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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基本信息

㈠专业名称

园艺技术

㈡专业代码

510107

㈢专业带头人

顾昌华

㈣专业所在院系

农学院

㈤学历层次

专科

㈥招生对象与学制

⒈招生对象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

⒉学制三年

二、人才培养职业面向

㈠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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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大类

（51）
农业类（5101）

农业（01）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051）

蔬菜园艺工（5-01-03-01）

花卉园艺工（5-01-03-01）

其他园艺作物生产人员

（5-01-03-99）

园艺技术人员（2-03-03-03）

果蔬及花卉生产、农产品

贮藏加工、农业技术推

广、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部

门、自主创业

㈡职业岗位（群）描述

岗位（群）名称 岗位（群）职责描述

园艺作物生产岗
从事园艺作物生产与管理工作：果树、蔬菜、花卉、种子的生产、种苗繁育、田间

生产试验，新技术推广示范。

园艺作物应用岗 从事园林绿地养护、花艺设计、花店经营、花园中心服务。

农园艺产品营销岗 从事农产品加工贮藏、农业生产资料、产品营销工作、售后技术服务。

农业行政单位及

农业企事业与科研单位
从事农业经营、综合管理及作物新品种引种及良种繁育。

自主创业 自主生产、自主经营企业或基地（创业规划、能够进行市场风险预测）。

三、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

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园艺技术人员、蔬

菜园艺工、花卉园艺工、其他园艺作物生产人员等职业群（或技术技能领域），能

够从事园艺植物生产与开发、园艺景观应用、园艺植物养护、园艺产后服务等工作

的，有自主创业能力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人才培养规格

㈠职业素养

类别 素质标准

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道德素质 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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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素质标准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职业意识

1.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2.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具有学农、爱农的职

业理念和服务“三农”的职业理想。

身心素质

1.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

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2.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㈡知识标准

知识类别 知识标准

通识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专业基础知识
1. 掌握农业设施建造与维护相关基本知识。

2. 掌握果树、蔬菜、花卉设施内环境调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相关知识。

专业知识
1. 掌握园艺产品采后处理和保鲜、加工、商品化处理与运输知识。

2. 掌握园艺产品的分类、营销、市场定位等知识。

㈢能力标准

能力类别 能力标准

通识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岗位能力

1.具有设施建造与维护、果园规划设计能力。

2.具有苗木扦插、嫁接繁育及组培快繁能力。

3.能够进行园艺产品生产、贮藏、加工、营销的能力。

4.具有园艺植物种子生产、检验能力。

5.具有园艺植物的整形、修剪及配置的能力。

五、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㈠合格标准

⒈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和教学环节，课程、毕业考试（考核）合格， 低学分不低

于 140 学分；

⒉德育合格；

3.毕业总结报告答辩合格。

㈡良好标准

达到合格标准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良好标准。

⒈无补考，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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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获得院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⒊获得院级技能大赛及文体活动竞赛三等奖以上；

⒋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获院级表彰者；

5.获得１个专业工种技能考核高级证书。

㈢优秀标准

达到合格标准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优秀。

⒈无补考，平均成绩 85 分以上；

⒉获得市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3.获得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及文体活动竞赛三等奖以上；

⒋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获市级表彰者；

5.获得１个专业工种技能考核高级证书。

六、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㈠学生要求

⒈入学要求

⑴学生入学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和自主招生考试，并达到录取分数线；

⑵学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设施农业事业，愿意从事蔬菜、果树、花卉种

苗繁育、生产、加工、营销等工作；

⑶身体健康，达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通过体检合格。患有轻度色觉

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

⒉毕业要求

⑴入学时间三年；

⑵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低学分达到 140 学分，成绩合格；

(3)德育合格；

（4）毕业总结报告答辩合格。

㈡师资要求

1.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师 80%以上，40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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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青年教师硕士比例 35%以上，高级职称比例不低于 30%。专任教师应具有高等学校教

师任职资格，具有良好的师德，注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⒉专任教师应主动联系 1-2 个果蔬生产企业，每年下企业锻炼 1 个月或开展科技服

务 1 次以上，通过学校双师素质教师认定合格后，才能主持专业课程教学。

⒊专任教师参与 1 门以上的课改课程教学，指导教学实习或顶岗实习；开展说课、

精彩一课、茶研论坛等教研活动不低于 2 次。

⒋专业带头人不低于 4 人，在园艺设施建造、园艺种苗生产、现代设施蔬菜生产、

新技术推广方向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在区域设施农业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能把握专

业发展方向，承担过研究所、教研室负责人；主持过市级以上重大科研课题一项以上，

指导过 2 名以上年青教师。

⒌骨干教师不低于 6 人，承担一门核心课程的建设任务并担任课程教学负责人，开

展说课、精彩一课等教学竞赛活动至少 2 次，指导学生技能大赛至少 1 次；申报院级课

题 1 项以上。

⒍兼职教师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或 8 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种植能手，参与指导学生教学

实训和顶岗实习，每年须承担专业课程 1 个以上的项目任务实训教学；每学期必须参加

专业教研活动 2 次以上，并参与横向课题、课程开发。

㈢实训要求

⒈实训基地

校内必须建有能满足课程验证性实验、单项技能实训的实训室，建有“教、学、做”

一体的大棚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能满足教学实习和顶岗实习；每个实训项目需设计

作业文件让学生操作，每个实训室能满足 30～50 名学生学习的需要，专业实训项目开

设率达 100%。

⒉实训师资

实训教师要求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或高级技师等行业、企业职业资格

证书，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熟悉试验、仪器设备操作规范；对实训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异常状况有应急预案，对实验实训操作规范、实训报告或总结进行评定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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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实训设备

