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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根据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园艺人才培养的要求，确定要求学生掌握园艺植物生

产管理技术及应用技术，从本专业课程标准和职业工种等实际工作情况及就业岗位群的角度

进行技能培养，注重内容的实用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内容选择符合职业院校的

实际教学情况并遵循职业院校学生的认知规律，在考核标准制定上做到合理量化和便于考

核。

本题库对接职业岗位确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内容，其内容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

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三个方面。专业基本技能分园艺植物栽培基础、园艺植物种苗繁育 2

个模块；岗位核心技能分园艺植物栽培管理、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 2 个模块；跨岗位综合技

能分园艺产品采后处理、插花艺术 2个模块。每个模块设置若干个考核项目，共计 58 道题。

其中园艺植物栽培基础模块包括园艺植物栽培生理、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2 个项目，共计 14

道题；园艺植物种苗繁育包括常规种苗生产、植物组织培养 2 个项目，共计 8 道题；园艺植

物栽培管理模块包括果树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花卉生产技术 3 个项目，共计 18 道题；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模块包括常用药剂的使用、主要病虫害防治 2个项目，共计 10 道题；

园艺产品采后处理模块包括园艺产品分级、园艺产品营销 2 个项目，共计 5道题；插花技艺

模块包括插花技艺 1个项目，共计 3道题。每个考核项目均要求学生能按照行业、企业的操

作规程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一） 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园艺植物栽培基础

1.试题编号：J-1-1 ，园艺植物栽培生理

（1）任务描述
利用光学显微镜对棉花根次生结构进行观察，根据所观察内容将棉花根次生结构通过画

图的方式进行描述，画图遵循生物学画图标准。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光学显微镜 具有低倍镜及高倍镜 1台 1人使用

2 材料
棉花根次生

结构永久切片
切片规范，能清晰呈现各部分结构 1片 1人使用

3 用具

中性笔 黑色 1支 1人使用

铅笔 2H 1 支 1 人使用

橡皮 1个 1人使用

直尺 1把 1人使用

报告单 A4 纸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 分
1.取显微镜方法得当

2.使用显微镜熟练

取用方法不当扣 5 分

显微镜操作生疏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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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显微镜归位正确

4.玻片完好无损

归位不当扣 5 分

玻片压碎的扣 5分

实验报告

完成效果
60 分

1.根次生结构各部分

识别正确

2.使用铅笔画图

3.使用中性笔标注

4.绘图的线和点运用

得当，各部分结构清晰

准确

各部分结构描述不正确的扣 5分

未用铅笔画图的扣 10 分

未用中性笔标注扣 5分

图中线和点运用不当的扣 5 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 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有违安全用电的扣 2分，出现安全事

故的则整个任务完成为不合格，使用

显微镜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的、

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

的，每次扣 2 分，扣完 10 分为止

10 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凡不遵守实验室制度，使用显微镜后

不能关闭电源、罩好显微镜保护罩者

扣 10 分

2.试题编号：J-1-2 ，园艺植物栽培生理

（1）任务描述
利用光学显微镜对椴树茎次生结构进行观察，根据所观察内容将椴树茎各次生结构通过

画图的方式进行描述，画图遵循生物学画图标准。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光学显微镜 具有低倍镜及高倍镜 1 台 1 人使用

2 材料
椴树茎次生

结构永久切片
切片规范，能清晰呈现各部分结构 1 片 1 人使用

3 用具

中性笔 黑色 1 支 1 人使用

铅笔 2H 1 支 1 人使用

橡皮 1 个 1 人使用

直尺 1 把 1 人使用

报告单 A4 纸 2 张 1 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 分

1.取显微镜方法得当

2.使用显微镜熟练

3.显微镜归位正确

4.玻片完好无损

取用方法不当扣 5 分

显微镜操作生疏扣 5分

归位不当扣 5 分

玻片压碎的扣 5分

实验报告

完成效果
60 分

1.茎次生结构各部分

正确

2.使用铅笔画图

3.使用中性笔标注

各部分结构描述不正确的扣 5分

未用铅笔画图的扣 10 分

未用中性笔标注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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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绘图的线和点运用

得当，各部分结构清晰

准确

图中线和点运用不得当的扣 5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 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有违安全用电的扣 2分，出现安全事

故的则整个任务完成为不合格，使用

显微镜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的、

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

的，每次扣 2 分，扣完 10 分为止

10 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凡不遵守实验室制度，使用显微镜后

不能关闭电源，罩好显微镜保护罩者

扣 10 分

3.试题编号：J-1-3 ，园艺植物栽培生理

（1）任务描述
利用光学显微镜对洋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过程进行观察，根据所观察内容将洋葱根尖细

胞有丝分裂过程通过画图的方式进行描述，画图遵循生物学画图标准。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光学显微镜 具有低倍镜及高倍镜 1台 1人使用

2 材料
洋葱根尖永

久切片

切片规范，能清晰呈现有丝分

裂各时期图像
1片 1人使用

3 用具

中性笔 黑色 1支 1人使用

铅笔 2H 1支 1人使用

橡皮 1个 1人使用

直尺 1把 1人使用

报告单 A4纸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 分

1.取显微镜方法得当

2.使用显微镜熟练

3.显微镜归位正确

4.玻片完好无损

取用方法不当扣 5 分

显微镜操作生疏扣 5分

归位不当扣 5 分

玻片压碎的扣 5分

实验报告

完成效果
60 分

1.在视野中准确找到

各时期图像

2.使用铅笔画图

3.使用中性笔标注

4.绘图的线和点运用

得当，图像特点明显

分裂各时期描述不正确的扣 5分

未用铅笔画图的扣 10 分

未用中性笔标注扣 5分

图中线和点运用不得当的扣 5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 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有违安全用电的扣 2分，出现安全事

故的则整个任务完成为不合格，使用

显微镜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的、

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

的，每次扣 2 分，扣完 10 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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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凡不遵守实验室制度，使用显微镜后

不能关闭电源，罩好显微镜保护罩者

扣 10 分

4.试题编号：J-1-4 ，园艺植物栽培生理

（1）任务描述
利用光学显微镜对水稻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进行观察，根据所观察内容将水稻花粉

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通过画图的方式进行描述，画图遵循生物学画图标准。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光学显微镜 具有低倍镜及高倍镜 1台 1人使用

2 材料
水稻花粉母

细胞永久切片

制片规范，能清晰呈现减

数分裂各时期
1片 1人使用

3 用具

中性笔 黑色 1支 1人使用

铅笔 2H 1支 1人使用

橡皮 1个 1人使用

直尺 1把 1人使用

报告单 A4纸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1.取显微镜方法得当

2.操作显微镜熟练

3.显微镜归位正确

4.玻片完好无损

取用方法不当扣 5分
显微镜操作生疏扣 5分
归位不当扣 5分
玻片压碎的扣 5分

实验报告

完成效果
60分

1.分裂各时期正确

2.使用铅笔画图

3.使用中性笔标注

4.绘图的线和点运用

得当

分裂各时期描述不正确的扣 5分

未用铅笔画图的扣 10分

未用中性笔标注扣 5分

图中线和点运用不得当的扣 5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有违安全用电的扣 2分，出现安全事

故的则整个任务完成为不合格，使用

显微镜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的、

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

的，每次扣 2分，扣完 10分为止

10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凡不遵守实验室制度，使用显微镜后

不能关闭电源，罩好显微镜保护罩者

扣 10分

5.试题编号：J-1-5 ，园艺植物栽培生理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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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学显微镜对玉米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进行观察，根据所观察内容将玉米花粉

母减数分裂过程通过画图的方式进行描述，画图遵循生物学画图标准。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光学显微镜 具有低倍镜及高倍镜 1台 1人使用

2 材料
玉米花粉母

细胞永久切片

制片规范，能清晰呈现减

数分裂各时期
1片 1人使用

3 用具

中性笔 黑色 1支 1人使用

铅笔 2H 1支 1人使用

橡皮 1个 1人使用

直尺 1把 1人使用

报告单 A4纸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1.取显微镜方法得当

2.操作显微镜熟练

3.显微镜归位正确

4.玻片完好无损

取用方法不当扣 5分
显微镜操作生疏扣 5分
归位不当扣 5分
玻片压碎的扣 5分

实验报告

完成效果
60分

1.分裂各时期正确

2.使用铅笔画图

3.使用中性标注

4.绘图的线、点运用得

当

分裂各时期描述不正确的扣 5分

未用铅笔画图的扣 10分

未用中性笔标注扣 5分

图中线和点运用不得当的扣 5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有违安全用电的扣 2分，出现安全事

故的则整个任务完成为不合格，使用

显微镜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的、

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

的，每次扣 2分，扣完 10分为止

10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凡不遵守实验室制度，使用显微镜后

不能关闭电源，罩好显微镜保护罩者

扣 10分

6.试题编号：J-1-6 ，园艺植物栽培生理

（1）任务描述
现采集到园艺植物若干，请对其进行观察并识别，写出每种植物的名称及科别。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放大镜 手持式放大镜，20倍 1个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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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 植物
植物茎叶形态完整，

种类不少于20种
1片 1人使用

3 用具

中性笔 黑色 1支 1人使用

铅笔 2H 1支 1人使用

橡皮 1个 1人使用

直尺 1把 1人使用

报告单 A4纸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识别方法正确。 识别方法不当扣 20分

实验报告

完成效果
60分 1.植物识别名称正确

2.植物识别分科正确

植物名称不正确，1种植物扣 2分

植物分科不正确，1种植物扣 1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

操作规程和管理要

求

有违安全用电的扣 2 分，出现安全事

故的则整个任务完成为不合格，使用

实验仪器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

的、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

况的，每次扣 2分，扣完 10分为止

10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凡不遵守实验室制度，实验用具清理

不干净的扣 10分

7.试题编号：J-1-7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采集果园土壤样品。要求在采样单元中布点正确、采土样品具有代表性，会用“四分法”

缩分土样。做好技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

考试过程中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清洁卫

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场地 校内果园基地 1块 多人共用

2 器皿

取土钻 1把 1人使用

剖面刀 1把 1人使用

钢卷尺 20m 1把 1人使用

样品袋 能装 1-2kg土样 1个 1人使用

盛土盘 20cm*30cm 1个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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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5张 1人使用

记录笔 2支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布点 20分采样布点路线采用蛇形法，采样点数

5-10个
布点错误扣 5-10分，采样点

数少于 5个扣 5-10分

采土 20分采集耕作层土壤,每个采集点取土深度

与采样量均匀一致、上下层比例相同

采集深度、形状、大小、采

量不正确扣 5-10分，土块不

一致扣 5-10分

处理 10分
采集土样前去掉表土（1-2mm）,土样不

含草、根及砾石；捣碎，在薄膜上均匀

混合

采集土壤未去掉表土扣 3-5
分，土样含草、根及砾石扣

1-2 分，混合不均匀扣 2-3
分

缩分

土样
20分 "四分法"缩分土样正确，最后土样不少

于 1kg；现场处理干净，台面清洁

“四分法”缩分土样不正确扣

10-15 分，样品土样量少于

1kg扣 3-5分

贴标签 10分将土样装袋，标签（采样地点、时间、

采集人）填写正确，书写工整
标签填写不正确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

规范

10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文明

参考;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 分，出现

明显失误、造成恶劣影响者

本项计 0分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

惯;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

台面（现场）清洁卫生

8.试题编号：J-1-8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用酒精燃烧法测定土壤含水量。要求安全操作，步骤正确,称量准确、计算正确。做好

