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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简介 

41  农林牧渔大类 

4101  农业类 

专业代码   410101 
专业名称   种子生产与经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技术员等职业，种子生产、种子销售、种子质量检验、新品种选育、种子

加工与贮藏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理、作物遗传

育种、土壤肥料、作物栽培等知识，具备种子生产、种子销售、种子质量检测、种子加

工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种子生产、种子销售、种子质量检测、

新品种选育、种子加工与贮藏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农作物种子绿色、安全、高效生产能力；  
2. 具有主要农作物有害生物识别、鉴定及综合防治能力；  
3. 具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作物品种进行市场调查、统计及数据分析的能力；  
4. 具有搭建营销渠道和使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种子销售的能力；  
5. 具有种子检验检测和品质鉴定能力；  
6. 具有种子加工成套智能化设备的操作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农业化学、植物生长与环境、作物遗传育种、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

大田作物栽培技术、蔬菜栽培技术、农业信息化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大田作物种子生产技术、蔬菜种子生产技术、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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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术、种子质量检测技术、种子加工与贮藏技术、种子市场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种子质

量检测、种子销售、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治、种子加工与贮藏等实训。在种子企业、大中

型家庭农场、农业园区、农业技术服务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种业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种子科学与工程、农学、植物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410102 
专业名称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技术员等职业，作物生产与技术服务、农产品营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等

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理、土壤与肥

料、作物遗传繁育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作物生产、作物病虫草害防治、农产品

质量控制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农作物生产作业、农业技术服务、

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治、农业机械装备操作与维护、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业企业经营管

理、农产品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绿色发展理念，具有主要农作物绿色生产能力；  
2. 具有农作物种子种苗生产能力；  
3. 具有主要作物病虫草害诊断鉴定、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能力；  
4. 具有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与品质检测的能力；  
5. 具有农业企业经营与管理、农产品及农资网络营销的能力；  
6. 具有应用农业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装备开展作物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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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有开展现代农业技术服务的能力；  
8. 具有对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学习应用能力和田间试验及数据采集与

分析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土壤与肥料、农业微生物、作物遗传繁育、智慧

农业技术、设施农业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大田作物生产技术、种子生产技术、植物保护技术、智能农机装备

使用与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与检测、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农业企业经营与管理、

农产品及农资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栽培、

种子生产、作物病虫草害防治、农产品质量检测、设施农业生产、农资采购与农产品销售

等实训。在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农产品及农资营销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业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作物生产与品质改良、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智慧农业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学、园艺、植物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410103 
专业名称   现代农业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技术员等职业，农业生产、农业经营、农业服务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遗传、植物生长

发育规律、植物生长环境、土壤与肥料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大田及园艺作物生

产、作物病虫害防治、现代农业装备操作与维护、农业物联网应用与维护、农业企业经

营管理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现代农作物生产、现代园艺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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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业技术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大田作物和园艺作物高效优质生产能力；  
2. 具有识别田间主要病虫草害并进行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能力；  
3. 具有现代化农业机械装备的使用与维护能力；  
4. 具有运用农业物联网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生产质量控制的能力；  
5. 具有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能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销售农产品；  
6. 具有推广农业绿色生产、节能减排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能力；  
7. 具有农业安全生产与自我防护的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产环境、植物遗传基础、生物化学、田间

试验与统计分析、农业信息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农作物生产技术、园艺作物生产技术、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治技术、

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农业物联网应用技术、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大田作物生产、园艺作物

栽培、作物病虫草害防治、现代农业装备应用与维护及农业物联网应用等实训。在现代

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资及农产品营销企业、农业技术服务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设施蔬菜生产、无人机操作应用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智慧农业技术、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学、园艺、智慧农业  
 
 

专业代码   410104 
专业名称   生态农业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技术员等职业，农作物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生产、有机农产品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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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志农产品生产与品牌培育、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产品销售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业生物化学、植物

与植物生理、土壤与肥料、品牌培育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实施农产品标准化、品

牌化、智能化生产，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经营与技术服务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

息素养，能够从事农作物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生产、有机农产品生产、地理标志农产品