生均实训设备值 5000 元以上，实训设备依据专业实训项目开设需要购置；实训室

各种仪器、设备应及时报损和维护，使用运行有记录，实训设备的完好率在 90%以上、

利用率达 100%。

⒋实训管理

学生实训应严格遵守相关实训室和实训基地管理规定，校内实训由专任教师负责，

校外实训由兼职教师负责；对校内实训基地的精密仪器设备、农药安全使用与存放、卫

生等加强管理，确保实训教学正常进行。

㈣教学要求

⒈教学计划制定

专业教研室拟定分季节分项目的弹性教学计划，经集体讨论后上报二级学院教务部

门，由学院审核后统一安排教师授课。

⒉课程教学实施

必须有课程标准、课程教学实施方案、课程单元教学设计、课程教学多媒体课件等

基本教学文件。

⒊课程资源

每门课程上课前必须提供教材或讲义活页、课件、案例、图片、视频、试题库等教

学资源。

⒋素质课程

学生素质教育活动列入教学计划，计 10 学分，学生素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做到素质教育三年不断线。

⒌岗位核心课程

岗位能力课程成立课程组，有 3人以上行业企业兼职教师，采用“学校+大棚+企业”

的产学结合形式，推行“依季分项、大棚分组”教学模式；实训内容必须有 1/3 时间在

企业实施，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课时量达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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⒍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时间为半年以上，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接受学校和企业的双重管理，校企

双方共同完成对学生的实习考评，学生必须记录完整的实习日志（实习工作内容、收获、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顶岗实习结束提交不低于 2000 字的顶岗实习总结。

⒎考核评价

采取形成性考核，有行业、企业的评价，兼职教师评价，学生自己评价，专任教师

的终结评价。单项技能考核应不少于 2 次，形成性考核要注重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过程

的考核。

⒏毕业总结报告

学生毕业时需提交一篇实习总结报告，学生选定 1 名中级职称以上专业老师进行总

结指导，指导教师应从格式、内容等方面加强指导。

七、学生素质教育培养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

按照《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大学生文化活动课程建设的意见》要求，结合园艺技术专

业实际将素质教育列入课程教学计划，学生在三年学习中，通过六个模块的素质教育培

养。

㈠ 模块 1：“五元文化”与“四项主题”教育活动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2 学分。

⒊课程内容：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职业文化和黔东民族文化；开

展热爱生命、感恩、立志成才、形势与政策主题教育。

⒋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对进行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设施农业职业

文化和黔东民族文化学习与践行，并通过参加热爱生命、感恩、立志成才、形势与政策

主题教育等活动，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与道德修养。

⒌实施部门：专业教研室、学生科、学生工作部、团委。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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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模块 2：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

⒈学时：10 学时。

⒉学分：1 学分。

⒊课程内容：设施农业技术专业技术服务、“一村一品”的技术服务、假期社会实

践活动、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社会调查等。

⒋培养目标：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深入认识社会，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

场过渡做准备，进而增强就业竞争优势。

⒌实施部门：专业教研室、学生科、学生工作部、团委。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㈢模块 3：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活动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2 学分。

⒊课程内容：学术竞赛、课题研究、科技创新活动、学术讲座、创业教育、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市场开拓、校园招聘、面试现场情景模拟等。

⒋培养目标：拓宽专业学生视野，开拓学生思路，锻炼动手能力，培养团队精神，

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到科技交流活动来，同时加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缩短学生就业的

“后熟期”。

⒌实施部门：专业教研室、教务科、学生科、教学工作部、招生就业部。

⒍实施时间：第 2--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㈣模块 4：文化艺术体育与身心发展活动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2 学分。

⒊课程内容：学校运动会、球类比赛、书法比赛、演讲比赛、朗诵比赛、辩论赛、

征文比赛、歌唱比赛、社交礼仪活动等文娱竞赛，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

⒋培养目标：发扬体育精神，增强体魄，加强集体荣誉感，提升学生沟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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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等社会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⒌实施部门: 教学工作部、学生工作部、团委、学生科、心理咨询中心。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㈤模块 5：社团活动

⒈学时：10 学时。

⒉学分：1 学分。

⒊课程内容：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愿参加健康的社团组织，在学校有关部门指导下

开展活动。

⒋培养目标：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延伸求知领域，扩大交友范围，发现自己，陶冶

自己。

⒌实施部门: 学生科、学生工作部、团委。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㈥模块 6：专业技能大赛与技能培训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2 学分。

⒊课程内容：显微镜大赛、种子质量检测、植物标本制作、植物昆虫标本制作、生

物绘图、植物组织培养、盆景鉴赏与制作等技能大赛活动。

⒋培养目标：丰富大学生课余活动，锻炼动手能力，培养团队精神，活跃校园气氛，

开拓学生思路，为学生搭建一个展示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参加到科技交流活动来，让

他们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下展示他们的设计和技能方面的才华和能力。

⒌实施部门: 实训中心、教学工作部、教务科、专业教研室。

⒍实施时间：第 1--6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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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才培养模式设计

㈠人才培养模式设计理念

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为切入点，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和

从初学者到专家的人才成长规律，参照园艺技术职业资格标准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结合

园艺技术生产特点，按照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设计分季节分项目的教学情境，形成专

业“依季分项、双境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

㈡人才培养模式设计思路

⒈依据专业人才需求和毕业生跟踪调研，分析毕业生就业岗位及岗位群所需的职业

素质、知识和技能，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

⒉校企合作构建集教学、生产、培训、科研一体的校内外实训基地，使教学内容与

职业岗位需求同步，开发突出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任务型课程体系。

⒊采取依季分项、双境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课程教学在校、企双境中交替完成。

⒋以“创造植物生长环境，栽好黔东特色果蔬”为切入点，根据设施农业岗位能力

的要求，结合作物生产的季节特点，设计情境，构建项目，部署任务。

㈢人才培养模式内涵描述

⒈“依季分项”

依照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制定农事活动周年历，以确定每一季节设施环境下的项目

任务，然后根据项目任务，采用按季分项、双境交替、独立操作、过程考核的教学方式，

在对应的季节里依项实施。

⒉“双境交替”