技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考试过程中体现

良好的工作习惯;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清洁卫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电子天平 感量 0.01g 1台 1人使用

2 器皿
铝盒 3个 1人使用

盛土盘 20cm*30cm 1个 1人使用

3 材料

新鲜土 2kg 1人使用

玻璃棒 5根 1人使用

酒精 500ml 1瓶 1人使用

滴管 2个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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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过程

与结

果

天平

调试
10分 按规定正确调试好天平

天平未调试扣 10 分，调

试不正确扣 5-10分
装湿土

铝盒称

重

20分
带盖空铝盒称重量W

称量不准扣 10-20分铝盒装湿土加盖后称重（湿重），

重量为W1

土壤酒

精燃烧
20分 铝盒中加酒精，点火燃烧，熄火后

翻动，再加酒精燃烧，重复 2-3次

铝盒中酒精燃烧不完全

扣 3-5分,未设置酒精重复

燃烧扣 3-5分,不注重安全

操作扣 5-10分
装干

土铝

盒称

20分 铝盒中酒精燃烧冷却后加盖，称重

（干重），重量为W2

铝盒未冷却、未加盖称重

扣 5-10 分，称量不准扣

5-10分
结果

计算
10分 土壤含水量％

=(W1—W2)/(W2—W)*100%。
结果计算不正确扣 10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
文明参考;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成恶劣影

响者本项计零分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

作习惯;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

有序,工作台面（现场）清洁卫生

9.试题编号：J-1-9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用电位计法测定土壤样品的酸碱度。要求正确取土样，正确制备待测液,测定准确。做

好技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考试过程 中体现

良好的工作习惯;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清洁卫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酸度计 P25型 1台 1人使用

天平 感量 0.1g 1台 1人使用

磁力搅拌器 1台 1人使用

器皿

高型烧杯 50ML 1个 1人使用

量筒 25ML 1个 1人使用

洗瓶 1个 1人使用

玻璃棒 1根 1人使用

2 耗材

滤纸 5张 1人使用

PH4.01标准缓冲溶液 1000ml 1人使用

PH6.87标准缓冲溶液 1000ml 1人使用

PH9.18标准缓冲溶液 1000ml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与结

待测液

的制备
40分 称土准确，加液操作规范. 称土不准确，加液操作不规范

扣 5-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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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水土比符合要求。 水土比不符合要求扣 5-10分

搅拌 1-2分钟。 时间不正确扣 5-10分

静止 30分钟。 时间不正确扣 5-10分。

酸度计

的使用
40分

预热方法正确。 预热方法不正确扣 5-10分。

温度调节正确。 温度调节不正确扣 5-10分。

PH档调节正确。 PH档调节不正确扣 5-10分。

酸度计校正方法正确。 校正方法不正确扣 5-10分。

样品测定步骤操作规范。
样品测定步骤操作不规范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

规范

10分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
文明参考;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 分，出现明

显失误、造成恶劣影响者本项

计 0分。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

作习惯;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

有序,工作台面(现场)清洁卫生。

10.试题编号：J-1-10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完成化学肥料鉴别。现有尿素、硫酸铵、碳酸氢铵、钙镁磷肥一批，堆放时标签混淆，

请进行鉴别。做好技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考
试过程中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清洁

卫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单位 备注

1 器皿

试管 10支 1人使用

烧杯 200ml 1个 1人使用

量筒 100ml 1个 1人使用

玻璃棒 1把 1人使用

吸管 1把 1人使用

2 耗材

尿素 1kg 1人使用

硫酸铵 1kg 1人使用

碳酸氢铵 1kg 1人使用

钙镁磷肥 1kg 1人使用

氯化钡 1瓶 1人使用

蒸馏水 1瓶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试剂

配制
20分配制氯化钡试剂

配制试剂不正确扣 10-20
分

鉴定

方法
40分

通过感官鉴别，碳铵(NH4HCO3)易分解，氨

味最浓;通过颜色鉴别，钙镁磷肥为灰绿色

或灰棕色粉末。其余二种为白色粉末，将

剩余的两种尿素和硫酸铵溶于水，在溶液

鉴定方法不正确扣 10-40
分



10

中加入氯化钡溶液，有白色沉淀形成的为

硫酸铵

鉴定

结果
10分鉴定结果正确 鉴定结果不正确扣 5-10

安全

操作
10分操作方法正确，加热时注意安全

不注意操作安全扣 5-10
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10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文明参

考;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成恶劣影

响者本项计零分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不
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现
场)清洁卫生

11.试题编号：J-1-11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用重铬酸钾氧化法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要求安全操作，步骤正确,称量准确、计算正

确。做好技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考试过

程中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清洁卫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有机质消煮炉 1台 1人使用

分析天平 感量 0.0001g 1台 1人使用

器皿

硬质试管 4套 1人使用

牛角勺 1个 1人使用

漏斗 4个 1人使用

移液管 10ml 1根 1人使用

滴定管 25ml 1个 1人使用

量筒 10ml、100ml 1个 1人使用

三角瓶 250ml 4个 1人使用

2 耗材

草纸或卫生纸 1卷 1人使用

供试土样 过 0.25mm 筛 1瓶 1人使用

重铬酸钾溶液 0.1333mol/l 100ml 1人使用

硫酸亚铁溶液 0.2mol/L 100ml 1人使用

邻啡罗啉指示剂 100ml 1人使用

浓硫酸 1瓶 1人使用

石英沙 1瓶 1人使用

植物油 2．5kg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样品的 10分 称土准确 称土不准确扣 5-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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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与

结果

称量及

加液
加液操作规范 加液操作不规范扣 5-10分

样品的

消煮
10分

温度控制在合理范围 温度不合理扣 5-10分

加热时间正确 加热时间不正确扣 5-10分

样品和

处理
10分

样品转移完全 样品转移不完全 5-10分

总体积控制在 60-80ml 总体积不正确扣 5-10 分

指示剂添加正确 指示剂添加不正确扣 5-10 分

样品的

滴定
10分

操作规范 操作不规范扣 5-10分

变色过程正确 变色过程不正确扣 5-10分

读数正确 读数不正确扣 5-10分

空白

实验
20分 做样品同时做两个平行的空

白实验

没有做空白实验扣 20分

结果

计算
20分

计算方法正确 计算方法不正确扣 2-4分

计算结果正确 计算结果不正确扣 4分

结果未超过允许误差 结果超过允许误差扣 2-4 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

素质;文明参考;做好考核准

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分，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恶劣影响者本项计 0分
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

的工作习惯;不损坏器具 ,器
具安放井然有序 ,工作台面

(现场)清洁卫生

12.试题编号：J-1-12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配制与施用叶面肥。对花卉植物喷施氮肥，请配制 0.2%磷酸二氢钾溶液 1000ml，并完

成喷施任务。要求计算正确、称量精准、配制溶液浓度准确，喷施溶液适量、均匀。做好技

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操作熟练，不损坏器

具，现场清洁卫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天平 感量 0.01g 1台 1人使用

手压式小型喷雾器 1个 1人使用

2 器皿

烧杯 1000ml 1个 1人使用

量筒 1000ml 1个 1人使用

玻璃棒 1根 1人使用

3 耗材
磷酸二氢钾 500g 1瓶 1人使用

称量纸 5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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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计算 15分计算 0.2%磷酸二氢钾溶液 1000ml 所需肥

料及水的用量
计算错误扣 15分

称量 15分按计算结果称取肥料用量 称量不准确扣 15分

配制 30分将称取的肥料加少量水充分溶解,再加水至

所需的量定容，配制所需浓度的溶液

未先加水充分溶解扣 10
分，配制方法不正确扣

20分

喷施 20分喷施部位、程度正确，叶面喷施均匀
喷施部位不正确扣 10分,
喷施不均匀扣 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10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文明参

考；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成恶劣影

响者本项记 0分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不

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现
场)清洁卫生

13.试题编号：J-1-13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环状沟施肥。给定已配好的腐熟有机肥，完成对 1棵树龄 5年以上的果树追施有机肥。

要求方法正确，操作安全。做好技能考核前准备工作，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

的工作态度;在考试过程中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材料 腐熟有机肥 已配好 kg 20 1人使用

2 工具

锄头 把 1 1人使用

修枝剪 把 1 1人使用

水管 m 10 1人使用

簸箕 个 1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挖施

肥沟
20分树冠滴水线附近挖环状施肥沟，内窄外宽、

内浅外深（外深 40cm左右）

挖施肥沟范围不合适扣

5-10 分，方法不正确扣

5-10分

修剪

伤根
20分对挖伤的根系进行修剪，剪平伤口

对挖伤的根系未进行修

剪扣 5-10 分，伤口未剪

平扣 5-10分

施肥 20分有机肥与土壤拌匀后施入，施肥量 5kg左右
有机肥未拌土扣5-10分，

施肥量不合适扣 5-10分
覆土 10分施肥后在上层覆土 施肥后未覆土扣 5-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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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 10分施肥后浇足水
施肥后未浇足水扣 5-10
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10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文明参

考;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每项酌情扣 0.5-1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成恶劣影

响者本项计 0分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 工作习惯;
不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工作台面

（现场）清洁卫生

14.试题编号：J-1-14 ，园艺植物生产环境

（1）任务描述
配制水培营养液。要求用下列配方配制无土栽培营养液母液 1升。其配方为：四水硝酸

钙 0.90g/L、硝酸钾 0.60g/L、磷酸二氢铵 0.1g/L、七水硫酸镁 0.50g/L、硼酸 0.003g/L、七水

硫酸亚铁 0.005g/L。要求计算正确、称量精准、配制溶液浓度准确。做好考核准备工作，具

备良好素质;具有严谨工作态度，操作熟练，不损坏器具，工作台面清洁卫生。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天平 感量 0.01g 1台 1 1人使用

2 器皿

烧杯
100ml、200ml 1个 各 1

1人使用
50ml 1个 6

容量瓶 1000ml 1个 1 1人使用

贮液瓶 1000ml棕色 1个 1 1人使用

玻璃棒 1根 1 1人使用

标签 若干 1人使用

记录笔 1支 1人用 1人使用

3 耗材
大量元素化合物

四水硝酸钙、硝酸钾、

磷酸二氢铵、七水硫酸镁
1g 各 500 1人使用

微量元素化合物 硼酸、七水硫酸亚铁 1g 各 100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

过程

与

结果

计算 20分根据各化合物浓度依次计算其用量。 计算不正确扣 10-20分

称量 25分
取 50ml烧杯 6只(A、B、C、D、E、F),按药

品名称依次贴好标签;再按给定的浓度,依次

称取各化合物倒入杯中

称量不正确扣 10-15 分，

药品混淆扣 5-10分

配制 25分
对 6只烧杯各加少量水，搅拌，促其充分溶

解；将溶解后的各药品依次倒入 1升的容量

瓶中，摇匀，加水定容到 1升

未充分搅拌使其充分溶

解扣 5-10分，定容方法不

正确扣 10-15分

标签 10分将配好的水培营养液贴好标签，待用
标签不规范或未贴标签

扣 5-10分
职业素养 10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文明参考;每项酌情扣 0.5-1 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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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操作规范 做好考核准备工作 现明显失误、造成恶劣影