生产、农产品品质检测、农产品品牌打造、农产品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农作物标准化、品牌化、智能化生产的能力；  
2. 具有农业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具有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减量化，农业

生产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能力；  
3. 具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品牌培育与管理的能力；  
4. 具有农产品市场调研分析和精准安排农业生产的能力；  
5. 具有农业生产过程中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能力；  
6. 具有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控和农产品质量检测能力；  
7. 具有利用现代化营销手段进行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市场营销的能力；  
8. 具有将物联网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能力；  
9. 具有对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学习应用能力；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农业生物化学、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植物保护、农业

生态发展、农业生产法律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农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有机农产品生产技

术、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农产品品牌培育与管理、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

农产品营销、农业物联网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作物标准化生产、绿色

与有机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品牌开发与培育、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等实训。在农业生

产企业、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农业技术服务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产品电商运营、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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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作物生产与品质改良、智慧农业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学、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410105 
专业名称   园艺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技术员等职业，园艺作物生产、种子种苗繁育、园艺技术服务、园艺企业

经营与管理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园艺作物生长发育规

律、土壤与肥料、植物遗传育种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园艺作物生产、种子种苗

繁育、测土施肥、园艺作物病虫害防治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园

艺作物生产、种子种苗繁育、园艺技术服务、园艺产品应用与营销、园艺企业经营管理

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应用数字技术、组织培养方法进行园艺种子种苗生产的能力；  
2. 具有常见果树、蔬菜和花卉生产能力；  
3. 具有园艺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能力；  
4. 具有规范使用、维护现代园艺装备的能力；  
5. 具有应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园艺产品营销的能力；  
6. 具有常见园艺作物育种和园艺产品开发与应用的能力；  
7. 具有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理念，掌握绿色园艺和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8. 具有不断学习应用园艺业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园艺作物遗传育种、园艺作物组

织培养、园艺设施、农业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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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园艺种子种苗生产、果树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花卉生产技术、

园艺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治、园艺产品及农资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园艺作物识别，果树、蔬

菜、花卉的露地与设施生产，园艺作物病虫害识别与防治，园艺产品应用与营销等实训。

在园艺生产场、园艺产品与农资营销企业、园艺技术服务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设施蔬菜生产、农产品供应链与品牌管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设施园艺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园艺  
 
 

专业代码   410106 
专业名称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作物植保员、农业技术员等职业，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植保无人机操控、

植物及农产品检验检疫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长发育规律及与环

境关系、植物常见有害生物识别和发生规律及防治原理、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作物病

虫草害绿色防控方案制订与实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检测与处理、现代植保机械使用和维

护、农药减量使用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植

物及农产品检验检疫、植保机械及农药营销和技术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主要农作物和园艺植物栽培管理能力；  
2. 具有植物常见有害生物的诊断鉴定、预测预报和绿色防控的能力；  
3. 具有植物及农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处理能力；  
4. 能够树立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理念，具有农药的科学规范、减量使用能力；  
5. 具有植保农机农药市场分析、营销策划和销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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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有植保机械装备的使用和维护能力；  
7. 具有应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进行植物保护领域精准监测预警与防控的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产环境、农业化学、农业微生物、植物栽

培技术、农业昆虫、植物病理。  
专业核心课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园艺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农田

杂草识别与防除、农药应用技术、植物检疫技术、植保机械装备使用与维护。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常见作物病虫草害调查、监测

及防治，植物病虫草标本的采集制作与鉴定，植物生产等实训。在农业园区、大中型家庭农

场、植保技术服务企业、农药生产企业、植保机械设备及农药营销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无人机操作应用、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作物生产与品质改良、设施园艺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植物保护、农学、园艺  
 
 

专业代码   410107 
专业名称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茶叶加工工、评茶员等职业，茶叶生产、茶叶生产管理、茶叶加工、茶产品营