依托校内、校外两种教学实训环境，将每一门课程按项目任务的设计要求置于校内

与校外、设施环境与露地环境两种学习情境，由专业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共同施教，在

专业认知、单项技能实训、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不同层次的、不同目标的实训项目中，

两种教学环境不断交替，反复训练， 终实现学生能力由“一般能力→专业认知→单项

技能→综合能力→岗位能力”逐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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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模式运行

“依季分项，双境交替”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将 3 年 6 个学期划分为“秋冬认

知期及单项技能期、春夏秋冬综合技能实训期、顶岗实习期”3 个阶段开展人才培养。

模式运行如下：

⑴一年级季节认知期为专业职业素养学习阶段：以学校为主体，学生在基本素质课

程的学习中，开展专业认知教育，培养学生品德、文化素养和专业认知技能；

⑵二年级季节性专业技能演练阶段：学生主要在校内、校外 5 个教学紧密型合作企

业基地进行专业岗位核心课程和专项技能训练，结合区域果蔬生产季节特点，实施专业

核心课程 1/2 的实训任务由兼职教师授课，1/3 的实训项目在企业情境中训练，使学生

的专业技能明显增强；

⑶三年级综合技能实训和顶岗实习阶段：以校外基地为主，开展拓展课程学习、专

业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实施企业指导教师和校内指导教师双重管理。重点培养学生的

专业技术能力、岗位工作能力，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九、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构

㈠课程体系开发理念

⒈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理念，紧密结合种植产业特点，构建符合高职教育规律，适应

学生未来发展以职业岗位作业流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

⒉课程体系结构体现“高技能”“应用型”培养特点。

⒊按照区域内职业岗位需求，以农业生产过程为主线，以设施类型、项目、任务、

生产过程等为载体，构建切合实际的课程体系。

⒋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构建以职业素质和行业通用能力为基础，以职业岗位能力

为核心，注重学生拓展能力发展的“项目任务型”课程体系。

㈡课程体系开发思路

1.通过对行业专家、企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毕业生的走访，对各苗圃地、植物

园、各种类型的园林和公园，以及各种类型的花卉企业等用人单位的调研，进行岗位职

业能力分析，明确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群特点及胜任职业岗位工作需要的品德、知

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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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构基础、强技能、重发展”的要求，依托本专业校企合作平台，以工作过

程为主线，以工作知识为参照点，重组传统学科课程，构建专业基础课程，调整专业核

心课程，整合能力拓展课程，优化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确定专业基本素质课程、通用

能力课程、岗位能力课程和拓展能力课程，形成能适应现代园艺行业的项目课程结构化

体系。

3.根据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以园林植物应用为导向，结合植物生产、应用特点校

企共同开发课程，将花卉园艺师、苗木繁育工、园林绿化工、园艺植保员、草坪建植工

等技师职业资格标准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并采取校内校外实训基地现场教学等多种

教学形式，实施任务驱动教学。

4.明确课程负责人。由专业教研室依据教师的专业方向及主攻课程，确定若干课程

负责人，组织具体课程的建设和指导。依据建设要求，组建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企

业技术骨干组成的课程建设小组，共同建设核心课程。

5.制定课程建设计划。各课程负责人依据课程建设标准和时间要求，制定课程建设

计划，拟定课程建设提纲，下达课程建设任务。

6.明确课程建设目标。依据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任务、要求，与企业

共同开发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建设资源库。

㈢工作任务与能力分析

行动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设施设计、

建造及维护

1.大棚及温室的设计；

2.棚室工程施工；

3.棚室建造现场定点放线施工；

4.棚室建造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能正确鉴别建

筑材料质量；

5.棚室工程质量验收；

6.棚室的使用与维护；

7.温室采暖加温、降温、通风系统的运行及调试；

8.补光、遮光和灌溉系统的安装及调试；

9.竹架大棚的建造与组织实施。

大棚及温室的设计能力；

设施建造与维护能力；

棚室的使用与调控能力。

设施作物生产

（果树、

蔬菜园艺工）

1.植物分类识别；

2.植物生命活动生理调节。

3.植物生长与温度、光照、水分调节；

4.植物生长与土壤、营养、大气调节；

5.农业微生物主要种类识别与食用菌培养；

6.田间小区设计与统计。

常见植物微观与宏观识别能力；

植物生命活动的生理调节；

植物生长的气象因子调节应用；

植物生长的营养与肥料；

田间小区设计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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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施内蔬菜常规育苗技术；

8.蔬菜整地施肥、定植；

9.蔬菜植株调整、嫁接；

10.蔬菜田间肥水管理；

11.蔬菜的采收；

12.芽苗菜生产及无土栽培；

13.蔬菜综合管理技术书。

蔬菜种子识别与种子检验；

蔬菜育苗、蔬菜植株调整、嫁接；

蔬菜设施环境调控；

芽苗菜生产、蔬菜无土栽培技术

管理。

14.设施大棚西瓜的建造与维护；

15.竹架大棚西瓜的应用；

16.大棚西瓜的生产与管理。

竹架西瓜大棚的建造与维护；

大棚西瓜的生产与管理。

17.果园建立与规划设计；

18.果树嫁接、扦插育苗技术；

19.设施整形、修剪及田间管理；

20.果树营养调控技术；

21.果品采收及采后处理；

22.果园综合管理技术书。

果园设计与建立；

果树整形修剪；

花果管理、肥水及病虫管理；

果园常用机械及维护、适时采收

及处理

23.花卉识别；

24.盆花生生产；

25.一二年生花卉生产；

26.花期调控；

27.花卉应用生产。

当地主要花卉种类识别

运用花期调控；

花卉育苗生产；

常见主要花卉专项生产能力。

28.野生菌、野菜的开发；

29 野生菌、野菜驯化栽培管理；

30.野生菌病虫害防治技术。

梵净山野生菌、野菜种类识别、

驯化栽培，开发 2-3 种野生菌、

野菜。

种苗繁育

（繁育工）

31.种苗组培快繁工厂化生产设施；

32.种苗组培快繁常用培养基的配制；

33.无菌操作技术；

34.种苗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

35.几种园艺植物的组培快繁；

36.区域主要园艺苗木生产。

露地苗圃地的规划与建立，实生

苗的繁育、播种育苗、嫁接育苗、

扦插育苗、苗木管理、苗木出圃、

组织快繁、工厂化育苗、 育苗

机械设备使用与维护、市场分析

与销售技巧。

37.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与示范；

38.农资、示范、销售；

39.种子检验。

作物种子生产能力；

种子检验能力；

新品种推广能力。

园艺作物

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植保工）

40.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41.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