响者本项计零分

10分
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不
损坏器具,器具安放井然有序 ,工作台面(现
场)清洁卫生

模块二 园艺植物种苗繁育

1.试题编号：J-2-1 ，常规种苗生产

（1）任务描述
某苗圃基地有优良的葡萄母本树，计划采用嫩枝扦插方法繁殖葡萄。请根据给定的条件，

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60株葡萄苗的扦插任务；要求扦插基质选配正确，插穗选择处理

恰当，生根粉浓度及使用方法正确，扦插深度合适，浇水与遮阴方法正确；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葡萄树 2年生及以上 1株 多人共用

2 枝剪、裁纸刀 各1把 1人使用

3
园土、河沙、珍

珠岩、草炭土、

锯木屑等

各1袋 多人使用

4 生根粉 1包 1人使用

5 乙醇 无水乙醇 1瓶 1人使用

6 电子天平 至少精确到0.1g 1个 多人使用

7 称量纸 1包 多人使用

8 洒水壶、量筒、

桶子
各1个 1人使用

9 遮阳网 2mX1m 块 1人使用

10 毛巾 1条 1人使用

11 笔 中性笔 1支 1人使用

12 纸 A4纸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插穗选择 10分
插穗应选择无病虫害、

半木质化、芽眼饱满的

枝条

选择不正确扣3-10分

插穗处理 30分

插穗处理方法正确，剪

除顶部嫩叶，留节量2-3
节，长度适中，剪口平

滑

不达标项每项酌情扣

3-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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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粉使用 10分 按说明书正确使用 不正确项扣3-10分

苗床整理 20分 苗床平整，基质选配合

理

苗床不平整扣3-10分，

基质选配不合理扣3-10
分

浇水及遮阴

处理
10分 扦插后浇水，水量充足，

并遮阴处理

浇水不透扣1-5分，未遮

阴处理扣1-5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2.试题编号：J-2-2 ，常规种苗生产

（1）任务描述
某苗圃基地有优良的黄桃母本树，计划采用切接法繁殖黄桃。请根据给定的条件，在规

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30株黄桃苗的嫁接任务；要求接穗选择恰当，砧木选择合理，嫁接操

作正确；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

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黄桃树
3年生及以上，冠幅1m以

上
1株 多人共用

2 毛桃树 1年生及以上 30株 1人使用

3 枝剪 1把 1人使用

4 嫁接刀-枝接刀 1把 1人使用

5 嫁接膜 宽度1cm 1卷 1人使用

6 毛巾 1条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接穗选择及

处理
15分

接穗应选择无病虫害、

芽眼饱满、树冠外围中

上部枝条；处理正确

选择不正确扣3-10分，

处理不正确扣1-5分

砧木处理 15分 砧木大小合适，处理正

确

选择不正确扣1-7分，处

理不正确扣1-8分

嫁接操作 50分

砧木削面平整光滑，长

度合适；砧木与接穗削

面干净；砧木削面与接

穗削面对齐；包扎松紧

不达标项每项酌情扣

2-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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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3.试题编号：J-2-3 ，常规种苗生产

（1）任务描述
某苗圃基地有优良的黄桃母本树，计划采用嵌合芽接方法繁殖黄桃。请根据给定的条件，

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30株黄桃苗的嫁接任务；要求接穗选择恰当，砧木选择合理，嫁

接操作正确；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

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黄桃树
3年生及以上，冠幅1m以

上
1株 多人共用

2 毛桃树 1年生及以上 30株 1人使用

3 枝剪 1把 1人使用

4 嫁接刀-芽接刀 1把 1人使用

5 嫁接膜 宽度1cm 1卷 1人使用

6 毛巾 1条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接穗选择及

处理
15分

接穗应选择无病虫害、

芽眼饱满、树冠外围中

上部枝条；处理正确

选择不正确扣3-10分，

处理不正确扣1-5分

砧木处理 15分 砧木大小合适，处理正

确

选择不正确扣1-7分，处

理不正确扣1-8分

嫁接操作 50分

砧木削面平整光滑，长

度合适；砧木与接穗削

面干净；砧木削面与接

穗削面对齐；包扎松紧

适度

不达标项每项酌情扣

2-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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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4.试题编号：J-2-4 ，常规种苗生产

（1）任务描述
现有辣椒某品种种子一包，要求对其进行种子消毒和温汤浸种处理。任务完成后填写报

告单，在报告单中简述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辣椒某品种种子 国标 15000粒 多人共用

高锰酸钾 5％ 1瓶 多人共用

2 用具

沙布 1个 1人使用

开水壶 1个 1人使用

量杯、容器若干 多个 多人使用

温度计 1个 1人使用

记录板 1块 1人使用

3 耗材
笔 中性笔 1支 1人使用

纸 A4 2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5分 高锰酸钾消毒液配制
配制方法、步骤正确，浓度正确，不

正确酌情扣1-25分。

25分 温汤浸种处理

温汤浸种处理方法、步骤正确，温度、

水量、时间正确，不正确酌情扣1-25

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5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扣1-15分。

报告

单
15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描述不清，重点不突出，

酌情扣1-15分。

职 业 素 养

与 操 作 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造成仪器、种子损坏，

酌情扣1-10分。

10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理、材料与工具未归位，酌

情扣1-10分。

5.试题编号：J-2-5 ，常规种苗生产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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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瓜某品种种子一包，常见育苗基质数种，磷肥一袋，不同规格的穴盘多个。请根据

西瓜特性选用适合的穴盘，合理配制育苗基质，完成 10个穴盘的西瓜育苗任务。穴盘育苗

完毕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中简述西瓜穴盘育苗要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手铲 1个 1人使用

铁锹 1个 1人使用

喷雾器 1000ML 1个 1人使用

洒水壶 3～10L 1个 1人使用

2

器皿

穴盘 50穴 50个 多人共用

穴盘 72穴 50个 多人共用

穴盘 128穴 50个 多人共用

3 耗材

西瓜种子 国产 50000粒 多人共用

磷肥 国产 500KG 多人共用

泥炭土 国产 500KG 多人共用

珍珠岩 国产 300KG 多人共用

蛭石 国产 300KG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5分 穴盘选择 容器选择不当，酌情扣1-5分。

25分 基质配制

基质配比不恰当，酌情扣1-15分。

基质配制操作方法不正确；基质含水

量不适当。每项酌情扣1-10分。

15分 播种 播种方法不正确，酌情扣1-15分。

15分 播后处理
播后覆土厚度不当；浇水未浇透。每

项酌情扣1-7.5分。

完成

效果

工作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酌情扣1-10

分。

报告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西瓜穴盘育苗要点描述

不清，酌情扣1-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蔬菜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播种，造成种子与基质

浪费，酌情扣1-10分。

10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扫、工具未归位，酌情扣

1-10分。

6.试题编号：J-2-6 ，常规种苗生产

（1）任务描述
有辣椒某品种种子一包，常见育苗质数种，磷肥一袋，不同规格的漂浮育苗盘多个。请

根据辣椒特性选用适合的漂浮育苗盘，合理配制育苗基质，制作简易漂浮育苗池，完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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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漂浮育苗盘的辣椒育苗任务。漂浮育苗完毕后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中简述辣椒漂浮育

苗要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手铲 1个 1人使用

铁锹 1个 1人使用

喷雾器 1000ML 1个 1人使用

洒水壶 3～10L 1个 1人使用

2 器皿

漂浮育苗盘 100穴 50个 多人共用

漂浮育苗盘 200穴 50个 多人共用

漂浮育苗盘 300穴 50个 多人共用

3 耗材

辣椒种子 国产 50000粒 多人共用

磷肥 国产 200KG 多人共用

泥炭土 国产 500KG 多人共用

珍珠岩 国产 300KG 多人共用

蛭石 国产 300KG 多人共用

农膜 国产 100KG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10 漂浮育苗池制作
制作规范，长、宽、深度合理。不规

范酌情扣1-10分。

5分 穴盘选择 容器选择不当，酌情扣1-5分。

15分 基质配制

基质配比不恰当，酌情扣1-7分。

基质配制操作方法不正确；基质含水

量不适当。每项酌情扣1-4分。

15分 播种 播种方法不正确，酌情扣1-15分。

15分 播后处理
播后覆土厚度不当；放置方法不当。

每项酌情扣1-7.5分。

完成

效果

工作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有成，酌情扣1-10

分。

报告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

字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辣椒漂浮育苗要点描述

不清，酌情扣1-10分。

职业素养与操

作规范

10分

遵守蔬菜生产基地

的安全操作规程和

管理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播种，造成种子与基质

及其它生产资料浪费，酌情扣1-10

分。

10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

好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扫、工具未归位，酌情扣

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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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J-2-7 ，植物组织培养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请利用提供的母液和材料，以MS+ 0.01 mg/LNAA+ 3%蔗糖+ 0.7%琼脂，

pH为 5.8，先进行各成分计算并填写结果，然后根据计算结果进行称量或移取各成分配制培

养基 500ml，并均匀分装到 12个培养瓶，不进行灭菌。

要求：计算正确、称量规范、移取准确、定容与 PH调节准确，遵守企业的操作规范，

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任务完成后做好器具的整理、现场清扫、工具归位等工作。

提交相关材料：配制好的 12瓶培养基。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电子天平

电磁炉

感量：0.01g 1 台

1 个

2人使用

2 试剂

蔗糖

琼脂

母液

0.01mol/LNAA

0.1mol/LNaOH

0.1mol/L HCl

500g

500g

100mL

100mL

100mL

1 瓶

1 瓶

6 瓶

1 瓶

1 瓶

1 瓶

全组共用

3 器具

搪瓷杯

玻璃棒

烧杯

培养瓶

洗瓶

量筒

移液管

移液管

卷纸

标签纸

pH 试纸

水芯笔

草稿纸

抹布

1000mL

500mL

500mL

50mL

5mL

10mL

5.0－7.0

1 个

1 根

2 个

12 个

1 个

1 个

1 根

5 根

1 包

1 张

1 包

1 支

1 张

1 块

1人使用

4 耗材
称量纸

蒸馏水

1 包

若干
全组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分值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20 分

5 工作服穿着规范、双手洁净
没按要求穿衣，酌情扣 1-3 分，双

手不洁净扣 1-2 分

5 遵守实验室管理要求
不遵守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扣1-5

分，出现安全事故计 0分

5 爱护仪器、不浪费试剂
不爱护仪器扣 1-3 分，浪费试剂扣

1-2 分

5
操作完毕后按要求将试剂、

仪器等清理复位
没进行清理和复位扣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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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过程

与结

果

80 分

计算 18 准确计算各种试剂所用量 错一个扣 2 分

配制

5 天平开机预热，调水平 天平准备工作不充分扣 1-5 分

5 天平使用操作规范熟练
操作不规范扣 1-3 分，操作不熟练

扣 2分

10 琼脂粉完全溶解 没有完全溶解扣 5-10 分

10 母液移取准确 移取不准确一次扣 2 分

5 定容准确 定容不准确扣 5 分

5 pH 值测定操作规范准确，
操作不规范扣 2 分，调节不准确扣

3 分

分装

5 分装均匀 分装不均匀扣 1-5 分

5 玻璃培养瓶壁表面洁净 培养瓶壁表面不洁净扣 1-5 分

4 标签书写规范 标签书写不规范或没贴扣 1-4 分

8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每超 1 分钟扣 1 分，扣完为止

8.试题编号：J-2-8 ，植物组织培养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在 60分钟内，按无菌操作规范要求完成 6瓶试管苗的继代转接，每瓶