销、茶叶生产技术服务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理、茶叶品质

化学、茶叶生产与加工、茶文化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茶树栽培、茶园生产管理、

手工和机械制茶、茶叶品控和质量检测、茶叶销售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

能够从事茶园生产与管理、茶树栽培、茶叶加工与检验、茶叶质量控制、茶叶销售、茶

叶生产与加工技术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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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应用现代栽培技术进行茶园建设、生产与管理的能力；  
2. 具有手工制茶、机械制茶、茶叶（精）深加工、茶叶拼配的能力；  
3. 具有茶叶审评、品质控制、质量检测的能力；  
4. 具有茶叶生产新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茶资源综合利用的能力；  
5. 具有应用信息技术进行茶叶市场营销的能力；  
6. 具有一定的茶文化推广能力和实践能力；  
7. 具有应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进行茶叶生产和加工的能力；  
8. 具有根据茶叶生产政策法规开展茶叶标准化生产、绿色生产、安全生产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茶叶品质化学、中国茶文化、茶

叶标准与法规、茶叶机械设备。  
专业核心课程：茶树栽培技术、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茶叶加工技术、茶叶审

评技术、茶叶质量控制与检测技术、茶叶市场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茶树栽培与繁育、茶园管

理、茶树病虫草害监测与防控、茶叶加工、茶叶审评、茶叶质量控制等实训。在茶叶生

产企业、茶场、茶叶加工企业、产教融合基地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食品合规管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茶学  
 
 

专业代码   410108 
专业名称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中药材种植员、中草药种子种苗繁育人员等职业，中草药良种繁育、中草药栽

培、中草药采收与产地初加工、中草药质量检测、中草药销售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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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理生化、植物

生长环境、中草药生产与良种繁育、中医药基础等知识，具备中草药种子种苗生产、中

草药栽培与病虫害防治、中草药采收与产地初加工、中草药质量检测以及中草药销售等

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中草药栽培、中草药繁育、中草药病虫害防

控、中草药采收与产地初加工、中草药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中草药栽培和中草药病虫害防控的能力；  
2. 具有中草药数字化识别与鉴定能力；  
3. 具有中草药采收与产地初加工能力；  
4. 具有农业种植、初加工机械设备操作与维护能力；  
5. 具有中草药质量检测与品质评价能力；  
6. 具有中草药林下生态与仿野生种植、中草药资源调查与保护能力；  
7. 具有中草药种植园经营管理、中草药线上线下营销和传承及发展中医药传统文

化的能力；  
8. 具有中草药绿色生产、安全防护等意识；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生长环境、中草药实用化学、生态农业、农产品电子商务、农

业物联网技术、中医药基础、药事管理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中草药繁育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中草药病虫害防控技术、中草

药采收与产地初加工、中草药质量检测技术、中草药鉴别技术、中草药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中草药种子种苗生产、中

草药栽培与病虫害防控、中草药采收与初加工、中草药质量检测、中草药营销等实训。

在中草药栽培企业、中草药种植农场（园区）、中草药收购企业、中草药初加工企业等单

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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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410109 
专业名称   烟草栽培与加工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行业农艺工、烟叶调制员、烟叶评级员等职业，烟草栽培、烟叶调制、烟

叶评级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理、烟草栽培、

土壤与肥料、烟草调制与分级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烟草种植、调制、分级，作

物病虫草害防治，农业技术服务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烟草种植、

烟叶调制、烟叶评级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烟草育苗、大田管理和烟草轮作、土壤改良、测土施肥、基质和营养液配

制、烟株生长调控的能力；  
2. 具有烟草常见病虫害的识别、预报和防治能力；  
3. 具有制订采收和调制技术方案，并利用生物质燃料、空气热泵等环保能源和设

备进行烟叶调制的能力；  
4. 具有烟叶等级评定、收购、检验及技术培训指导的能力；  
5. 具有烟草良种繁育和田间试验设计、调查分析及数据处理的能力；  
6. 具有对烟草生产相关的机械、设施设备等进行安装调试、操作和维护保养的能力； 
7. 具有农业生产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能力；  
8. 具有应用农业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开展烟草生产、管理和经营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及植物生理、作物生物技术、土壤与肥料、农业化学、试验设

计与生物统计、农业信息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烟草栽培技术、烟草病虫害防治技术、烟草生产机械设备操作与维

保、烟叶调制技术、烟叶评级与收购、烟草与农资营销、烟草管理法律法规。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烟草栽培、烟草机械设备

