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介绍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农作物有害生物的诊断

与防治、农药的应用与营销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毕业后能在农业及相

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植物病、虫、草害诊断、防治，以及农资产品的生产销售、技

术推广等工作的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一、就业前景 

1.行业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

全。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强调要大力发展种植业。我

省地处温带和亚热带之间，气候过渡性明显。夏季气温较高，作物生长季较长，

且降水偏多，但地域分布不均。全省南北区域跨度广，农业生态环境类型多，农

作物耕作制度、栽培方式变化发展多样。气候环境、农业生态条件都非常适宜农

作物多种病虫发生为害。据调查，常年对本省水稻、小麦、棉花、油菜作物造成

一定程度损失的病虫种类近50种(类)。农作物重大病虫发生和为害已成为影响本

省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因素，需要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为农业

生产保驾护航，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2.社会需求 

目前，我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技术人员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现象比较普遍。

全省120个县（市）植物保护站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专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现象，

全省1500多个乡镇农技站有近一半的站还没有配备植保技术人员。 

我国至今拥有600多家原药生产厂，1600多家农药加工及分装厂，总计约有

2200家厂家，产值约2400多亿元。我省有上百家农药代理商，而零售网点更是不

计其数，平均每个乡镇约有30-40家店面。有60%的农药公司、代理商、经销商等

企业中，缺乏懂农药专业知识和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专业人员，严重地削弱了

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急需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技术人员加入。 

据 测 算 ， 因 退 休 和 缺 编 等 因 素 ，

补 充

到 农 技 推 广 队 伍 中 。 农 业 企 业 和 农 资 生 产 经 营 等 企 业 ，



人。近三年在我院举行的毕业生供需见面

会上，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学生 。 

我院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近几届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均为100%，就业对口率

98%以上，形成了“一次就业率高、专业对口率高、用人单位满意率高、就业单

位质量高”的就业良好局面。目前毕业生供不应求，2015届毕业生11人，而在植

保专业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有二十多家企事业单位需求120人，供需比在1：10

以上。毕业生大多数在西安、青岛、江西等地从事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的推广和

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营销工作，受到了用人单位一致好评。 

    3.就业岗位（如下图和表） 

 

序

号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对口工作单位 

1 
植保技术

推广 

1.病虫草害田

间调查测报 

1.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 各级农业局、植

保站、农技中心、

植物产品安全监

督机构、园艺站、

果树站等 

2.能进行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3.能进行病虫草害的田间调查 

2.病虫草害防 1.能总结当地常见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 

10

13

14

18

20

25

植物保护人才需求岗位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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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产品企业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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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药的试验推广岗位