42.花卉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

43.农药的识别与安全使用。

园艺作物病虫害诊断和防治能

力。

农产品的

加工贮藏与营销

44.农产品的加工贮藏方法；

45.果品采收、分级、贮运；

46.蔬菜采收、分级、贮运；

47.农产品的销售技巧。

农产品的加工贮藏能力；

农产品营销能力；

农业生产资料采购能力；

农产品推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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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职业行动领域分析

行动领域 行动领域描述

设施设计、建造及维护

1.竹架大棚及温室大棚的设计；

2.棚室建造现场定点放线，组织施工；

3.棚室建造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及鉴别建筑材料质量；

4.棚室工程质量验收；

5.棚室的使用与维护。

设施作物生产

（蔬菜、果树园艺工生产）

1.植物分类识别；

2.植物生命活动生理调节

3.田间小区设计与统计。

1.植物生长与温度、光照、水分、大气等气象因子的调控作用；植物生

长与土壤、营养与肥料使用；

2.农业微生物种类识别与培养。

1.设施蔬菜常规育苗方法；

2.设施蔬菜生产与管理；

3.蔬菜整地施肥、定植；

4.蔬菜植株调整、嫁接；

5.蔬菜的采收及采后处理；

6.蔬菜无公害栽培；

7.编制蔬菜生产相关技术文档。

1.设施大棚西瓜的设计、建造与维护；

2.竹架大棚西瓜的推广应用；

3.大棚西瓜田间管理。

1.果园规划设计与组织实施；

2.果树嫁接、扦插育苗技术；

3.设施内土、肥、水及花果管理；

4.果树的无公害栽培技术；

5.果树的整形、修剪；

6.果品采收及采后处理；

7.编制果树生产相关技术文档。

1.花卉分类识别；

2.盆花生产；

3.一二年生花卉生产；

4.花期调控及花坛应用。

1.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与示范；

2.农资、示范、销售；

3.种子检验。

1.野生菌、野菜的开发；

2.野生菌、野菜驯化栽培管理；

3.野生菌病虫害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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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繁育（繁育工）

1.种苗组培快繁工厂化生产设施；

2.种苗组培快繁常用培养基的配制；

3 无菌操作技术；

4.种苗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

5.几种园艺植物的组培快繁；

6.区域主要园艺苗木生产。

园艺作物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植保工）

1.蔬菜、果树病虫害诊断；

2.蔬菜、果树病虫害防治；

3.常见病虫害预测预报；

4.农药的识别与安全使用。

农产品的加工贮藏与营销
1.园艺产品的加工与贮藏方法及其设备维护；

2.园艺产品的市场调研、营销方法。

㈤学习领域转换

将专业 37 个典型工作任务向行动领域、学习领域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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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任务 行动领域 学习领域

1.大棚及温室的设计与施工；

2.棚室的使用与维护；

3.竹架大棚的建造于组织实施。

设施设计、建造及维护 1.设施建造与维护

4.植物分类识别；

5.田间小区设计与统计。

设施作物生产

（果树、蔬菜园艺工生产）

2.植物识别与生理

3.田间设计与统计

6.植物生理指标测定、设施小气候的测定、

肥料科学合理使用；

7. 农业微生物种类识别与应用；

4.植物生长与环境

5.农业微生物基础与应用

8.设施内蔬菜常规育苗技术；

9.蔬菜田间管理及采收；

10.蔬菜无公害栽培；

11 蔬菜技术管理。

6.设施蔬菜生产技术

12.竹架大棚的建造与维护；

13.瓜类电热育苗；

14.大棚瓜类的生产与管理。

7.大棚瓜类的高效生产技术

15.果园建立；

16.果树嫁接、扦插育苗；

17.果树营养调管理；

18.果品采收及采后处理；

19.果树技术管理。

8.设施果树生产技术

20 花卉识别；

21.盆花生产管理；

22.一二年生花卉生产；

23.花卉应用。

9.花卉生产技术

24 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与示范；

25.种子检验；
10.作物种子生产技术

26.野生菌、野菜的开发；

27.野生菌、野菜驯化栽培管理。

9.野生菌开发与利用

10.野菜开发与利用

28.种苗组培快繁工厂化生产设施；

29.种苗组培快繁常用培养基的配制及初

代、继代培养；

30.种苗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

种苗繁育 11.植物种苗快速繁育技术

31.蔬菜病虫害诊断与防治技术；

32.果树病虫害诊断与防治技术；

33.花卉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

34.农药的识别与安全使用。

园艺作物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12.植物保护技术

35.果蔬产品采收及采后处理；

36.园艺产品的贮藏加工方法；

37.园艺产品的销售技巧。

农产品的加工贮藏与营销
13.园艺产品的加工贮藏技术

14.园艺产品营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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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构建课程体系

通过岗位职业能力分析，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项目任务型”课程体系。

1.结构体系

⑴基本素质课程课（公共基础课程）：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英语(1) 》、《公共英语(2)、》、

《体育与健康Ⅰ》、《体育与健康Ⅱ》、《军事技能训练》、《军事理论》、《形势与

政策Ⅰ》、《形势与政策Ⅱ》、《形势与政策Ⅲ》、《形势与政策Ⅳ》、《大学语文》、

《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贵州省情》、《安全教育Ⅰ》、《安全教育Ⅱ》、《学习方法》、

