适量、均匀；

（7）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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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3. 农作物栽培 编号：J1-21——J1-30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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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根据本区域内不同气候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水稻种子进行浸种催

芽；

（2）熟悉水稻机械育秧方法，会进行硬盘育秧播种及育秧期管理；

（3）能正确诊断各生育期水稻长势长相，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相应肥水管

理措施；

（4）会剥检水稻幼穗，正确判定幼穗分化时期；

（5）能正确判断水稻成熟并会进行水稻田间测产；

（6）能进行玉米直播；

（7）能进行玉米测产；

（8）能进行油菜苗情调查，分析后期管理；

（9）能进行棉花苗情调查，分析后期管理；

（10）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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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4. 园艺植物栽培 编号：J1-31——J1-40

基本要求：

（1）能进行西瓜、辣椒穴盘育苗；

（2）能进行西瓜、辣椒植株调整；

（3）能掌握黄瓜劈接技术；

（4）能进行果树冬季修剪；

（5）能进行果树冬季施肥；

（6）能进行果品质量鉴定；

（7）能进行柑橘芽接苗的嫁接；

（8）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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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二 植物保护基础

1. 农业微生物 编号：J2-1——J2-10

基本要求：

（1）能对细菌进行简单染色观察，绘出细菌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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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对细菌进行革兰氏染色观察，绘出细菌形态图；

（3）能对放线菌、酵母菌、霉菌进行形态观察，绘出形态图；

（4）能进行微生物大小、数量的测定；

（5）会进行微生物的分离培养；

（6）会进行高压蒸汽灭菌；

（7）会进行菌种保藏；

（8）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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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 农业昆虫 编号：J2-11——J2-20

基本要求：

（1）能进行昆虫标本采集、制作与鉴定；

（2）能识别昆虫口器的类型、触角的类型；

（3）能识别昆虫翅的类型、足的类型；

（4）能识别昆虫所属科及鉴别特征；

（5）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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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3. 植物病理 编号：J2-21——J2-30

基本要求：

（1）能进行植物病害标本采集、制作与鉴定；

（2）能识别病原菌和所致病害；

（3）能掌握病原菌形态特征；

（4）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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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二）岗位核心技能

岗位核心技能中的模块一植物保护下设农作物病虫防治、园艺植物病虫防

治、农田杂草防除、农药科学应用 4个项目 50 道试题，模块二植物检疫下设有

害生物识别、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农业植物调运检疫 3个项目 30 道试题。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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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模块，7个项目，70 道试题。

模块一 植物保护

1.农作物病虫防治 编号：H1-1——H1-10

基本要求：

（1）能识别水稻、玉米、油菜、棉花等作物的主要病虫，并描述主要症状、

发生规律、防治方法；

（2）能识别地下害虫，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

（3）能识别仓库害虫，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

（4）能进行作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计算发病率、病情指数、被害率、

被害指数；

（5）能制订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

（6）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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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园艺植物病虫防治 编号：H1-11——H1-20

基本要求：

（1）能识别辣椒、番茄、西瓜等蔬菜与瓜果的主要病虫，并描述主要症状、

发生规律、防治方法；

（2）能识别柑橘、葡萄、桃树等果树的主要病虫，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

规律、防治方法；

（3）能进行园艺植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计算发病率、病情指数、被

害率、被害指数；

（4）能制订园艺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

（5）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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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3.农田杂草防除 编号：H1-21——H1-30

基本要求：

（1）能进行杂草标本采集、制作与鉴定；

（2）能进行杂草田间调查，记载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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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熟练掌握除草剂的选择性能、防除对象、使用时期、使用方法；

（4）能制订化学除草方案。

（5）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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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4.农药科学应用 编号：H1-31——H1-40

基本要求：

（1）能对常用农药剂型进行质量检测，并记载测定数据，判定农药是否合

格；

（2）能进行农药辅助剂的作用和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并记载测定数据，

计算表面张力和表面张力的降低；

（3）能进行石硫合剂的配制及质量检测，并记载测定浓度。

（4）能进行波尔多液的配制及质量检测，并记载颜色和沉淀分层情况。

（5）能进行 5%硫黄粉剂的制备及质量检测，并记载细度含量和坡度角，判

断是否合格；

（6）能进行 60%代森锌可湿性粉剂的制备及质量检测，并记载检测数据，

判断所制备的药剂是否合格；

（7）能进行速测卡法快速检测蔬菜样品中的农药残留，并记载检测结果；

（8）能进行农药田间药效试验方案制定；

（9）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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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二 植物检疫