至少转接 15 株苗（含 15株），茎段长 1-2cm，带 1-2 叶片，扦插到培养基中，均匀分布，

无交叉污染等动作。

要求：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做好消毒工作，接种操作过程规范且动作较熟练，遵守

企业的操作规范，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任务完成后做好器具的整理、现场清扫、

工具归位等工作。

提交相关材料：按要求接好材料的 8瓶培养基。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双人单面工作台

器械消毒器

双人 1 台

2 个

2人使用

2 试剂
75%酒精

95%酒精

2L

2L
1 瓶

1 瓶
全组共用

3

器具

剪刀

镊子

酒精灯

无菌纸

酒精棉

一次性口罩

记号笔

器械架

酒精喷壶

2 把

2 把

1 个

1 包

1 瓶

1 个

1 支

1 个

1 个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分值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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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20 分

5 工作服穿着规范、双手洁净
没按要求穿衣，酌情扣 1-3 分，双

手不洁净扣 1-2 分

5 遵守实验室管理要求
不遵守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扣

1-5 分，出现安全事故计 0分

5 爱护仪器、不浪费试剂
不爱护仪器扣 1-3 分，浪费试剂扣

1-2 分

5
操作完毕后按要求将试剂、仪

器等清理复位
没进行清理和复位扣 1-5 分

操作

过程

与结

果

80 分

无菌

操作

准备

3 关闭紫外灯，打开照明开关， 没关紫外灯，直接操作扣 3 分

10
台面按要求消毒，器械消毒完

全

台面没有按要求消毒扣 3分，器械

消毒不完全扣 1-7 分

2 双手消毒 双手没有消毒扣 2 分

5 检查母瓶苗和培养基

母瓶苗没有检查扣 3分，培养基接

种操作前没有检查，将带菌培养基

开瓶接种扣 2 分

接种

5 继代苗接种方式正确 继代苗接种方式不正确扣 1-5 分

25 接种操作规范

接种操作期间没带口罩扣 3 分；器

械消毒没有冷却直接接苗扣 1-5

分；接种过程中镊子接触到培养基

且不再次消毒使用扣 1-5 分；培养

基直接打开放置台面上扣 1-5 分；

手臂或瓶苗移出台面，没有进行相

关消毒处理一次扣 1-5 分；接种

时，头伸入接种台内的扣 2 分

10 接种操作熟练 接种操作不熟练扣 1-10 分

10 标签书写正确 标签没按要求书写扣 1-10 分

10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每超 1 分钟扣 1 分，扣完为止

（二） 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一、园艺植物栽培管理

1.试题编号：H-1-1 ，果树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葡萄园葡萄即将转色，请给葡萄进行套袋处理。请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60串葡

萄的套袋任务；要求材料、工具准备得当，套袋流程正确，操作手法娴熟。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葡萄树
2年生及以上，每株结果数在

10串及以上
6株 1人使用

2 果袋
白色纸浆袋，规格至少

28cm*36cm 60个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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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枝剪 1把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3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果穗选择 10分 果穗应无病虫害、果粒

大小整齐。
选择不正确扣3-10分

果袋选择 20分
果袋为新果袋或消毒后

的旧果袋，大小合适，

无破损。

选择不正确酌情扣3-10
分

套袋流程 20分 先上后下，先内后外。 流程不正确项扣3-10分

套袋操作 30分
不损伤果穗；果袋透气

孔打开；一袋一穗；扎

丝捆绑正确。

损伤果穗扣3-10分；

透气孔没有打开扣5分；

一袋套一个以上果穗扣

5分；

扎丝没有绑在果柄上面

扣3-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2.试题编号：H-1-2 ，果树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葡萄园夏黑无核葡萄正在开花，请按照规定要求对其进行保花保果处理。在花开 80%

左右，采用 GA3 25ppm+CPPU 1.5 ppm +嘧霉胺 1000倍浸花序。请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

成 60串葡萄的保花保果任务，要求药剂配制准确，果穗选择合理，浸花操作规范。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葡萄树
2年生及以上，每株结果数在

10串及以上
6株 1人使用

2 奇宝 有效含量：20%赤霉素，1g 1包 1人使用

3 吡效隆 有效含量：0.1%，10ml 1盒 1人使用

4 嘧霉胺 1000ml 1瓶 1人使用

5 水桶 1个 1人使用

6 量筒 规格：100ml、1000ml 各1个 1人使用

7 剪刀 1把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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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浸果工具 1.5L空可乐瓶或矿泉水瓶 1个 1人使用

9 自来水 10L 1份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3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药剂配制 30分 浓度配制正确、药液均

匀

有一个药剂浓度配制不

正确扣30分

果穗选择 20分 花开80%以上（80%以上

的小花序已经开花）

选择不正确酌情扣3-10
分

浸花操作 30分 花序全部被浸没；花序

无损伤；时间1-2s

花序没有全部浸没扣

5-10分；

花序受损扣5-10分；

进化时间超过5s扣5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3.试题编号：H-1-3 ，果树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葡萄园准备进行冬季修剪，请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10株葡萄树的冬季修剪任务，

并写出具体的修剪过程。要求修剪方法使用正确，修剪结果合理准确，书写规范。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葡萄树
3年生及以上，未进行冬季修

剪
10株 1人使用

2 枝剪 适合冬季修剪 1把 1人使用

3 中性笔 黑色 1只 1人使用

4 纸 A4纸 1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3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修剪方法

选择
20分 因树而异；疏剪、短剪

相结合

方法选择不正确酌情扣

3-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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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完

成效果
修剪流程 20分 一剪二看三回头 流程错误酌情扣3-10分

修剪操作 40分

留枝合理；结果母枝与

预备枝选留正确；枝条

修剪长度合适；枝条空

间分布均匀

预备枝选留不正确扣

3-5分；

枝条剪留长度不正确扣

5-10分；

枝条分布不均匀扣3-5
分；

选留枝条数不合理扣

3-5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4.试题编号：H-1-4 ，果树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柑橘园准备施基肥，请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写出具体的施肥方案，并完成 2株柑橘树

的施基肥任务。要求施肥方案合理，施肥量正确，施肥过程规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

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柑橘树 3年生及以上，树冠1m以上 2株 1人使用

2 有机肥 50kg，25kg/袋 2袋 1人使用

3 复合肥 平衡型复合肥，25kg/袋 1袋 1人使用

4 尿素 25kg/袋 1袋 1人使用

5 锄头 1把 1人使用

6 卷尺 3m 1把 1人使用

7 天平 最大量程>5kg 1台 1人使用

8 不锈钢碗 1个 1人使用

9 水壶 1个 1人使用

10 中性笔 黑色 1只 1人使用

11 纸 A4纸 1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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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施肥方案 20分

方案合理。参考方案：

每株施用有机肥5kg，复

合肥2kg，尿素1kg，施

肥后浇透水

方案选择不正确酌情扣

3-5分

挖施肥沟 20分
规格符合要求。采用沟

施，施肥沟距植株50cm，

宽30cm，深40cm，

规格不符要求酌情扣

2-5分

肥料选择

与称量
10分 选择正确，称量准确

不正确或不准确酌情扣

2-5分

施肥操作 30分
肥料搅拌均匀；肥料与

土混合均匀；施肥后浇

透水

肥料搅拌不均匀扣3-5
分；

土肥混合不均匀扣3-5
分；

施肥后没有浇透水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5.试题编号：H-1-5 ，果树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桃园准备施基肥，请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写出具体的施肥方案，并完成 2株桃树的施

基肥任务。要求施肥方案合理，施肥量正确，施肥过程规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

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黄桃树 3年生及以上，树冠1m以上 2株 1人使用

2 有机肥 50kg，25kg/袋 2袋 1人使用

3 复合肥 平衡型复合肥，25kg/袋 1袋 1人使用

4 尿素 25kg/袋 1袋 1人使用

5 锄头 1把 1人使用

6 卷尺 3m 1把 1人使用

7 天平 最大量程>5kg 1台 1人使用

8 不锈钢碗 1个 1人使用

9 水壶 1个 1人使用

10 中性笔 黑色 1只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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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纸 A4纸 1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施肥方案 20分

方案合理。参考方案：

每株施用有机肥5kg，复

合肥2kg，尿素1kg，施

肥后浇透水

方案选择不正确酌情扣

3-5分

挖施肥沟 20分
规格符合要求。采用沟

施，施肥沟距植株50cm，

宽30cm，深40cm，

规格不符要求酌情扣

2-5分

肥料选择

与称量
10分 选择正确，称量准确

不正确或不准确酌情扣

2-5分

施肥操作 30分
肥料搅拌均匀；肥料与

土混合均匀；施肥后浇

透水

肥料搅拌不均匀扣3-5
分；

土肥混合不均匀扣3-5
分；

施肥后没有浇透水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6.试题编号：H-1-6 ，果树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桃园准备施催芽肥，请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写出具体的施肥方案，并完成 5株桃树的

施肥任务。要求施肥方案合理，施肥量正确，施肥过程规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

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桃树 3年生及以上，树冠1m以上 5株 1人使用

4 尿素 25kg/袋 1袋 1人使用

5 锄头 1把 1人使用

7 天平 最大量程>5kg 1台 1人使用

8 不锈钢碗 1个 1人使用

9 水壶 1个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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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性笔 黑色 1只 1人使用

11 纸 A4纸 1张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施肥方案 20分 方案合理。参考方案：

每株施用尿素0.5kg
方案选择不正确酌情扣

3-5分

施肥方法 20分 撒施或沟施（施肥沟宽

20-30cm，深20-30cm）
方法不正确扣2-5分

肥料选择

与称量
10分 选择正确，称量准确

不正确或不准确酌情扣

2-5分

施肥操作 30分 施肥均匀；土肥混合均

匀；施肥后浇透水

肥料搅拌不均匀扣3-5
分；

土肥混合不均匀扣3-5
分；

施肥后没有浇透水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7.试题编号：H-1-7 ，蔬菜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现有 20种当地常见的蔬菜作物，请准确识别，在记录板上记录蔬菜作物的中文名称，

按植物学、食用器官、农业生物学 3种分类法进行分类的所属类型名称，对温、光、水、土

壤等生态因子的要求进行描述，完成识别任务和描述。识别完毕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中

简述其中一种蔬菜作物的主要生产要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辣椒、黄瓜、西瓜、莴苣、广

心菜、萝卜、胡萝卜、大白菜、

花椰菜、小白菜、大蒜、香葱、

马铃薯、生姜、茼蒿、菠菜、

苋菜、木耳菜、黄花菜、平菇

正常植

株或产

品器官

每种作物一

株/一丛/一

把/一个

多人共用

2 用具
放大镜 5-10 倍 1 个 1 人使用

记录板 A4 1 块 1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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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耗材
笔 中性笔 1 支 1 人使用

纸 A4 2 张 1 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 分 识别 中文名称错误，每错一种扣 1 分。