《创新思维》、《管理沟通》、《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农耕文明史》、《网

络课程 1》、《网络课程 2》、《网络课程 3》、《网络课程 4》30 门课程构成，总学时

942 学时，计 50 学分。

⑵行业通用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农业微生物》、《植物与植物生理》、

《植物生长环境》、《生物统计》、《现代农业设施》5 门课程构成，总学时 252 学时，

计 14 学分。

⑶岗位能力课（专业核心课程）：包括《设施花卉生产技术Ⅰ》、《设施花卉生产

技术Ⅱ》《果树生产技术Ⅰ》、《果树生产技术Ⅱ》、《绿地养护技术》、《设施蔬菜

生产技术Ⅰ》、《设施蔬菜生产技术Ⅱ》、《植物保护技术Ⅰ》、《植物保护技术Ⅱ》、

《园艺产品贮藏加工技术》、《顶岗实习》11 门课程构成，总学时 1008 学时，计 48

学分。

⑷拓展能力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包括《种子产业化技术》、《插花艺术》、《园

艺植物配置应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农产品营销技术》、 《盆景制作》、

《休闲农业》、《电子商务》、《综合技能训练Ⅰ》、《综合技能训练Ⅱ》、《农业物

联网技术》、《农业经济》、《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13 门课程构成，总学时 576 学时，

计 3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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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内容体系

⑴理论课程体系

总学时达 1254 学时，主要包括四类课程：

①基本素质课：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英语》、《体育与健康》、《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

《大学语文》、《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贵州省情》、《安全教育》、《学习方法》、

《创新思维》、《管理沟通》、《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网络课程 1》、《网

络课程 2》、《网络课程 3》、《网络课程 4》基本素质课程中的理论知识。

②专业基础课：包括《农业微生物》、《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

《生物统计》、《现代农业设施》行业通用能力课程中的理论知识。

③专业核心课：包括《设施花卉生产技术》、《果树生产技术Ⅰ》、《果树生产技

术Ⅱ》、《绿地养护技术》、《设施蔬菜生产技术Ⅰ》、《设施蔬菜生产技术Ⅱ》、《植

物保护技术Ⅰ》、《植物保护技术Ⅱ》、《园艺产品贮藏加工技术》岗位能力课程中的

理论知识。

④专业拓展课：包括《种子产业化技术》、《食用菌生产技术》、《插花艺术》、

《园艺植物配置应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农产品营销技术》、《休闲农业》、

《电子商务》、《综合技能训练Ⅰ》、《综合技能训练Ⅱ》、《农业物联网技术》、《盆

景制作》、《农业经济》、《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能力拓展课程中理论知识。

⑵实践课程体系

具体包括单项技能、综合实训训练、顶岗实习、毕业设计和素质教育活动课程，总

学时达 1524 学时。

①单项技能：包括《现代农业设施》等行业通用能力课程和《设施花卉生产技术》

等岗位能力课程及《种子产业化技术》等能力拓展课程中单项技能训练。

②综合实训：包括《设施花卉生产技术》等岗位能力课程中综合实训部分。

③顶岗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及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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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素质教育活动课程：包括学生技能大赛、职业规划设计、社会实践、公益劳动、

《四项主题》教育、专业技术服务等活动。

㈦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⒈核心课程一：《设施蔬菜生产技术》

课程名称
《设施蔬菜生产技术Ⅰ》

《设施蔬菜生产技术Ⅱ》
课程编码

05521403
055101307

实施学期
第 3、4

学期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4

课程类型 纯理论课（ ）、（理论+实践）课（ √ ）、纯实践课（ ）

先修课程 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植物生长与环境、园艺设施建造技术

教学目标
掌握设施蔬菜栽培基础知识，南方设施内主栽蔬菜的种类、品种、以及生长习性，设

施蔬菜生产技术，具备设施内常见蔬菜标准化生产与管理的能力

教学内容
设施蔬菜栽培的基本理论、白菜类、绿叶菜类、多年生等秋冬设施蔬菜栽培技术、茄

果类、豆类、薯蓣类等春夏设施是蔬菜栽培技术以及芽苗菜生产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

点

重点：蔬菜育苗及苗床管理技术；设施环境调控技术；蔬菜田间管理技术；植株调控、

病虫害防控技术

难点：蔬菜育苗、田间环境调控

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依季分项、教学做一体

教学组织

专兼职教师合作教学，课程负责人全面组织实施，完成课程实施方案、课程标准、授

课计划等教学文件的制定，专职教师负责理论教学，实训教学主要由兼职教师完成。

课程主要教学安排如下：

学生分组讨论、小组实训操作、实训基地教学

教学手段和方

法
视频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

教学资料 课件、参考教材、案例、视频、图片等资料，课程网站

教学考核

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理论总评=提问 5%+考勤 5%+态度 10%+作业 20%+实训报告 30%+理论考试 30%

技能总评=提问 5%+考勤 5%+态度 10%+单项技能 50%+实+技能考试 30%

技能考试的成绩中学生自评占（10%）、兼职教师对学生评价占（15%）、任课教师

对个人评价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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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核心课程二

《果树生产技术》见下表。

《果树生产技术》

课程名称
《果树生产技术》Ⅰ

《果树生产技术》Ⅱ
课程编码

05521401

055101303

实施学期 第 3、4 学期 总学时 72
理论

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课程类型 纯理论课（ ）、（理论+实践）课（ √ ）、纯实践课（ ）

先修课程 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与环境、植物种苗快速繁育技术

教学目标
掌握果树生产技术规范和方法；具备贵州省常见果树苗木和产品标准化生产与管

理的能力

教学内容
果树的分类与识别、果树的生长发育规律、果树育苗技术、果园建植与改造技术、

病虫防治及果园管理技术、整形修剪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果树不同季节的主要生产管理