分析检验



治技术指导 2.能进行当地常发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 

3.能指导当地农作物、园艺、花卉栽培 

2.能识别药害并对其进行控制 

2 
植物产品

检疫检验 

1.植物产品检

疫对象的检验 

1.能对生产基地植物产品进行检疫对象的调

查和检验 

各级检疫站 

2.能对运输的植物产品进行检疫对象的排查

和检验 

2.植物产品检

疫对象的处理 

1.能对生产基地出现检疫对象的植物产品进

行现场处理 

2.能对运输的植物产品进行检疫对象的处理 

3 
农资产品

企业营销 

1.农资产品宣

传 

1.能给经销商、农民介绍农资产品基本特性 

各大农资企业的

销售部门 

2.能与媒体、职能部门进行良好的合作 

2.农资产品销

售 

1.较强的沟通能力 

2.良好的职业道德 

3.销售终端维

护 

1.能与农民、经销商进行良好的沟通 

2.熟悉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 

4 农药生产 

1.生产小试 

1.能合理使用助剂 

各大农药公司的

生产部门 

2.能进行农药新配方的筛选 

3.能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备料、投料指

导，加工工艺控

制 

1.掌握化工工艺原理的基本知识 

2.能对加工工艺流程进行正确的识读 

3.能进行生产设备的安全操作 

4.能对生产现场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 

5 

新农药的

试验推广

岗位 

1.制剂加工 
1.能进行农药剂型的加工 

各大农药公司的

研发中心 

2.能对各种剂型进行筛选 

2.新农药的室

内生物测定 

1.能设计农药室内生物测定的方案 

2.能对测定方案进行准确地实施 

3.能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新农药的田

间药效试验 

1.能设计农药田间药效试验的方案 

2.能对试验方案进行准确地实施 

3.能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结果归



纳、总结。 

6 分析检验 

生产用原材料、

生产成品的检

验分析 

1.能熟练操作各种分析仪器 

各大农药公司的

质检中心 
2.能按照相应的分析方法进行规范操作 

3.能对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形成相应报

告 

二、特色与优势 

1.实施 “2211”人才培养模式 

实行基于植物病虫害发生规律的“2211”人才培养模式。基于植物病虫害发

生规律的“2211”人才培养模式就是用 2 个学期学习基本素质模块课程，用 2

个学期学习职业技能模块的课程，用 1个学期时间进行核心课程的综合实训（期

间穿插职业拓展模块课程的学习），用 1个学期的时间进行顶岗实习，形成完整

的产教合一的教学过程。根据基于病虫害发生规律的“2211”人才培养模式，将

整个教学过程分为 4个教学阶段，如下图。 

第 1 阶段是职业基本素质培养阶段，贯穿全学程。时间安排主要是在第 1

和第 2学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体育、英语应用能力、计算机应用

能力、应用文写作、农业化学等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学农爱农务

农意识，吃苦耐劳的品质，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较高的道德素养。 

第 2阶段是专业技能培养阶段，时间安排主要是在第 3和第 4学期，时间跨

度是第二年的 7月至第三年的 6月，7—10月正好是夏秋作物病虫杂草等有害生

物的大量发生期，第三年的 5—6 月是午季作物和夏季作物前期病虫杂草等有害

生物的大量发生期，发生种类多，为害大，症状明显，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开展教学，实现“课程随着节气走，课堂搬到田间去”的教学模式。主要开展植

物及植物生理，农业气象，农业微生物，土壤肥料应用与管理，种子生产与管理，

植物生产技术，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植物害虫防治技术，植物病害防治技术，农

药应用与管理等课程的教学。 

第 3 阶段是专业核心课程的综合能力实训阶段。此阶段的时间安排是第 5

学期，正好又是一个夏秋季节，教学内容是以植物为单元，进行病虫草等的种类 



 



识别、症状诊断、预测预报、防治技术及农药应用、土壤肥料应用、种子检验及

播种、植物生产管理等内容的教学。其中穿插一些职业拓展能力课程的教学，如

农业企业管理、农村社区管理、社交礼仪等内容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利用校内实训基地及学校周边环境资源为主，

以杨陵区相关涉农企业为辅开展教学活动。 

第 4 阶段是企业顶岗实习阶段。安排学生到农业生产企业、农资生产和经

营企业等单位进行顶岗实习，以校外实习实训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主，校企共管的

模式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从事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岗位锻炼。实习结束回校开

展技能鉴定和毕业论文答辩等教学过程。 

由产业、行业、用人单位的专家和本专业教授共同组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每年召开二次会议，专门研究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推广领域和农药等农化行业发

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共同研究课程计划，制定与生产实践、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

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逐步提升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服务

乃至引领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2.构建“四位一体”课程体系 

按照就业岗位需求，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结合“2211”人才培养模

式，构建四维一体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由职业通识课、专业课、个性发展课、创

新创业课等四个学习模块组成。其中职业通识课学习模块包含有政治理论 、计

算机应用基础、英语、体育、军事、有机化学、行为养成等 16 门课共 650 学时

专业课学习模块包含有植物及植物生理、农业微生物、土壤肥料、植物生产技术、

植物病害防治技术、植物虫害防治技术、植物化学保护、等 18门共 1060学时。

主要核心课程都安排有课程实习。个性发展课学习模块包含学生取得各种舞蹈、

声乐、书画艺术、体育等证书。创新创业课学习模块包含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就业指导、社会实践等，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教学计划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验实习、顶岗实