20 分 分类
所属类型名称错误，每错一种，酌情

扣 0.5-1 分。

20 分 生态习性描述

所给蔬菜作物对温、光、水、土壤的

要求填写错误，每错一种，酌情扣

0.5-1 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 分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成，酌情扣 1-10

分。

报告

单
10 分

报告填写完整，文字表

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一种蔬菜作物的生产要

点描述不清，酌情扣 1-10 分。

职 业 素 养

与 操 作 规

范

10 分

遵守蔬菜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识别，造成蔬菜作物标

本损坏，酌情扣 1-10 分。

10 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理、材料与工具未归位，酌

情扣 1-10 分。

8.试题编号：H-1-8 ，蔬菜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现有 20 种当地常见的蔬菜作物种子，请准确识别，在记录板上记录蔬菜作物（种子）

的中文名称，科别，并按植物学、食用器官、农业生物学 3 种分类法进行分类的所属类型名

称，绘制种子形状图，说明其形态特点，完成识别任务、绘图和描述。填写报告单。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茄子、番茄、南瓜、苦瓜、西

瓜、冬瓜、莴苣、萝卜、胡萝

卜、大白菜、花椰菜、芹菜、

四季豆、香葱、豇豆、茼蒿、

菠菜、苋菜、木耳菜、南瓜种

子

正常种

子

每种作物种

子一瓶
多人共用

2 用具
放大镜 5-10 倍 1 个 1 人使用

记录板 A4 1 块 1 人使用

3 耗材
笔 中性笔 1 支 1 人使用

铅笔 2B 1 支 1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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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皮擦 1 支 1 人使用

纸 A4 2 张 1 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 分 识别正确
中文名称错误、科别错误，每错一种

扣 0.5 分。

20 分 分类准确
所属类型名称错误，每错一种，酌情

扣 0.5-1 分。

20 分 绘图准确
图形绘制不准确，每错一种，酌情扣

0.5-1 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 分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酌情扣 1-10

分。

报告

单
10 分

报告填写完整，文字表

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每种蔬菜作物酌情扣

0.1-0.5 分。

职 业 素 养

与 操 作 规

范

10 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识别，造成蔬菜作物标

本损坏，酌情扣 1-10 分。

10 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理、材料与工具未归位，酌

情扣 1-10 分 。

9.试题编号：H-1-9 ，蔬菜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现有露地栽培的辣椒植株若干株，请选用正确的植株调整方法，完成 50 株辣椒的植株

调整任务。辣椒植株调整完毕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中简述辣椒植株调整要点及辣椒植株

的分枝特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枝剪 小型 1把 1人使用

普通剪刀 小型 1把 1人使用

小锄头 小型 1把 1人使用

2 耗材

尼龙绳（尼龙

皮子）
5卷 多人共用

木棍/小竹竿
高约40-50cm，

直径1-2cm
500根 多人共用

辣椒植株
已分支，对椒已

坐住
500株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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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步骤

20分 需调整植株的选取
植株选取不正确，每错一株，扣1分,

扣完20分为止。

40分 植株调整

整枝方式选择不当，每错一株，扣1分。

扣完10分为止。

第一分支下的腋芽未抹除，每错一株，

扣1分。扣完10分为止。

病、老、黄叶未剪除，枝条密度过大，

每错一株，扣1分。扣完10分为止。

植株未固定，绑缚方法错误，每错一株，

扣1分。扣完10分为止。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扣1-10分。

报告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

字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辣椒植株调整要点描述不

清，酌情扣1～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蔬菜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整枝，造成植株连根拔起

或折断，酌情扣1～10分。

10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抹除或剪除的枝叶未集中清理、工具未

归位，酌情扣1～10分。

10.试题编号：H-1-10 ，蔬菜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现有大棚早熟爬地栽培的西瓜植株若干株，请根据西瓜特性与栽培特点，选用正确的植

株调整方式，完成 50 株西瓜的植株调整任务。西瓜植株调整完毕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

中简述西瓜植株调整要点和西瓜开花特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剪刀 1把 1人使用

2 耗材 西瓜植株
主蔓长60-150cm，侧

蔓长25cm左右
300株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需植株调整的选取
植株选取不正确，每错一株，扣1分。

扣完20分为止。

40分 植株调整

植株调整方法选择不当，多余侧蔓未剪

除，每错一株，扣2分。扣完20分为止。

余下各蔓分布不合理，蔓间距不正确，

每错一株，扣2分。扣完20分为止。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扣1-10分。

报告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

字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西瓜植株调整要点和西瓜

开花特点描述不清，酌情扣1-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蔬菜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进行植株调整，造成植株

连根拔起或折断，酌情扣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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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剪除的藤蔓未集中清理、工具未归位，

酌情扣1-10分。

11.试题编号：H-1-11 ，蔬菜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现有番茄植株若干株，请选用正确的整枝方法，完成 50 株番茄的整枝任务。番茄整枝

完毕后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中简述番茄整枝要点及番茄分枝特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剪刀 1把 1人使用

2 耗材 番茄植株 株高0.3-0.6米 500株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需整枝植株的选取
植株选取不正确，每错一株，扣2分。扣

完20分为止。

40分 整枝

整枝方法选择不当，每错一株，扣2分。

扣完20分为止。

留干不正确，每错一株，扣1分。扣完10

分为止。

侧枝处理不正确，每错一株，扣1分。扣

完10分为止。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扣1-10分。

报告

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

字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番茄整枝要点及番茄分枝

特点描述不清，酌情扣1-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蔬菜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整枝，造成植株连根拔起

或折断或受伤，酌情扣1-10分。

10分
具有蔬菜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剪除的枝条未集中清理、工具未归位，

酌情扣1-10分。

12.试题编号：H-1-12 ，蔬菜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蔬菜育苗基地有优良的砧木瓠子瓜，黄瓜芽苗，计划采用顶插接法进行嫁接。请根据

给定的条件，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50 株黄瓜苗的嫁接任务；要求接穗选择恰当，砧木

选择合理，嫁接操作正确；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

使用工具归还到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瓠子瓜幼苗 1叶1心-3叶1心 500株 多人共用

2 黄瓜幼苗 芽苗-1叶1心 500株 多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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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嫁接夹 500个 多人共用

4 棉线 多卷 多人共用

4 嫁接刀 单面或双面 1把 1人使用

5 竹笺 黄瓜幼苗茎大小 1把 1人使用

6 毛巾 1条 1人使用

7 酒精 50％ 1瓶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接穗选择及

处理
15分

接穗应选择无病虫害、

苗龄适当、大小适当；

处理正确。

选择不正确扣1-10分，

处理不正确扣1-5分。

砧木处理 15分

砧木大小合适、苗龄适

当，生长点去除彻底，

处理正确。

选择不正确扣1-7分，处

理不正确扣1-8分。

嫁接操作 50分

接穗削面平整光滑，长

度合适；砧木插口深度

合适，方向正确，砧木

插口与接穗削面干净；

包扎松紧适度。

不达标项每项酌情扣

2-15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1-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1-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1-3分。

13.试题编号：H-1-13 ，花卉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园艺公司新建了一个苗圃场，拟引进一批新的花卉植物，并对这批植物进行科普学上

的记录，以便备案。请以一个记录员的身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此份植物科普记录。要求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操作规范，操作过程熟练，考试后进行现场清

扫、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仙客来、吊兰、花叶芋、报春花、金

鱼草、长寿花、石竹、矮牵牛、三色

瑾、凤仙花、金盏菊、万寿菊、羽衣

甘蓝、一串红、彩叶草、虎尾兰、圣

盆栽 每 种 植

物一盆

多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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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中文名称 20分 能正确识别仙客来等 20种花卉植物 每错一种扣 1分。

分类类型 30分
能正确写出所给花卉植物按植物学、生态

习性、栽培方式 3种分类法进行分类的所

属类型名称

每错一个扣 0.5分

生态习性

10分 能写出所给花卉植物对温、光的要求 每错一种扣 0.5分。

10分 能写出所给花卉植物对水分的要求 每错一种扣 0.5分。

10分 能写出所给花卉植物对土壤的要求 每错一种扣 0.5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
分，心理素质不过

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

章制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

的，扣3分。

14.试题编号：H-1-14 ，花卉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根据万寿菊种子特性正确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合适的播种方法进行播种育苗。要求根据种

子大小选择适合的容器；根据种子性质选择基质并进行基质配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5个穴

盘的种子播种操作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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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范，操作过程熟练，具有妥善保存种子等材料的工作意识，考试后进行

现场清扫、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手铲 1个 1人使用

铁锹 1个 1人使用

喷雾器 1000ML 1个 1人使用

洒水壶 3～10L 1个 1人使用

2 器皿

穴盘 72穴 10个 多人共用

穴盘 128穴 10个 多人共用

穴盘 200穴 10个 多人共用

3 耗材 万寿菊种子 国产 2000粒 多人共用

诞花、君子兰、玉簪、绿萝

2
耗材

记录板 A4大小 1块 1人使用

笔 中性笔 1支 1人使用

纸 A4 5张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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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肥 国产 100KG 多人共用

泥炭土 国产 100KG 多人共用

珍珠岩 国产 50KG 多人共用

蛭石 国产 50KG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5分 穴盘选择 容器选择不当，酌情扣2-5分

25分 基质配制

基质配比不恰当，酌情扣5-15分

基质配制操作方法不正确；基质含水

量不适当。每项酌情扣3-5分

15分 播种 播种方法不正确，酌情扣5-15分

15分 播后处理
播后覆土厚度不当；浇水未浇透。每

项酌情扣3-5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成，扣10分

报告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万寿菊穴盘育苗要点描

述不清，酌情扣5-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花卉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播种，造成种子与基质

浪费，酌情扣5-10分

10分
具有花卉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扫、工具未归位，酌情扣

5-10分。

15.试题编号：H-1-15 ，花卉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根据一串红种子特性正确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合适的播种方法进行播种育苗。要求根据种

子大小选择适合的容器；根据种子特性选择基质并进行基质配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5个穴

盘的种子播种操作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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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范，操作过程熟练，具有妥善保存种子等材料的工作意识，考试后进行

现场清扫、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仪器

手铲 1个 1人使用

铁锹 1个 1人使用

喷雾器 1000ML 1个 1人使用

洒水壶 3～10L 1个 1人使用

2 器皿
穴盘 72穴 10个 多人共用

穴盘 128穴 10个 多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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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盘 200穴 10个 多人共用

3 耗材

一串红种子 国产 2000粒 多人共用

磷肥 国产 100KG 多人共用

泥炭土 国产 100KG 多人共用

珍珠岩 国产 50KG 多人共用

蛭石 国产 50KG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5分 穴盘选择 容器选择不当，酌情扣2-5分

25分 基质配制

基质配比不恰当，酌情扣5-1

基质配制操作方法不正确；基质含水

量不适当。每项酌情扣3-5分。

15分 播种 播种方法不正确，酌情扣5-15分。

15分 播后处理
播后覆土厚度不当；浇水未浇透。每

项酌情扣3-5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成，扣10分

报告

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一串红穴盘育苗要点描

述不清，酌情扣5-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花卉生产基地的

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

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播种，造成种子与基质

浪费，酌情扣5-10分。

10分
具有花卉园艺师良好

的职业素养

场地未清扫、工具未归位，酌情扣

5-10分。

16.试题编号：H-1-16 ，花卉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公司有块苗圃地及优良的菊花母本，计划采用扦插方法繁育菊花。请根据给定的条件