应用、烟草病虫害防治、烟叶调制与分级等实训。在烟草种植企业（园区）、烟草种植合

作社、烟草收购企业、复烤厂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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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作物生产与品质改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烟草、植物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410110 
专业名称   饲草生产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草业技术人员等职业，饲草生产与服务、饲草料加工、饲草包装与贮藏、草业

机械作业、饲草产品质量检测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理、植物分类与利

用、土壤与肥料、饲草营养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饲草标准化生产、饲草病虫草害绿

色防治、饲草产品加工与贮藏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饲草种植、加工、

质量检测，自动化机械作业，草业农机操作及维护，饲草销售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依照饲草行业标准进行饲草生产的能力；  
2. 具有饲草生产行业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等相关技术技能；  
3. 具有利用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进行饲草种植环境调控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的能力； 
4. 具有采收饲草产品并进行粗加工和贮藏的能力；  
5. 具有饲草产品质量检测的能力；   
6. 具有饲草生产作业机械规范操作和维护保养的能力；  
7. 具有对饲草生产投入品与产品进行市场信息采集分析及市场营销的能力；  
8. 具有对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学习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生理、农业化学、土壤与肥料、农业气象、植物分类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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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动物营养、饲草管理法律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饲草种植技术、饲草病虫害防治、现代草业机械操作与维护、饲草

产品加工技术、饲草料包装与贮藏技术、饲草产品质量检测。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饲草种质资源收集、饲草种

植、饲草生理指标测定、饲草肥料配置、饲草病虫害防治、饲草质量检测、草业机械操作

等实训。在饲草生产企业、饲草加工企业、农资或饲草营销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植保无人飞机应用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种业技术、作物生产与品质改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410111 
专业名称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食用菌生产工等职业，食用菌生产、食用菌病虫害防治、食用菌加工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食用菌生理与遗传、微

生物发酵、病虫害防治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菌种生产与栽培、病虫害防治、食用

菌产品加工与销售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食用菌生产与技术服务、

食用菌病虫害防治、食用菌加工、食用菌销售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开展菌种保藏、菌种生产、栽培、病虫害防治等的能力；  
2. 具有菌渣无公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能力；  
3. 具有开展食用菌产品的保藏、粗加工及精加工的能力；  
4. 具有规范操作食用菌生产与加工器械的能力；  
5. 具有应用现代技术进行食用菌菇棒生产及栽培管理的能力；  
6. 具有参与制订技术规程与技术方案和从事食用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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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有根据食用菌管理政策法规进行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能力；  
8. 具有对食用菌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不断学习能力；  
9.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生理生化、农业微生物、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微生物发酵技

术、食用菌生产安全、食用菌分类、食用菌管理政策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食用菌栽培技术、食用菌制种技术、食用菌加工与贮藏技术、食用

菌病虫害防治技术、食用菌产品质量检测、食用菌机械设备操作与维护、野生菌资源抚

育及开发。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食用菌母种分离与扩繁、

栽培种及原种生产、常见食用菌栽培、食用菌病虫害防治、食用菌产品加工、食用菌质

量检测、数字化食用菌生产等实训。在菌种厂、食用菌生产企业、食用菌加工企业、食

用菌投入品及产品营销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设施园艺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菌物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410112 
专业名称   设施农业与装备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技术员、农作物植保员等职业，农业设施设计与建造、设施农业生产与管

理、设施农业生产装备应用与运维、设施农业系统集成与运维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植物生长环境、设施

作物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设施农业装备、农业物联网等知识，具备设施农业生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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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设施农业装备应用、设施农业系统集成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

从事农业设施设计与建造、设施农业生产与管理、设施农业装备应用与运维、设施农业

系统集成与运维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设施农业项目的规划、设计与建造能力；  
2. 具有花卉、蔬菜、果树等设施条件下的育苗、栽培、养护、收采等能力；   
3. 具有农业设施设备及农用机器人的操作应用和运维能力；   
4. 具有应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对设施农业环境进行监测与控制的能力；    
5. 具有参与节水灌溉及水肥一体化项目设计、施工、应用与运维的能力；  
6. 具有设施农业物联网系统应用及运维的能力；  
7. 具有设施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和经营的能力；  
8. 具有对设施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学习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设施农业工程、农业电工电子技