教学难点：不同季节果树器官的生长发育规律

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依季分项、按棚分组、教学做一体

教学组织

教学组合作教学，课程负责人全面组织实施，完成课程实施方案、课程标准、授

课计划等教学文件的制定，专职教师负责理论教学，兼职教师负责综合实训教学。

课程主要教学安排如下：

布置任务，组织实施，分组操作，教师点评和小结

教学手段和方法

1.教学方法：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现场教学、模拟示范等培养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手段：利用现场教学、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提

高听课的效率和积极性

教学资源 课件、教案、图片、视频、自编教材及参考教材、课程网站

教学考核

1.考核形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比例为 7:3

2.过程考核主要是对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进行考核，主要包括生产计划的制定、田

间管理与组织、产品数量与质量，考核形式为汇报 PPT、实际操作技能考核、生产

计划和实物

平时成绩（作业、态度、考勤）10%、单项技能考核 20%、理论成绩 20%、综合

技能操作 50%

3.核心课程三：

《设施花卉生产技术》见下表。

《设施花卉生产技术》

课程名称
《设施花卉生产技术Ⅰ》

《设施花卉生产技术Ⅱ》
课程编码

05521402
055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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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学期
第 3、4

学期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课程类型 纯理论课（ ）、（理论+实践）课（ √ ）、纯实践课（ ）

先修课程 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与环境、

教学目标

掌握园林花卉的识别、繁殖苗木、栽培养护及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具备从事花卉产业

化生产栽培和经营管理、城市园林规划设计中园林花卉植物配植、园林绿化工程中的

花卉种植、养护等岗位工作技能

教学内容
花卉种类识别；露地花卉繁育、栽培与养护；设施花卉繁育、栽培养护；花卉工厂化

培育；园林花卉应用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

点

重点：花卉种类识别；露地花卉繁育、栽培与养护；设施花卉繁育、栽培养护；园林

花卉应用的应用

难点：花卉种类识别；露地花卉繁育、栽培与养护；园林花卉应用的应用

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依季分项、教学做一体

教学组织

专兼职教师合作教学，课程负责人全面组织实施，完成课程实施方案、课程标准、授

课计划等教学文件的制定，专职教师负责理论教学，实训教学主要由兼职教师完成。

课程主要教学安排如下：

学生分组讨论、小组实训操作、实训基地教学

教学手段和方

法
视频教学，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

教学资料 课件、参考教材、案例、视频、图片等资料，课程网站

教学考核

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成绩=提问 5%+考勤 5%+作业 10%+实训报告 10%+理论考试 20%+实训过程 15%+实训

成果展示 15%+技能考试 20%

十、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表



表 1 园艺技术专业教学安排表

专业：园艺技术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备注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2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基本

素质

课程

课

（公

共基

础课

程）

1 10001101 必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2 10001102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B 3 考试 54 34 20 54

线下授

课

3 8001201 必修 公共英语(1) B 2 考试 28 24 4 28
线下授

课

4 8001203 必修 公共英语(2) B 2 考查 36 32 4 36
线下授

课

5 11001101 必修 体育与健康Ⅰ B 2 考试 28 4 24 28
线下授

课

6 11001102 必修 体育与健康Ⅱ B 2 考查 36 4 32 36
线下授

课

7 9001106 必修 军事技能训练 C 2 考试 112 0 112 112
线下授

课

8 9001123 必修 军事理论 A 2 考试 36 36 0 36
线上+线

下

9 9001130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Ⅰ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课

10 9001131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Ⅱ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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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园艺技术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备注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2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课

11 9001132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Ⅲ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课

12 9001133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Ⅳ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课

13 9001134 必修 大学语文Ⅰ B 2 考查 28 22 6 28
线下授

课

14 9001119 必修 计算机应用基础 B 3 考查 54 26 28 54
线下授

课

15 9001118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 2 考查 36 36 0 36
线下授

课

16 9001120 必修 创新创业教育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17 9001111 必修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
A 2 考查 36 36 0 36

线下授

课

18 9001112 必修 贵州省情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课

19 9001122 必修 安全教育Ⅰ A 0.5 考查 4 4 0 4
线上授

课

20 9001121 必修 安全教育Ⅱ A 0.5 考查 4 4 0 4
线上授

课

21 10001104 必修 学习方法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上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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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园艺技术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备注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2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课

22 9001115 必修 创新思维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上授

课

23 9001116 必修 管理沟通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上授

课

24 9001104 必修 入学教育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课

25 9001105 必修 毕业教育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

课

26 055101101 必修 农耕文明史 A 1 考查 18 18 0 18 讲座

27 055101102 选修 网络课程 1 A 2 考查 36 36 0 36
网络课

程

28 055101103 选修 网络课程 2 A 2 考查 36 36 0 36
网络课

程

29 055101104 选修 网络课程 3 A 2 考查 36 36 0 36
网络课

程

30 055101105 选修 网络课程 4 A 2 考查 36 36 0 36
网络课

程

小计 50 942 658 284 488 328 54 54 0 18

行业

通用

课程

1 05521215 必修 农业微生物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2 055101201 必修 植物与植物生理 B 3 考试 54 28 26 54 线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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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园艺技术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备注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2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专

业基

础课

程)

课

3 055101202 必修 植物生长环境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4 05541208 必修 生物统计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5 055101208 必修 现代农业设施 B 3 考试 54 28 26 54
线下授

课

小计 14 252 128 124 108 144 0 0 0 0

岗位

能力

课

（专

业核

心课

程）

1 05521402 必修 设施花卉生产技术Ⅱ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2 055101401 必修 设施花卉生产技术Ⅰ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3 05521401 必修
作物栽培-果树生产

技术Ⅰ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4 055101303 必修
作物栽培-果树生产

技术Ⅱ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5 055101413 必修 绿地养护技术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6 05521403 必修
作物栽培-设施蔬菜