完成扦插育苗任务。要求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50株菊花苗的扦插任务。要求扦插基质

选配准确，插穗选择处理恰当，生根粉处理正确，扦插深度合适，浇水与遮阴方法正确。要

求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枝剪 1把 1人使用

洒水壶 1个 1人使用

遮阳网 2米宽 1米长 1人使用

裁纸刀 1把 1人使用

2 耗材 菊花母本 5株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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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基质 1袋 多人共用

生根粉 1包 1人使用

乙醇 无水乙醇 1瓶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苗床整理 20分 苗床整理平整、基质选

配恰当

苗床整理不平整扣 5-10
分，基质选配不恰当扣

10分

插穗选择 20分 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取

插穗

插穗应选用无病虫害的

枝条，选取不正确扣

10-20分

插穗处理 20分 插穗处理方法正确及

时，扦插深度合适

插穗太长太短或扦插深

度太深太浅每项扣 3-10
分。

生根粉使用 10分 能按说明书正确使用生

根粉

生根粉按说明书处理，

不正确扣 2-6 分

浇水遮阴处

理
10分 浇水恰当，进行了遮阴

处理

浇水不透扣 3-5 分，未

进行遮阴处理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17.试题编号：H-1-17 ，花卉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公司有块苗圃地及优良的月季母本树，计划采用扦插方法繁育月季。请根据给定的条

件完成扦插育苗任务。要求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50株月季苗的扦插任务。要求扦插基

质选配正确，插穗选择处理恰当，生根粉处理正确，扦插深度合适，浇水与遮阴方法正确。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枝剪 1把 1人使用

洒水壶 1个 1人使用

遮阳网 2米宽 1米长 1人使用

裁纸刀 1把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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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耗材

月季母本 冠幅 1米 1株 多人共用

各种基质 1袋 多人共用

生根粉 1包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苗床整理 20分 苗床整理平整、基质选

配恰当

苗床整理不平整扣 5-10
分，基质选配不恰当扣

10分

插穗选择 20分 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取

插穗

插穗应采用无病虫害、

半木质化枝条，树冠外

围的枝条较好，选取不

正确扣 5～10分

插穗处理 20分
插穗处理方法正确及

时，扦插深度合适

插穗太长太短或扦插深

度太深太浅每项扣 3-10
分

生根粉使用
10分 能按说明书正确使用生

根粉

生根粉按说明书处理，

不正确扣 2-6 分

浇水遮阴处

理
10分 浇水恰当，进行了遮阴

处理。

浇水不透扣 3-5 分，未

进行遮阴处理扣 5-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18.试题编号：H-1-18 ，花卉生产技术

（1）任务描述
某公司有块苗圃地及优良的玉簪母本，计划采用分株法进行繁育。请根据给定的条件完

成分株育苗任务。要求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 10株玉簪的分株任务。要求每株母本分出

2-3株，不宜过多，分开的根与枝的多少要适当，使整个植株保持平衡均匀，分开后加以修

剪，并除去烂根，有条件的可在切口涂以木炭粉后再行上盆定植。要求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枝剪 1把 1人使用

洒水壶 1个 1人使用

小刀 1把 1人使用

剪刀 1把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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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耗材

玉簪母本 10株 1人使用

各种基质 1袋 多人共用

木炭粉 1包 1人使用

碎瓦片 各种大小 20片 1人使用

塑料小花盆

上口径*底口径

* 高 =21cm ×

15cm×18cm
15个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植株选择 10分 应选择饱满健壮无病

虫害的母本植株
选取不正确扣 10-20分

植株分株 30分 每株只能分 2-3 株，不

宜过多

分开的根与枝的多少要相称得

当，使整个植株保持平衡，不正

确扣 10-20分
分株后根系

处理
20分 能正确修剪和处理原

有的老根和烂根

分株后根系处理，不正确扣 5-15
分

定植处理 20分 定植基质选择合适，

浇水处理得当。

定植不当扣 10 分，未进行浇水

处理扣 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

好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理素质不

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度的，扣

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

杂物等情况的，扣3分

模块二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

1.试题编号：H-2-1，常见药剂的使用

（1）任务描述
能熟练指出常用的植物源杀虫剂、动物源杀虫剂、微生物杀虫剂的使用方法，并正确写

出 5个农药的防治对象、防治适期、主要剂型和使用方法。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BT乳剂、阿维菌素、

印楝素、苦参碱、多

杀霉素

包或瓶
每种农药

10包（瓶）
1人1包（瓶）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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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防治对象 30分
常用的5种杀虫杀螨剂防

治的害虫类别
每错一项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防治适期 20分
能根据害虫类别确定防

治适期
每错一种扣4分，不完整扣1-3分

主要剂型及

防治方法
30分

能根据害虫类别确定剂

型及使用方法
每错一种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注意安全

不注意安全的记0分

随意损坏农药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现场清

扫、工具归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工具不归位的，每次扣2

分，最多扣4分

2.试题编号：H-2-2，常见药剂的使用

（1）任务描述
能熟练指出常用的有机磷类杀虫剂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使用方法，并正确写出 5

个农药品种的防治对象、防治适期、主要剂型和使用方法。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辛硫磷、丙硫磷、毒

死蜱、丁硫克百威、

灭多威

包或瓶
每种农药

10包（瓶）
1人1包（瓶）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防治对象 30分
常用的5种杀虫杀螨剂防

治的害虫类别
每错一项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防治适期 20分
能根据害虫类别确定防

治适期
每错一种扣4分，不完整扣1-3分

主要剂型及

防治方法
30分

能根据害虫类别确定剂

型及使用方法
每错一种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注意安全

不注意安全的记0分

随意损坏农药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现场清

扫、工具归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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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后工具不归位的，每次扣2

分，最多扣4分

3.试题编号：H-2-3，常见药剂的使用

（1）任务描述
能熟练指出常用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使用方法，并正确写出 5个农药品种的防治对

象、防治适期、主要剂型和使用方法。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溴氰菊酯、氰戊菊

酯、甲氰菊酯、三氟

氯氰菊酯、高效氯氰

菊酯

包或瓶
每种农药

10包（瓶）
1人1包（瓶）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防治对象 30分
常用的5种杀虫杀螨剂防

治的害虫类别
每错一项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防治适期 20分
能根据害虫类别确定防

治适期
每错一种扣4分，不完整扣1-3分

主要剂型及

防治方法
30分

能根据害虫类别确定剂

型及使用方法
每错一种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注意安全

不注意安全的记0分

随意损坏农药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现场清

扫、工具归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工具不归位的，每次扣2

分，最多扣4分

4.试题编号：H-2-4，常见药剂的使用

（1）任务描述
能熟练指出常用的非内吸性杀菌剂的使用方法，并正确写出 5个农药品种的防治对象、

防治适期、主要剂型和使用方法。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代森猛锌、百菌清、

波尔多液、碱式硫酸

铜、可杀得

包或瓶
每种农药

10包（瓶）
1人1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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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防治对象 30分
常用的5种非内吸杀菌剂

防治的病害类别
每错一项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防治适期 20分
能根据病害类别确定防

治适期
每错一种扣4分，不完整扣1-3分

主要剂型及

防治方法
30分

能根据病害类别确定剂

型及使用方法
每错一种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注意安全

不注意安全的记0分

随意损坏农药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现场清

扫、工具归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工具不归位的，每次扣2

分，最多扣4分

5.试题编号：H-2-5，常见药剂的使用

（1）任务描述
能熟练指出常用的内吸性杀菌剂的使用方法，并正确写出 5个农药品种的防治对象、防

治适期、主要剂型和使用方法。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氟硅唑、甲基托布津、

苯醚甲环唑、三唑酮、

乙膦铝

包或瓶
每种农药

10包（瓶）
1人1包（瓶）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防治对象 30分
常用的5种内吸杀菌剂防

治的病害类别
每错一项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防治适期 20分
能根据病害类别确定防

治适期
每错一种扣4分，不完整扣1-3分

主要剂型及

防治方法
30分

能根据病害类别确定剂

型及使用方法
每错一种扣6分，不完整扣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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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注意安全

不注意安全的记0分

随意损坏农药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现场清

扫、工具归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扣

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工具不归位的，每次扣2

分，最多扣4分

6.试题编号：H-2-6，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1）任务描述
熟练识别出柑桔常见的病虫标本 5种，能写出病害的主要症状和病症特点、害虫的主要

形态特征及为害状特点，并能分别写出 5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方案。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柑桔黄龙病、柑桔溃

疡病、柑桔炭疽病、

柑桔星天牛、柑桔潜

叶蛾玻盒标本（或浸

渍标本或过塑标本

或新鲜标本）

盒（或

瓶或张

或份）

每种标本

10盒或瓶

或张或份

1人1盒（或瓶

或张或份）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病虫标

本识别
10分

能正确识别5种病虫名

称
每错一种扣2分

虫害识别 10分

能正确写出2种害虫成

虫的主要形态特征、幼

虫的为害状特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病害识别 15分

能正确写出3种病害的

主要病状特点、主要病

征特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绿色防控

方案
45分

能根据病虫害类别确定

绿色防控方案

每错一种扣9分

回答不完整扣1-3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爱惜标本

不爱惜标本的记0分

随意损坏标本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标本的

整理、现场清扫、工具

归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标本不整理、工具不归

位的，每次扣2分，最多扣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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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H-2-7，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1）任务描述
熟练识别出梨树常见的病虫标本 5种，能写出病害的主要症状和病征特点、害虫的主要

形态特征及为害状特点，并能分别写出 5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方案。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梨轮纹病、梨锈病、

梨小食心虫、梨二叉

蚜、梨网蝽玻盒标本

（或浸渍标本或过塑

标本或新鲜标本）

盒（或瓶

或张或

份）

每种标本

10盒或瓶

或张或份

1人1盒

（或瓶或张或份）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病虫标

本识别
10分 能正确识别5种病虫名称 每错一种扣2分

虫害识别 15分

能正确写出2种害虫成虫

的主要形态特征、幼虫的

为害状特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病害识别 10分

能正确写出3种病害的主

要病状特点、主要病征特

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绿色防控方

案
45分

能根据病虫害类别确定

绿色防控方案

每错一种扣9分

回答不完整扣1-3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爱惜标本

不爱惜标本的记0分

随意损坏标本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标本的

整理、现场清扫、工具归

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扣

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标本不整理、工具不归位

的，每次扣2分，最多扣4分

8.试题编号：H-2-8，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1）任务描述
熟练识别出桃树常见的病虫标本 5种，能写出病害的主要症状和病征特点、害虫的主要

形态特征及为害状特点，并能分别写出 5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方案。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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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桃褐腐病、桃炭疽病、

桃细菌性穿孔病、桃蛀

螟、桃红颈天牛玻盒标

本（或浸渍标本或过塑

标本或新鲜标本）

盒（或瓶

或张或

份）

每种标本

10盒或瓶

或张或份

1人1盒

（或瓶或张或份）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病虫标

本识别
10分 能正确识别5种病虫名称 每错一种扣2分

虫害识别 10分

能正确写出2种害虫成虫

的主要形态特征、幼虫的

为害状特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病害识别 15分

能正确写出3种病害的主

要病状特点、主要病征特

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绿色防控

方案
45分

能根据病虫害类别确定绿

色防控方案

每错一种扣9分

回答不完整扣1-3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放，

爱惜标本

不爱惜标本的记0分

随意损坏标本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标本的整

理、现场清扫、工具归位

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标本不整理、工具不归

位的，每次扣2分，最多扣4分

9.试题编号：H-2-9，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1）任务描述
熟练识别出葡萄常见的病虫标本 5种，能写出病害的主要症状和病征特点、害虫的主要