术、农业物联网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设施农业安全管控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农业设施设计与建造技术、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机械装备应用、

设施农业环境监测与调控、农机电气控制、农业物联网工程建造、节水及水肥一体化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业设施设计与建造、设

施农业生产与管理、设施农业生产装备应用与运维、设施农业系统集成与运维等实训。

在农业企业、大中型家庭农场、农业园区、设施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农业机械制造企业、

设施农业安装企业、农业物联网科技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物联网智慧农业系统集成和应用、无人机航空喷洒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智慧农业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专业代码   410113 
专业名称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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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机装备驾驶及操作、农机装备修理与保养、农机作业服务、农机装备营销、

农机推广与应用、农机安全与监理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业机械基础、现代

农业装备、现代农业技术等知识，具备常规农用动力机械、作业机械装备的使用与维护，

农机作业服务，农机装备营销与技术服务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

农业装备使用、农业装备营销与售后技术服务、农业装备安装与调试、智能农机应用等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查阅并读懂农业装备相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2. 具有识读机械制图，并根据图纸进行现代农业装备总成件安装、调试和检测的

能力；  
3. 具有现代农用动力机械、土壤耕作机械、种植和施肥机械、植物保护机械、农

田排灌机械、农产品采收机械、运输机械等农业装备应用与维护的能力；  
4. 具有现代农业装备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能力；  
5. 具有适应现代农业装备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6. 具有从事现代农业装备维修企业经营管理和现代农业装备产品销售工作的

能力；  
7. 具有驾驶及操作智能农业装备的能力；  
8. 具有农业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的调控能力，以及对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学习

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农业装备机械制图、农业装备机械基础、农业装备电工与电子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智能农机技术基础、农业装备使用与养护。  
专业核心课程：农用动力机械使用与维护、土壤耕作机械使用与维护、种植和施肥

机械使用与维护、植物保护机械使用与维护、农田排灌机械使用与维护、农产品采收机

械使用与维护、农用无人机技术、现代农业装备自动导航系统使用与维护。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机驾驶与维修、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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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操作与维修、农机机械作业和农用无人机操作与维修等实训。在农机制造企业、现

代农业生产企业、农机合作社（农场）、农业机械装备营销企业、农业机械作业服务企业

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无人机操作应用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智慧农业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工程、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专业代码   410114 
专业名称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农产品品质控制、农产品质量检测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生物化学、国内外农

产品加工概论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质量控制、农产品

质量检测、农产品贮藏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农产品加工、检测、

贮藏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根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质量标准进行粮油、果蔬、畜产品加工的能力；  
2. 具有主要农产品智能化加工机械与设备的操作能力；  
3. 具有及时发现并处理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异常现象和事故的能力；  
4. 具有农产品原料收购及品质理化检测的能力；  
5. 具有对主要农产品加工全过程进行品质检测与质量控制的能力；  
6. 具有粮油、果蔬、畜产品加工质量管理体系内审以及相关产品认证的能力；  
7. 具有在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过程中进行绿色低碳控制和安全管理的能力；  
8. 具有对农产品加工、检验检测新知识、新技术技能的学习能力；  
9.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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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生物化学、农产品法规与标准、国内外农产

品加工概论、农产品加工单元操作、微生物检验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粮油加工技术、畜产品加工技术、果蔬加工技术、农产品储藏与保

鲜技术、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控制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检测、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控制等实训。在农产品收购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监管机构食

品检测部门、农产品营销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食品合规管理、食品检验管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工程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安全与检测、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410115 
专业名称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作物生产人员等职业，绿色食品生产与技术服务、农产品质量检测、绿色食

品认证、农产品营销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业化学、植物生长

环境、植物保护、绿色食品标准等知识，具备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产品营销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

够从事绿色食品生产与技术服务、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认证、绿色农产品营销等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根据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及规程，开展粮油、果蔬、食用菌及其他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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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化生产与技术服务的能力；  
2. 具有主要农作物常见有害生物诊断鉴定、预测预报和绿色防控的能力；  
3. 具有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及认证的能力；  
4. 具有农产品样品采集与制备，对主要营养指标、理化指标、安全指标、卫生指