生产技术Ⅰ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7 055101307 必修
作物栽培-设施蔬菜

生产技术Ⅱ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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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园艺技术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备注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2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8 055101204 必修 植物保护技术Ⅰ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9 055101304 必修 植物保护技术Ⅱ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10 05561305 必修
园艺产品贮藏加工技

术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11 05531310 必修 顶岗实习 C 24 考查 576 0 576 576 半年

小计 48 1008 216 792 0 0 216 216 0 576

拓展

能力

课程

（专

业拓

展课

程）

1 055101302 必修 种子产业化技术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2 05521401 必修 插花艺术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3 05521405 必修 园艺植物配置应用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4 05521206 必修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5 055101205 必修 农产品营销技术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11 5571404 必修 盆景制作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6 05531407 必修 休闲农业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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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园艺技术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备注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2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7 05511412 选修 电子商务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8 055101403 选修 综合技能训练Ⅰ C 2 考查 36 0 36 36
讲座+实

操

9 055101402 选修 综合技能训练Ⅱ C 2 考查 36 0 36 36
讲座+实

操

10 055101305 选修 农业物联网技术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12 055101210 选修 农业经济 B 4 考查 72 36 36 72
线下授

课

13 055101407 选修 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

课

小计 32 576 252 324 0 72 108 180 216 0

学分总计 144

课时总计 2778 1254 1524 596 544 378 450 216 594

课程门数 59 共计 59 门，其中必修课 47 门，122 学分，选修课 10 门，22 学分

低学分要求 140 140（必修 122 学分，选修 1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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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才培养学时学分结构统计

课程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占总学时比率

（%）

纯理论课（A） 26 458 458 0 16.4

（理论+实践）课（B） 88 1560 796 764 56.2

纯实践课（C） 30 760 0 760 27.4

合 计 144 2778 1254 1524 100

理论教学时数：实践教学时数 1：1.2

十二、人才培养教学团队

㈠结构比例

⑴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85%。

⑵硕士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64%以上。

⑶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比例 50%，其中教授 21.4%。

⑷专兼职教师比例 1：1.1。

⑸36 岁以下青年教师比例 57%。

㈡教师队伍

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4 名，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高级实验师 1 人，讲师 5

人，博士 2 人，硕士 7 人；省级教学团队 2 个，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 85%。聘请兼职教

师 15 人，其中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 6 人。

园艺技术专业专任教师一览表

姓名 职称 年龄 学历/学位
专业（学术）带

头人或骨干教师

双师素质教

师

顾昌华 三级教授 55 硕士 专业带头人 是

赵会芳 教授 42 博士 专业带头人 是

莫怡琴 高级实验员 56 大学 骨干教师 是

黄静 副教授 55 大学 骨干教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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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加勋 讲师 55 大学 骨干教师 是

王琨 副教授 32 硕士 骨干教师 是

田建霞 讲师 34 大学 骨干教师 是

孙聆睿 讲师 29 硕士 是

张志昌 讲师 29 硕士 是

杨佳琪 讲师 27 硕士 是

任树廷 讲师 26 硕士 否

潘绿昌 讲师 26 硕士 否

杨慧 副教授 35 博士 是

袁波 教授 56 大学 骨干教师 是

黄再发 高级农艺师 46 大学 外聘教师 否

张玉清 高级农艺师 52 大学 外聘教师 否

车崇洪 研究员 51 大学 外聘教师 否

田碧虎
农艺师、农业

经济师
60 大学 外聘教师 否

黄仁敏 高级农艺师 大学 外聘教师 否

杜文华 农艺师 53 大学 外聘教师 否

十三、人才培养实训条件

㈠校内实训条件

1.教学实训室条件

设施农业技术专业现有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农业科技生态示范园 1个和园艺植物快速

繁育中心，建有植物生长环境实训室、植物病虫防控实训室、农产品加工贮藏实训室、

植物组织培养室等 10 个设备齐全、满足单项技能训练的实训室，可提供 310 个实训工

位，的实验实训室，有力支撑了本专业“依季分项、双境交替”人才培养要求。

⒉校内实训基地条件

实训设备和实训场地应满足园艺技术专业实训教学基本要求。自 2003 年至今，校

内实训基地有占地 4 亩地的植物园、3 亩地设施园艺生产实训大棚，微生物、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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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植物生产、规划设计等实训室，基本能满足园艺技术校内教学实训的需要。校内实

践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园艺技术专业校内实训条件一览表

编

号

实验实训

室名称
面积 m2 工位数 主要仪器设备 备注

1
植物生长环

境实训室
70 30

放大镜、双筒解剖镜、双目实体显微镜、

奥林巴斯投影显微镜、生物显微镜、恒

温培养箱、分光光度计、风向风速表、

曲管地温计、干湿球温度计、 高温度

计、 低温度计、切片机、普通冰箱、

低速离心机、土壤水分测试仪、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谱仪、超纯

水器、冷却水循环箱、土壤肥料测试仪、

土壤养分测试仪、自动气象站、土壤成

分测试仪、双筒实体显微镜、低温冰箱

等。

一次性接纳 30 人培训；

满足园艺植物识别、生产

和植物生长与环境等课程

实验实训、技能培训和科

研项目；

开展营养成分测定和配方

施肥等项目实训。

2
植物生理实

训室
70 35

便携式光合蒸腾仪、植物水势仪、根系

分析系统、放大镜、双筒解剖镜、双目

实体显微镜、奥林巴斯投影显微镜、生

物显微镜、双人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

锅、托盘天平、电子天平、天平（万分

之一）、高速离心机等。

一次性接纳 35 人培训；

开展植物组织解剖,植物代

谢、植物生理生化变化等

单技能实训项目

3
园艺综合实

训室
70 35

托盘天平、天平（万分之一）电热鼓风

干燥器、人工气候箱、透明保温网幕、

耐老化遮阳网、耐老化防虫网、移动式

育苗床、催芽机、精量直播机等。

一次性接纳 35 人实训；

满足果树、蔬菜、花卉生

产技术等课程的实训要

求。

4
植物组织培

养实训室
70 40

双人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锅、托盘天

平、电子天平、天平（万分之一）、ZHWY

恒温摇床、恒温培养箱、微量移液器、

酸度计、人工气候箱、多功能培养箱、

超净工作台、风淋室、人工气候箱等。

一次性接纳 40 人实训；

满足园艺植物组织培养

MS 培养基制备、初代培

养、诱导培养、增殖培养、

诱根培养等实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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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植物病虫防