形态特征及为害状特点，并能分别写出 5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方案。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葡萄霜霉病、葡萄炭疽

病、葡萄白腐病、葡萄透

翅蛾、葡萄十星叶甲玻盒

标本（或浸渍标本或过塑

标本或新鲜标本）

盒（或瓶

或张或

份）

每种标本

10盒或瓶

或张或份

1人1盒

（或瓶或张或份）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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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病虫标

本识别
10分 能正确识别5种病虫名称 每错一种扣2分

虫害识别 10分

能正确写出2种害虫成虫

的主要形态特征、幼虫的

为害状特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病害识别 15分

能正确写出3种病害的主

要病状特点、主要病征特

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绿色防控方

案
45分

能根据病虫害类别确定

绿色防控方案

每错一种扣9分

回答不完整扣1-3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爱惜标本

不爱惜标本的记0分

随意损坏标本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标本的

整理、现场清扫、工具归

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扣

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标本不整理、工具不归位

的，每次扣2分，最多扣4分。

10.试题编号：H-2-10，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1）任务描述
熟练识别出蔬菜常见的病虫标本 5种，能写出病害的主要症状和病征特点、害虫的主要

形态特征及为害状特点，并能分别写出 5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方案。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材料

瓜类枯萎病、瓜类霜

霉病、茄科青枯病、

小地老虎、斜纹夜蛾

玻盒标本（或浸渍标

本或过塑标本或新鲜

标本）

盒（或瓶

或张或

份）

每种标本

10盒或瓶

或张或份

1人1盒

（或瓶或张或份）

2 用具 记录板 块 10 1人1块

3 耗材
商务中性笔 支 10 1人1支

A4纸 张 20 1人2张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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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病虫标

本识别
10分 能正确识别5种病虫名称 每错一种扣2分

虫害识别 10分

能正确写出2种害虫成虫

的主要形态特征、幼虫的

为害状特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病害识别 15分

能正确写出3种病害的主

要病状特点、主要病征特

点

每错一种扣5分

回答不完整，每种扣1-1.5分

绿色防控方

案
45分

能根据病虫害类别确定

绿色防控方案

每错一种扣9分

回答不完整扣1-3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爱惜标本

不爱惜标本的记0分

随意损坏标本记0分

10分

任务完成后做好标本的

整理、现场清扫、工具归

位等工作

任务完成后不做现场清扫的，每次扣

2分，最多扣4分。

任务完成后标本不整理、工具不归位

的，每次扣2分，最多扣4分

（三） 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一、园艺产品采后处理

1.试题编号：Z-1-1 ，园艺产品分级

（1）任务描述
现有 20个同等级别（一等果）椪柑类果实，请根据椪柑类鲜果的横径大小情况，严格

按照《GB/T 12947-2008 鲜柑橘》标准，将指定的果实分为 3L、2L、L、M、S、2S六个等

级，大于 3L或小于 2S 均视为等外级果品，完成椪柑类鲜果分级任务。分级完毕填写报告

单，并在报告单中陈述不同等级椪柑类鲜果的主要特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耗材 椪柑类鲜果 1等果 20个 1人使用

2 工具 直尺 20cm 1把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60分 分级 果品分级不准确，每错一个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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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成，扣10分

报告

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不同等级椪柑类鲜果的

主要特点描述不清，酌情扣5～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分级，造成果品损坏，

酌情扣5～10分

10分
具有园艺师良好的职

业素养

场地未清理、材料与工具未归位，酌

情扣5～10分

2.试题编号：Z-1-2 ，园艺产品分级

（1）任务描述
现有进入盛果期的黄瓜植株 5株，请根据黄瓜果实的成熟度适时采收 5株植株上的所有

成熟果实，并根据果实成熟度、色泽、形状、弯曲程度、清洁度、有无损伤等情况，遵照《NY/T
1587-2008 黄瓜等级规格》，将采收的鲜食黄瓜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共三个等级，完成鲜

食黄瓜采收分级任务。采收分级完毕填写报告单，并在报告单中陈述不同等级鲜食黄瓜的主

要特点。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枝剪 1把 1人使用

2 耗材
纸箱 1个 1人使用

黄瓜植株 盛果期 60株 多人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15分 采收时期
采收成熟度判断不准确，该株酌情扣

1-3分

15分 采收方法 采收方法不恰当，该株酌情扣1-3分

30分 产品分级 产品分级不准确，该株酌情扣1-6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成，超时5分钟内

扣5分，超10分钟扣10分

报告

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不同等级鲜食黄瓜的主

要特点描述不清，酌情扣5～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采收、分级，造成植株

或果品损坏，酌情扣5～10分

10分
具有园艺师良好的职

业素养

场地未清理、材料与工具未归位，酌

情扣5～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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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Z-1-3 ，园艺产品分级

（1）任务描述
现有单头月季 20枝，请根据切花的花茎长度、花朵直径、色泽、整体感、叶片状况、

成熟度、病虫害、机械损伤等情况，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将指定的月

季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共四个等级，完成月季类切花分级任务。分级完毕填写报告

单，并在报告单中陈述不同等级月季类切花的主要特点级应用。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工具
卷尺 1米 1把 1人使用

电子秤 精确到0.1g 1台 1人使用

2 耗材 月季鲜切花 单头 50枝 全组共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60分 分级 切花分级不准确，每错一枝扣3分。

完

成

效

果

工作

效果
10分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在规定的时间没完成，扣10分。

报告

单
10分

报告单填写完整，文字

表达准确

内容不完整，不同等级月季类切花的

主要特点描述不清，酌情扣5-10分。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10分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和管理要求

不按操作规程分级，造成切花损坏，

酌情扣5-10分。

10分
具有园艺师良好的职

业素养

场地未清理、材料与工具未归位，酌

情扣5-10分。

4.试题编号：Z-1-4 ，园艺产品营销

（1）任务描述
某果业公司将根据湖南某地区市场状况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市场调研活动，请按照给定

的企业及产品市场背景资料，以湖南常德地区为目标市场，根据调研目的和要求对调研活动

进行策划，并撰写出格式正确、内容完整、思路清晰、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调研方案。

其具体内容包括调研目的、调研对象、调研内容、调研项目、调研方法、调研经费、调

研组织及人员、时间安排等几部分。调研方法采用问卷调研法进行调研，要求按照给定的企

业及产品市场调研方案背景资料，进行调研问卷的设计（问卷设计要求问卷包括问卷标题，

开头，正文，结尾四个部分，问句数量不少于 15个，其中开放式问卷 1-2 个），并撰写出格

式正确、内容完整、思路清晰、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调研报告。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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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
WindowsXP或Windows7或以上

系 统 ， 完 整 安 装 了 Microsoft
word

1台 1人使用

2 打印机 A4打印机，设置为网络共享 1台 多人共用

3
资料1 企业及产品背景资料 1份 1人使用

资料2 湖南某地区水果市场背景资料 1份 1人使用

4 报告单 A4纸 20张 1人使用

5 演算纸 稿纸 2张 1人使用

6 笔 中性笔 1支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10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1.选用方法得当。

2.工作安排合理。

3.操作软件熟练。

4.规定时间完成。

选用方法不当扣5分

工作安排不合理扣5分

软件操作生疏扣5。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扣5分

完成

效果

结果

处理
30分

1.调研的总体范围、具体

单位以及调研对象明确。

2.调研方法选用合理。

3.调研的人员安排、时间

安排及经费预算合理。

调研的总体范围、具体单位及调研

对象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扣10分
调研方法选用不合理扣6分

人员安排不合理，扣4分。时间安

排不合理，扣3分
经费安排不足，扣4分。经费安排

超过30%，扣3分

作品

（或

完成

效

果）

30分 1.撰写市场调研方案

2.完成调研问卷文本。

背景资料分析不当扣10分。

调研报告结构不完整，缺一项扣1
分，最多扣8分。

文字不简练、准确、流畅，扣4分。

调研问卷目的不明确、条理不清

晰、格式不规范，扣4分。

不能依据调研问卷与问题的类型，

编写提问的问题和答案，扣4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方案不违背职业道德与

营销伦理。

营销方案有背职业道德与营销论

理的扣10分。

10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度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扣3分。

使用电脑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

洁的、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

等情况的，扣3分。

（5）测试样题
背景资料一：深圳某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水果源头采购、采后保鲜、物流仓储、

品质分级、营销拓展、品牌运营、门店零售、信息科技、金融资本、科研教育于一体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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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企业，已在全国 70多个城市形成了超 3700家门店的经营规模，并设立了 20多个仓储

配送中心，与国内外 200多个水果基地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为全国 5000多万会员提供来自

全球的优质果品，成为消费者喜爱的知名连锁品牌。

公司的主旨是向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更好吃且性价比高的水果，致力于水果产业链和水果

专营连锁业态的发展，致力于水果知识和善文化的创造与传播。到 2030年，公司将会发展

成为在全球拥有百万亩以上合作基地和 30000家以上连锁门店、年销售额超千亿元人民币、

年利税超百亿元人民币的世界第一的果业公司！

公司十六年磨一剑，在致力成为世界第一果业公司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攻克一个又一个

行业难题，获得业内多方的肯定与认可，荣膺多项荣誉，包括：荣获 2017年中国连锁业成

就奖、2017年中国连锁业员工最喜爱公司，荣登《2017年中国连锁百强榜》第 70位，连锁

百强企业销售额增幅排名第 2名。

背景资料二：湖南常德市共辖 9个县级行政区，包括 2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6个县，

分别是武陵区、鼎城区、津市市、安乡县、汉寿县、桃源县、临澧县、石门县、澧县，常住

人口 582.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09.7万人，农村人口 273万人。截止到 2016年年底，常德

的水果面积已发展到 130多万亩，仅次于水稻、蔬菜、油菜，成为我市第四大作物，其中柑

橘面积稳定在 120 万亩左右。2016年，全市水果总产达 119.14万吨，产值 15.37亿元。全

市柑橘拥有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1.81万亩，欧盟全球 GAP认证面积 1.36万亩，柑橘出口规模

达到 9.5万吨，占全省出口总量的 90%以上，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澧县葡萄”“澧县苹果柚”“石
门柑橘”“临澧杂柑”已获得国家商标局地理证明商标并注册。

5.试题编号：Z-1-5 ，园艺产品营销

（1）任务描述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某果蔬企业将开展大型的宣传促销活动，请按照给定的企业及市场

背景资料，以湖南怀化地区为目标市场，根据促销方案策划的流程对促销活动进行策划，并

撰写出格式正确、内容完整、思路清晰、具有一定可行性的促销方案。其具体内容必须包括

活动背景及活动目标、活动对象、活动主题、活动方式、活动时间地点、广告配合方式、前

期准备、中期操作、后期延续、费用预算、意外防范、效果评估等方面。

（2）实施条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计算机

WindowsXP或Windows7或以上

系统，完整安装了Microsoft
word。

1台 1人使用

2 打印机 A4打印机，设置为网络共享 1台 多人共用

3
资料1 企业及产品背景资料 1份 1人使用

资料2 湖南某地区水果市场背景资料 1份 1人使用

4 报告单 A4纸 20张 1人使用

5 演算纸 稿纸 2张 1人使用

6 笔 中性笔 1支 1人使用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10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工作步骤 20分 1.选用方法得当