标等进行检验检测、分析评价的能力；  
5. 具有应用现代营销理念开展绿色食品销售的能力，确保优质优价；  
6. 具有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农业大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的能力；  
7. 具有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与植物生理、农业化学、植物生长环境、农业微生物、植物保

护、仪器分析、绿色食品标准与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粮油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果树标准化生产

技术、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农产品质量管理与认证、农产

品生产环境检测、农产品安全与质量检测。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有

害生物绿色防控、农产品生产环境检测、农产品安全检验等实训。在绿色食品生产企业、

农业园区、大中型家庭农场、绿色食品认证中心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食品检验管理、农产品电商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种业技术、作物生产与品质改良、设施园艺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学、园艺、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代码   410116 
专业名称   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产品经纪人等职业，农产品开发、采购、销售、物流以及经纪服务等农产品

批发零售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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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产品商品、经济管理、

政策法规、采购配送等知识，具备农产品商品定级、销售服务、运营推广、供应链管理、

经纪服务等能力，具有“三农”情怀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农产品市场调研与开发、农产

品采购、农产品储运、农产品销售、农产品经纪代理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能够熟练掌握创业流程，具有农产品经营自主创业能力；  
2. 能够对农产品产品质量进行鉴别，具有农产品商品定级能力；  
3. 能够进行农产品销售谈判、渠道开发、客户管理，具有农产品销售服务能力；  
4. 能够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调研和数据分析，运用新媒体营销进行农产品品牌宣传，

具有农产品运营推广能力；  
5. 能够对农产品进行选品与采购，掌握配送、仓储等基本流程，具有农产品供应

链管理能力；  
6. 能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开发和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线上流通渠道的能力； 
7. 能够对农产品进行商务代理服务，具有农产品经营、经纪服务等管理能力；  
8. 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沟通协调及语言表达能力；  
9. 熟练掌握农业政策法规；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农产品商品知识、商品摄影、农业经济管理、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沟通与谈判、农业标准与政策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农产品市场分析、新媒体营销、农产品品牌运营、农产品电商直播、

农产品经纪与代理、农产品采购与配送、农产品质量安全、客户关系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产品市场分析、农产品

质量安全、农产品品牌运营、农产品电商直播等实训。在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农业企

业、物流企业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林经济管理、市场营销、零售业管理、采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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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410117 
专业名称   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棉花加工、棉花检验、棉花营销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棉花加工、棉花检验、

棉花经营等知识，具备棉花加工设备的智能控制、棉花检验和网络营销等能力，具有工

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棉花加工、棉花性能检测、棉花等级评定、棉花营销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熟练检测棉花性能、评定棉花等级的能力，具有大容量棉花纤维测试仪

（HVI）操作能力和技术数据处理能力；  
2. 具有正确调整棉花加工设备的技术参数、实施“因花配车”的能力；  
3. 具有对棉花加工设备进行维修与保养的能力；  
4. 具有组织棉花生产、开展企业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的能力；  
5. 具有编制棉花营销策划方案并组织实施的能力；  
6. 具有开展网络营销、实施棉花现期货交易和进出口业务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棉花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8. 具有整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棉纤维知识、机械基础及维修技术、液压技术、电工与电力拖动技

术、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技术、棉花标准与政策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棉花加工技术、液压打包技术、棉花生产管理、棉花检验技术、网

络营销策划、棉花贸易。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棉花加工、棉花检验、棉

花营销等实训。在棉花收购、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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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智慧农业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纺织工程  
 
 

专业代码   410118 
专业名称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园区管理、休闲农业服务与接待、休闲农产品开发与营销、休闲农业生产

组织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旅游管理基础、农耕

文化概论、休闲农业经营管理等知识，具备休闲农业园区经营与管理、休闲农业服务与

接待、休闲农业产品营销以及休闲农业生产组织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

够从事休闲农业相关的营销管理、服务接待、生产销售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制订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的规划目标，形成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的能力；  
2. 具有休闲农业园区（景区）的经营与管理能力；  
3. 具有休闲农业项目开发、策划并组织实施，产品创意设计的能力；  
4. 具有组织游客团队到园区（景区）开展休闲活动并对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  
5. 具有休闲农业园区旅游接待，向游客推介休闲农业园区，协调、处理农事体验