控实训室
50 30

当地主要病虫害标本、病虫害玻片标本、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担架式机动喷雾机、

超低容量喷雾器、黑光灯（带集虫装置）、

频振式太阳能诱虫灯、生物显微镜。

一次性接纳 30 人实训；

满足果树、蔬菜、花卉等

病虫害防治课程实验实

训、技能培训、职业资格

培训鉴定和科研项目；

对外开展病虫害诊断、防

治服务。

6
园艺产品加

工实训车间
160 30

二氧化碳测定仪、便携式农药残毒速测

仪、打浆机、冷库、干燥箱、烘烤箱。

一次性接纳 30 人实训；

满足果树、蔬菜、花卉等

园艺产品储藏加工实训要

求。

7
植物标本实

训室
60 20

8 组植物标本橱、柜及植物蜡叶标本、植

物切片标本、电熨斗、电吹风等。

一次性接纳 20 人实训；

满足植物标本制作与贮藏

实训要求。

8 昆虫标本室 60 20
6 组昆虫标本橱、柜、昆虫针、电熨斗、

电吹风等

一次性接纳 20 人实训；

满足昆虫标本制作与贮藏

实训要求。

9 花艺实训室 50 30
恒温培养箱、托盘天平、电子天平、天

平（万分之一）、花瓶、花盘等。

一次性接纳 30 人实训；

满足插花、花卉单技能实

训要求。

10
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
2100 45

节水灌溉控制系统 、室内外滴灌、喷灌

材料、全光照喷雾系统、加温育苗室、

半地下式温室、育苗架及育苗容器、电

导率仪（EC）便携式微电脑酸度计、照

度计温湿度记录仪。

1.接纳学生实训 45 人；满

足蔬菜、花卉、园艺设施

建造与环境调控生产实训

教学、培训、科研要求；

2.具备现场教学、实训、职

业资格培训鉴定的功能。

3.设施园艺作物优质、高效

栽培模式研究与示范点。

㈡校外实训条件

目前有铜仁市山水园林绿化公司、铜仁市金福园艺中心、上海市大地园艺种苗有限

公司、广州绿之恋园艺场、铜仁市金农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

议，基本能够满足该专业综合实训项目和顶岗实习需要。同时制定了《生产实训管理办

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和巩固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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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人才培养教学资源

㈠专业资源

专业资源主要有行业公共资源，研究所、国家省、市科研课题等，与专业紧密联系

的资源见下表：

序号 项目

1 省级课题 1 项，市级课题 6 项，院级课题 10 项。

2 行业资源：铜仁市农委、铜仁市质量检测中心、10 个县（区）农牧科技局。

3 网络资源：中国果树、中国蔬菜、中国花卉、高职高专网等专业网站。

4
图书资源：贵州数字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设施农业技术专业图书和期刊 10 万

册）。

5 期刊资源：中国南方果树、蔬菜、中国花卉园艺、植物保护学报等期刊。

6 科研团队：食用菌生产团队、植物生产与繁育。

7 企业：贵州华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铜仁市金农绿色科技农业等合作企业 33 个。

8 课程资源：5 个。

9 多媒体教室：10 间。

10 校内实训基地：生态农业科技园和植物组织中心。

11 服务站：铜仁职院种植技术服务站。

12 协会：铜仁市蔬菜协会、果树协会、植保学会、昆虫学会。

㈡课程资源

序

号
课程名称及级别 网址

1
《园林植物识别技术》

国家级精品课程

http://course.jingpinke.com/details?uuid=f2c393a8-123c-1000-a145-1

44ee02f1e73&courseID=D090107

2
《设施蔬菜生产技术》

院级精品课程
http://xw.trzy.cn:880/2012/vegetable/

3
《果树生产技术》

院级精品课程
http://xw.trzy.cn:880/2012/fruittree/

http://www.trzy.cn/list.jsp?cItemId=143&item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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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人才培养制度保障

专业制定《专业建设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专业、企业合作制度》、《教师联

系企业制度》、《教师培养制度》、《顶岗实习管理制度》、《专业教学考核制度》等

制度，保障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十六、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依据

本方案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即人才培养需求调研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其中

人才培养需求调研是本方案制定的逻辑起点，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是本方案制定的政策

依据。

㈠人才培养需求调研

⑴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调研，侧重了解毕业生就业主要去向和岗位需求量。

⑵设施农业企业职业岗位调研，侧重分析典型岗位职业工作任务，围绕典型岗位所

需的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⑶对毕业生实施跟踪调查，侧重了解毕业生就业、发展状况，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的总体评价、要求及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完善毕业生反馈渠道和评价

制度， 终使我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加完善，更适应市场的需求。

㈡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

依据国家、教育部相关教育教学政策文件，确定人才培养层次、专业改革方向、发

展路径等。主要的政策文件如下：

⒈《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 号）。

⒉《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1]6

号）。

⒊《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

号）。

⒋《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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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成[2011]11 号）。

⒌《教育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

成[2011]12 号）。

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7.《农业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农业部农人发[1996]2 号文件。

8.《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劳部发[1993]1134 号文件。

9.《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修）订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铜职院

教字[2012]1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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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审定意见

⑴ 二级学院意见

二级学院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⑵ 教学工作部意见

教学工作部签章：

年 月 日

⑶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⑷ 院长办公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⑸ 党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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