1.有害生物识别 编号：H2-1——H2-10

基本要求：

（1）能识别有害生物；

（2）能熟练掌握有害生物的主要症状、发生规律、传播途径、检验方法、

检疫和防治；

（3）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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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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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农业植物产地检疫 编号：H2-11——H2-20

基本要求：

（1）能熟练掌握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程序；

（2）能严格按照产地检疫规范,进行农业植物产地检疫；

（3）能正确填写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田间调查记录表；

（4）能准确作出检疫结论；

（5）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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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3.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 编号：H2-21——H2-30

基本要求：

（1）能熟练掌握农业植物调运检疫程序；

（2）能严格按照产地检疫规范,进行农业植物调运检疫；

（3）能正确填写植物调运检疫检验单；

（4）能准确作出检疫结论和处理意见；

（5）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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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跨岗位核心技能中的模块一植物组织培养与农药营销下设植物组织培养、农

药营销 2个项目 10 道试题。共计 1个模块，2个项目，10 道试题。

模块一 植物组织培养与农药营销

1. 植物组织培养 编号：Z1-1——Z1-5

基本要求：

（1）能进行组培实验室基本设备的识别及使用；

（2）能进行组培实验室器皿的洗涤及灭菌；

（3）能进行 MS 培养基母液的配制与保存；

（4）能进行 MS 培养基配制；

（5）能进行无菌操作；



8

（6）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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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农药营销 编号：Z1-6——Z1-10

基本要求：

（1）能以调研资料为依据，用简练、准确、流畅的文字撰写客观真实、实

事求是、内容详实完整、条理清晰、格式规范的调研报告；

（2）能对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确定谈判目标、制定各阶段谈判策

略，拟定商务谈判计划，驾驭好谈判局面；

（3）能合理运用产品推销方法与技巧，能抓住客户的心理；

（4）能依据新产品推广目标、目标消费者等内容，运用多种方法对推广策

略进行构思与创意；

（5）能确定广告目标、广告诉求对象、广告主题、广告创意、广告媒介安

排、广告预算分配等方面，能综合以上内容形成一套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广告策划

方案；

（6）能严格遵照正确的操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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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专业、规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器具归

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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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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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其中表 1至表 8

为专业基本技能，表 9 至表 14 为岗位核心技能，表 15 至表 16 为跨岗位综合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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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物与植物生理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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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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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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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显微镜的使用和保养、永久装片的观察及绘图、

植物生理指标测定、常见植物识别等植物与植物生理

任务。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

规范，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 道题，按所

给定的条件和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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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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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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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土壤样品采集，土壤含水量测定、土壤酸碱度测

定，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土壤速效氮的测定、土壤速

效磷的测定、土壤速效钾的测定、化学肥料定性鉴定，

叶面施肥等土肥水管理任务。。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

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

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3 农作物栽培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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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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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踩踏

现场植物，造成损

失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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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水稻种子浸种催芽、水稻硬盘育秧播种、诊断各

生育期水稻长势长相、判定水稻幼穗分化时期、水稻

田间测产、玉米直播、玉米测产、油菜苗情调查、棉

花苗情调查等农作物栽培任务。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

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准确，结论

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4 园艺植物栽培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操作过程中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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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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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植物，造成损

失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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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西瓜、辣椒穴盘育苗；西瓜、辣椒植株调整；黄

瓜劈接；果树冬季修剪；果树冬季施肥；果品质量鉴

定；柑橘芽接苗的嫁接等园艺植物栽培任务。操作过

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

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5 农业微生物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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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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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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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细菌简单染色观察，绘出细菌形态图；细菌革兰

氏染色观察，绘出细菌形态图；放线菌、酵母菌、霉

菌进行形态观察，绘出形态图；微生物大小、数量的

测定；微生物的分离培养；高压蒸汽灭菌；菌种保藏

等农业微生物任务。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

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6 农业昆虫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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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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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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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昆虫标本采集、制作与鉴定；识别昆虫口器的类