活动中的突发事件的能力；  
6. 具有制订接待计划，并进行客户洽谈、产品介绍，提供良好的售前、售中、售

后服务的能力；  
7. 具有科学编制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的能力；  
8. 具有对休闲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新项目的学习应用能力；  
9.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的应用能力；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旅游管理基础、现代农业基础、农耕文化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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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计基础、创意农业与智慧农业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休闲农业园区管理、休闲农业产品营销、休闲农业接待服务、休闲

农业电子商务、休闲农业项目策划与实施、休闲农业规划、休闲农业生产。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休闲农业管理、休闲农产

品营销、休闲农业电子商务营销、休闲农业项目策划与实施、休闲农业接待与服务、休

闲农业生产等实训。在休闲农业园区（景区）、休闲农场、生态旅游度假村、田园综合体

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业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设施园艺、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园艺、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410119 
专业名称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农业经理人等职业，农业企业经营与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与管理、农业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农产品及农资营销策划、农产品网店（实体店）运营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村经济管理与会计

基础、农业产业分析、农业经济统计与大数据分析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农业企

业运营、农业经济组织管理、农产品营销等能力，具有“三农”情怀和信息素养，能够

从事农业企业运营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农业商务数据收集分析与应用、农

产品及农资营销策划、农产品网店（实体店）运营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三农”政策法规解读与应用能力；  
2. 具有农业经济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农业大数据分析、农业经济核算能力；  
3. 具有农业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开办、工商注册、银行开户和发展规划制订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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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力；  
4. 具有农业经济组织、农村集体企业经营计划制订与实施、日常运营、数字化管

理能力；  
5. 具有农产品及农资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品牌培育、客户管理、物流管理的能力； 
6. 具有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农业产业、市场、客户、供应链、竞争、财务等商务

数据分析与应用的能力；  
7. 具有应用管理软件进行农业经济管理、乡村治理，并进行文字编辑、图像加工、

数据共享服务的能力；  
8. 具有农业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创新创业意识；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经济基础、管理基础、会计基础、农村政策法规、现代农业技术概

论、农业经济分析、农业经济统计、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专业核心课程：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农业商务数据分析

与应用、农产品及农资营销策划、农产品门店数字化运营与管理、农产品网店运营、农

产品物流管理、农业会计实务。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业

商务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农产品数字营销、农产品及农资网店与实体店运营等实训。在

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管理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业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网店运营推广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代码   410120 
专业名称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合作经济专业人员、商务策划专业人员、电子商务师、农产品经纪人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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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农民合作社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村经济管理、农业

企业经营管理、会计与统计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农民合作

社经营管理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等能力，具有“三农”情怀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家庭

农场生产经营、农民合作社生产组织与经营、农业经济组织发展规划制订与实施、农产

品及农资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家庭农场成立注册，农民合作社设立、变更、歇业、注销登记和农业经济

组织发展规划制订与实施的能力；  
2. 具有农业企业经营决策、生产经营计划编制和实施的能力，具有农业企业人力

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调配能力；  
3. 具有农业企业成本核算、资产负债表编制、利润结算和经济效益分析的能力；  
4. 具有组织生态种养业标准化生产和完成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的能力； 
5. 具有正确处理公共关系，为市场提供良好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的能力；  
6. 具有农产品营销方案制订、农产品网络营销、农产品品牌打造的能力；  
7. 具有农产品预冷、保鲜、冷冻、仓储管理和完成绿色物流配送的能力；  
8. 具有适应农业农村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农业经济基础、农村管理基础、经济法基础、现代农业技术概论、

农业会计基础、公共关系基础、电子商务基础、统计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

村政策法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物流与仓储、农产品营销、农业大数据分析与

应用。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现代

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和农村创业实务等实训。在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营销企业等单位进行家庭农

场生产经营、农民合作社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等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业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产品电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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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农林经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