2.工作安排合理

选用方法不当扣5分。

工作安排不合理扣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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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软件熟练

4.规定时间完成

软件操作生疏扣5分。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扣5分。

完成

效果

结果

处理
30分

1.促销的总体范围、具

体单位以及促销对象明

确。

2.促销方法选用合理。

3.促销的人员安排、时

间安排及经费预算合

理。

促销的总体范围、具体单位及促销

对象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扣10分。

促销方法选用不合理扣6分。

人员安排不合理，扣4分。时间安

排不合理，扣3分。

经费安排不足，扣4分。经费安排

超过30%，扣3分。

作品

（或

完成

效

果）

30分

1.撰写市场促销方案文

本。

2.完成市场促销效果评

估。

背景资料分析不当扣10分。

促销报告结构不完整，缺一项扣1
分，最多扣10分
文字不简练、准确、流畅，扣5分。

没有进行促销活动效果评估，扣5
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10分 方案不违背职业道德与

营销伦理。

营销方案有背业道德与营销伦理

的扣10分。

10分 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度的，每次

扣2分，最多扣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扣3分
使用电脑后没有保持工作台面清

洁的、没有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

等情况的，扣3分

（5）测试样题
背景资料一：湖南某果蔬企业始创于 1997年，注册资本 6000万元，公司的业务涵盖果

蔬订单式种植与收购、加工、进出口贸易、批发、商超配送、连锁专卖、电子商务、冷链物

流等各个环节，形成国际贸易、终端零售、冷链物流三大支柱产业。2018年集团销售破 20
亿元，员工 1200余人。其商标在 2013年、2017年两度获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集团先后

被评为“长沙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6中国果业龙头

企业百强企业品牌”、“2016年度中国农产品供应链争创之星 50强批发商”，是湖南省首家

自主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果蔬企业。

集团致力于将全球高品质水果供应到中国，同时我们也把国内优质的水果出口到世界各

地。目前已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建有成熟的订单式水果种植基地并建立贸易往来，正

大力发展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西班牙等国的订单式水果种植基

地和贸易往来。集团作为全国主要大型连锁商超的果蔬供应商，目前服务与合作的门店达

1000多家。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果之友精品水果专卖店将破 100家。子公司长沙湘露农产

品有限公司为商超和企事业食堂提供配送服务，是区域内知名蔬菜配送企业。终端零售版块，

每天为 10万以上消费者提供专业的果蔬服务。

集团冷链物流占地近 70亩，存储农产品能力达 40000吨，日配送能力千吨以上。集果

蔬冷藏保鲜、肉禽类、水产品、速冻食品、乳制品等冷冻、分选加工、包装、检疫检测、农

超、农校及农企对接、冷链配送、市场交易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集团坚持以“促进三农发展、共创健康生活”为使命，全体职工将以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

为消费者带来“健康、美味、时尚、专业”的果蔬产品，打造成中国领先的果蔬龙头企业。

背景资料二：怀化市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中心城市和节点城

市。辖 12个县（市、区）和一个管委会，包括鹤城区、中方县、洪江市、沅陵县、辰溪县、

溆浦县、会同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通道侗族自治县和洪江区管委会。2017年末，常住总人口 496.00万人，城镇人口 228.90
万人，农村人口 267.10万人。怀化市现有水果(不包括西瓜、香瓜)种植面积 13.43万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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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 201.02 万 t，年产值 44.9亿元。 其中，柑橘类种植面积共 8.24万 hm2，包括冰糖

橙 2.93 万 hm2、蜜柑 1.96 万 hm2、脐橙 1.29 万 hm2、椪柑 0.82 万 hm2、大红甜橙 0.51 万

hm2、柚 0.21万 hm2、普通甜橙 0.13万 hm2。柑橘类年产量共 140.72万 t，包括冰糖橙 59.20
万 t、蜜柑 29.27万 t、脐橙 20.66万 t、椪柑 15.01万 t、大红甜橙 6.59万 t、柚 2.68万 t、普

通甜橙 2.05万 t。除柑橘类外，其他各种时鲜水果种植共 5.19万 hm2，年产 60.3万 t，包括

葡萄 0.86万 hm2、梨 0.87万 hm2、杨梅 0.85万 hm2、桃 0.78万 hm2、枣 0.40万 hm2，以及

板栗、核桃、柿子、猕猴桃等 1.42万 hm2。全市现有 4个省级和国家级水果(柑橘、杨梅等)
基地县，136 个规模较大的商品生产基地。现已基本形成以环绕怀化市市区周边的芷江县、

麻阳县、洪江市、溆浦县、辰溪县 5个县市为核心的优势柑橘产业带和中方、靖州若干特色

鲜明的葡萄种植基地、杨梅种植基地的产业格局。

模块二、插花技艺

1.试题编号：Z-2-1 ，插花技艺

（1）任务描述
母亲节即将来临，某公司部门经理计划给本部门每位员工的母亲赠送一个母亲节节日花

篮。请根据给定的条件完成母亲节礼仪花篮作品设计与创作任务。考生应在规定的考试时间

内独立完成一个花篮作品。要求花材选取合适，造型设计新颖，技巧表现应用得当，色彩搭

配合理，符合主题，实用性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

使用工具归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主材 藤编花篮 24*16cm 1个 1人使用

2 辅材与工具

打刺钳 1把 1人使用

花剪 1把 1人使用

玻璃纸 1张 1人使用

花泥 奥赛斯 2块 1人使用

撒水壶 1个 1人使用

美工刀 1把 1人使用

小喷壶 1个 1人使用

3 花材

水烛叶 2小把 1人使用

高山羊齿 2把 1人使用

龟背叶 1把 1人使用

尤加利叶 1把 1人使用

非洲菊 橙色 1把 1人使用

玫瑰 香槟色 10枝 1人使用

玫瑰 白色 10枝 1人使用

多头月季 玫红色 2枝 1人使用

康乃馨 粉色 0.5把 1人使用

康乃馨 绿色 0.5把 1人使用

4 备注
若由于季节或市场原因部分花材有所变动，调整幅度应小于 15%。

花材需保持新鲜，各考生的花材新鲜度、开放度需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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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6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花材选择与

花枝整理
10分 花材选择正确，花枝整

理巧妙

花材选择不正确或花枝

整理不恰当扣3-10分

造型设计与

技巧表现
30分 造型设计新颖，技巧表

现突出
每项酌情扣5-10分

色彩表现力

与艺术感染

力

20分
色彩搭配符合构图原

理，色彩表现力与艺术

感染力强

色彩搭配不符合要求或

不具艺术感染力扣3-10
分

作品稳定性 10分 作品稳定性好
作品稳定性不好或倾倒

扣3-10分
符合主题与

实用性
10分 作品符合主题，实用性

强

如不符合每项酌情扣

3-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2.试题编号：Z-2-2 ，插花技艺

（1）任务描述
教师节即将来临，某幼儿园计划给园内每位老师赠送一个四面观螺旋花束作为节日礼

物。请根据给定的条件完成一个四面观螺旋花束作品设计与创作任务（不需要包装）。考生

应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独立完成一个花束作品。要求花材选取合适， 造型设计新颖，技巧

表现应用得当，色彩搭配合理，作品稳定性好，符合主题，实用性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位。

（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辅材与工具

打刺钳 1把 1人使用

花剪 1米长 1人使用

小喷壶 1个 1人使用

美工刀 1把 1人使用

拉菲草 2米 1人使用

小透明胶 1个 1人使用

2 花材
水烛叶 2小把 1人使用

春兰叶 1把 1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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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加利叶 1把 1人使用

非洲菊 橙色 1把 1人使用

玫瑰 香槟色 10枝 1人使用

玫瑰 白色 10枝 1人使用

多头月季 玫红色 2枝 1人使用

桔梗 香槟色 0.5把 1人使用

桔梗 绿色 0.5把 1人使用

3 备注

若由于季节或市场原因部分花材有所变动，调整幅度应小于

15%。花材需保持新鲜，各考生的花材新鲜度、开放度需基本

保持一致。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花材选择与

花枝整理
10分 花材选择正确，花枝整

理巧妙

花材选择不正确或花

枝整理不恰当扣3-10
分

造型设计与

技巧表现
30分 造型设计新颖，技巧表

现突出
每项酌情扣5-10分。

色彩表现力

与艺术感染

力

20分
色彩搭配符合构图原

理，色彩表现力与艺术

感染力强

色彩搭配不符合要求

或不具艺术感染力扣

3-10分

作品稳定性 10分 作品稳定性好
作品稳定性不好或倾

倒扣3-10分
符合主题与

实用性
10分 作品符合主题，实用性

强

如不符合每项酌情扣

3-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

心理素质不过硬扣1-5
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

制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

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

的，扣3分

3.试题编号：Z-2-3 ，插花技艺

（1）任务描述
春节约即将来临，某公司计划召开一次年度总结会议。请根据给定的条件完成一个椭圆

形会议桌花作品的设计与创作任务。考生应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独立完成一个会议桌花作

品。要求花材选取合适，造型设计新颖，技巧表现应用得当，色彩搭配合理，作品符合主题，

实用性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体现良好的职业习惯，保持场地的清洁，使用工具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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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辅材与工具

打刺钳 1把 1人使用

花剪 1米长 1人使用

小喷壶 1个 1人使用

美工刀 1把 1人使用

花泥 奥赛斯 2块 1人使用

长方形花盘

（绿色）
25*10cm 1个 1人使用

2 花材

散尾葵 5片 1人使用

洋兰 5枝 1人使用

高山羊齿 2把 1人使用

山苏叶 1把 1人使用

尤加利叶 1把 1人使用

非洲菊 橙色 1把 1人使用

玫瑰 香槟色 10枝 1人使用

玫瑰 白色 10枝 1人使用

多头月季 玫红色 2枝 1人使用

桔梗 香槟色 0.5把 1人使用

桔梗 绿色 0.5把 1人使用

3 备注

若由于季节或市场原因部分花材有所变动，调整幅度应小于

15%。

花材需保持新鲜，各考生的花材新鲜度、开放度需基本保持

一致。

（3）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经考评专家允许后离开考场。

（4）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及要求 评分细则

操作过

程及完

成效果

花材选择与

花枝整理
10分 花材选择正确，花枝整

理巧妙

花材选择不正确或花枝

整理不恰当扣3-10分

造型设计与

技巧表现
30分 造型设计新颖，技巧表

现突出
每项酌情扣5-10分

色彩表现力

与艺术感染

力

30分
色彩搭配符合构图原

理，色彩表现力与艺术

感染力强

色彩搭配不符合要求或

不具艺术感染力扣5-15
分

符合主题与

实用性
10分 作品符合主题，实用性

强

如不符合每项酌情扣

3-10分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10分 具有认真的态度及良好

的心理素质

态度不认真扣1-5分，心

理素质不过硬扣1-5分



57

10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遵守实训场地规章制

度的，扣2-4分
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

扣3分
考核后没有及时清扫废

弃物及杂物等情况的，

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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