型、触角的类型；识别昆虫翅的类型、足的类型；识

别昆虫所属科及鉴别特征等农业昆虫任务。操作过程

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

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7 植物病理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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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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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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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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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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植物病害标本采集制作鉴定、识别病原菌和所致

病害、病原菌形态特征等植物病理任务。操作过程要

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准

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8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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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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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识别水稻、玉米、油菜、棉花等作物的主要病虫，

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识别地下害

虫，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识别仓

库害虫，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作

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计算发病率、病情指数、

被害率、被害指数；制订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等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任务。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

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9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内容及要求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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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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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识别辣椒、番茄、西瓜等蔬菜与瓜果的主要病虫，

并描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防治方法；识别柑橘、

葡萄、桃树等果树的主要病虫，并描述主要症状、发

生规律、防治方法；园艺植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

计算发病率、病情指数、被害率、被害指数；制订园

艺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等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任

务。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

范，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10 农田杂草防除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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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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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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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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杂草标本采集制作鉴定、杂草田间调查、除草剂

识别、化学除草方案等农田杂草防除任务。操作过程

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

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11 农药科学应用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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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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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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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常用农药剂型进行质量检测、农药辅助剂的作用

和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石硫合剂的配制及质量检测、

波尔多液的配制及质量检测、5%硫黄粉剂的制备及质

量检测、60%代森锌可湿性粉剂的制备及质量检测、速

测卡法快速检测蔬菜样品中的农药残留、农药田间药

效试验方案制定等农药科学应用任务。操作过程要求

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结果计算准确，

结论科学合理。

选定若干抽考题

目，再从选定题目

中随机抽取 1 道

题，按所给定的条

件、测试要求和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

表 12 有害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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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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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标本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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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识别有害生物名称、主要症状、发生规律、传播

途径、检验方法、检疫和防治等有害生物识别任务。

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

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选定若干抽考题

目，再从选定题目

中随机抽取 1 道

题，按所给定的条

件、测试要求和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

表 13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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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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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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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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填写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田间

调查记录表、作出检疫结论等农业植物产地检疫任务。

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

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根据抽考季节选

定若干抽考题目，

再从选定题目中

随机抽取 1 道题，

按所给定的条件、

测试要求和相关

规范独立完成。

表 14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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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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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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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农业植物调运检疫、填写植物调运检疫检验单、

作出检疫结论和处理意见等农业植物调运检疫任务。

操作过程要求选用工具正确、操作熟练、动作规范，

结果计算准确，结论科学合理。

选定若干抽考题

目，再从选定题目

中随机抽取 1 道

题，按所给定的条

件、测试要求和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

表 15 植物组织培养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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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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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仪器设备、玻璃器

皿损坏计 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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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组培实验室基本设备的识别及使用、组培实验室

器皿的洗涤及灭菌、MS 培养基母液的配制与保存、MS

培养基配制、无菌操作等植物组织培养任务。操作过

程要求会正确使用各种仪器、用具；操作规范；配制

相应的溶液、称量准确，结果正确。

选定若干抽考题

目，再从选定题目

中随机抽取 1 道

题，按所给定的条

件、测试要求和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

表 16 农药营销项目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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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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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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程中造成

器具损坏计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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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根据所提供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分别

完成农药市场需求调研报告、农药购销合同谈判、农

药产品推销、农药产品营销策划、农药产品广告文案

等农药营销任务。操作过程要求客观真实、实事求是、

内容详实完整、条理清晰、格式规范，能抓住客户的

心理。

选定若干抽考题

目，再从选定题目

中随机抽取 1 道

题，按所给定的条

件、测试要求和相

关规范独立完成。

五、抽考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考核，以操作过程的规范性和工作任务完成的

质量作为评分依据，按 100 分制评分，60 分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秀。

1.模块选取：采用“必考、选考”方式进行。即专业基本技能 2个模块、岗

位核心技能 2模块为必考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可以根据当年学生选修情况

选择参考或不参考。

2.项目选取：可选择“3+4+4+2+1”的项目选考方式，或者“3+4+4+4+0”的

项目选考方式。参考学生按照分派比例随机抽取考试项目，具体项目参考学生比

例见表 16 。

3.试题抽取：根据考核时间先剔除部分受季节影响而无法准备现场的题目后

学生在相应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 道试题考核。

表 16 技能抽查考核的人数分配

序号 类型 模块 考核项目 考核要求
参考学生

比例（%）

1
专业基本

技能

植物栽培

植物与植物生理

四个项目必选

必考
30

土、肥、水管理

农作物栽培

园艺植物栽培

植物保护基础

微生物技术
三个项目必选

必考
30农业昆虫

植物病理

2
岗位核心

技能
植物保护

农作物病虫防治 四个项目必选

必考
20

园艺植物病虫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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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杂草防除

农药科学应用

植物检疫

有害生物识别
三个项目必选

必考
10 或 20有害生物检测

有害生物检疫处理

3
跨岗位综

合技能

植物组织培养

与农药营销

植物组织培养 二个项目选一

个或不参考
10 或 0

农药营销

六、附录

1. 相关法律法规

（1）《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2）《湖南省植物保护条例》

（3）《植物检疫条例》

（4）《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5）《湖南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6）《农药管理条例》

（7）《农药登记管理办法》

（8）《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9）《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10）《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

（11）《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2. 相关规范与标准

（1）GB∕T 24689.2-2017 植物保护机械 杀虫灯

（2）GB∕T 24679.1-2017 植物保护机械 背负式喷雾器 第 1部分：试验方

法

（3）GB∕T 24682.2-2015 植物保护机械喷雾机飘移量分级 第 2部分：田

间测量大田作物喷雾机的分级

（4）GB∕T 32243-2015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机(器)过滤器 标识用颜色编码

（5）GB∕T 32244-2015 植物保护机械 乔木和灌木作物喷雾量分布的田间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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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B∕T 32242.1-2015 植物保护机械 吸入式加药装置 第 1部分：测试

方法

（7）GB∕T 32242.2-2015 植物保护机械 吸入式加药装置 第 2部分：一般

要求与性能限值

（8）GB∕T 32241-2015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飘移的实验室测量方法 风洞试

验

（9）GB/T 24679.1-2009 植物保护机械 背负式喷雾器 第 1部分：试验要

求和方法

（10）GB/T 24679.2-2009 植物保护机械 背负式喷雾器 第 2部分：技术要

求

（11）GB/T 24682.1-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机飘移量分级 第 1部分：分

级

（12）GB/T 24684.2-2009 植物保护机械 评价清洗系统的试验方法 第 2部

分：喷雾机的外部清洗

（13）GB/T 18676-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机(器)喷头 标识用颜色编码

（14）GB/T 25402-2010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机 大田作物喷雾机用试验跑道

（15）GB/T 24678.1-2009 植物保护机械 便携式宽幅远射程喷雾机

（16）GB/T 24678.2-2009 植物保护机械 担架式宽幅远射程喷雾机

（17）GB/T 24681-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飘移的田间测量方法

（18）GB/T 24683-2009 植物保护机械 灌木和乔木作物用风送式喷雾机 试

验方法

（19）GB/T 24684.1-2009 植物保护机械 评价清洗系统的试验方法 第 1部

分:喷雾机整机的内部清洗

（20）GB/T 20084-2006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机 连接螺纹

（21）GB/T 24689.1-2009 植物保护机械 虫情测报灯

（22）GB/T 24689.2-2009 植物保护机械 频振式杀虫灯

（23）GB/T 24689.3-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孢子捕捉仪(器)

（24）GB/T 24689.4-2009 植物保护机械 诱虫板

（25）GB/T 24689.5-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测系统

（26）GB/T 24689.6-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农林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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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GB/T 24689.7-2009 植物保护机械 农林作物病虫观测场

（28）CCGF 404.1-2008 植物保护机械

（29）CNAS-GL041-2019 植物检疫领域有害生物检疫鉴定非标准方法确认指

南

（30）SN∕T 4863-2017 植物检疫实验室测量审核规范

（31）SN∕T 3456-2012 植物检疫 螨类检测方法

（32）SN∕T 3689-2013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规范

（33）SN∕T 3462-2012 植物检疫抽样技术规则

（34）GB/T 23621-2009 农业植物检疫实验室基础条件

（35）GB∕T 38793-2020 生物产品降解杂环类农药功效评价技术规范

（36）GB∕T 38089-2019 生物产品降解有机磷类农药功效评价技术规范

（37）GB 2763-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38）GB 3796-2018 农药包装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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