习、社会调查、技能考核、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占到 50%的比例。 

在课程教学设计中，每门核心课程根据生产岗位编制若干个教学模块，将所 

需知识点融入到各个模块的任务当中，通过一系列任务驱动推动教学进程。在人 



 

 

 

 

 

 

 

 

 

 

 

 

 

 

 

需知识点融入到各个模块的任务当中，通过一系列任务驱动推动教学进程。在人

才培养实施过程中，努力遵循教学规律和自然规律，在 “教学做合一”培养模

式指导下，实行现场教学法，采用“课程随着节气走，课堂搬到田间去”的教学

模式，跟随节气安排课程，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教学资源，也是真实的生产环境资

源为教学服务。除了采用上述现场教学法外，我们还采用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

师生互动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我们还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大

量的教学动画、案例视频、PPT等，丰富教学内容，活跃教学形式，提升学生兴

趣，提高学习效率。 

3.拥有一支高学历、高水平的专业教学团队 

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教学团队共 22人，其中校内专任教师 20 人，兼职教师

2人。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年龄梯度分布，专兼结合，优势互补。

本专业专职教师 20 人中，其中博士研究生 3 人，硕士研究生 8 人，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 15 人（教授 4 人，副教授 11 人），中级职称 4 人，双师型教师 10 人，

课

程

体

系 

1.通识课 

2.专业课 

3.个性发展课 

4.创新创业课 

 公共基础课 

文化艺术课 

行为养成课 专业平台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 

综合能力培养课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舞蹈特长、声乐特

长、书画艺术特长、体育特长、专业专项

 

创新创业课是指学生在校期间在论文、专

利、作品、社会调研、参与创新创业活动

或自办企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植物病虫害识别

技术 
植物病虫害防治

技术 
植物化学保护 
植物检疫技术 
杂草防除 

植物病虫害预
测预报  
农分析与残留
分析    
生物防治 
环保概论 
资源昆虫 
农药营销 

植物病虫害防治
基础综合实训 
植物病虫草害防
治技术综合实训 
植物保护综合实
训 
顶岗实习 

植物及植物生理  土壤肥料 

农业微生物      遗传育种 

农作物栽培     园艺植物栽培     



专职实验室管理人员 2名。9名教师承担了校内外实验实训室的建设任务，利用

寒暑假下企业锻炼的教师达到 20 多人次，承担企业科研项目、工艺改造的教师

4人，通过这些方法，及大地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 

在团队教师中，有 2名教师获得教学名师，3名教师获教学新秀教师的教学

效果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编写了本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制作了 5门课程

的多媒体课件，参加编写了 10 多门相关课程的高职教材。形成以职业为导向人

才培养模式，形成工学结合的“四级理论教学体系、“三级”实践教学体系。 

近五年，本团队教师共主持省级校级教学课题 2项，完成了《以职业为导向

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建设标准研究与实践》等教改课题的立项、开题报告、调研、

总结等工作；省级校级自然科学课题 6项，完成了《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研

究》、《陕西猕猴桃病虫害检测预警系统构建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项

目的调查、结题等工作。出版专著、教材 10 余本，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教学和

科学研究论文 30多篇，获省、市级科技进步 2项。 

4.拥有功能完善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本专业的植物保护实训中心，包括昆虫实训室、病理实训室、农药实训室，

以及昆虫标本室、农业害虫标本室、病害标本室、农药标本室等，还拥有专业基

础课程的实验室，如有机化学实验室、农作物栽培实验室、园艺植物栽培实验室

等。这些实验实训室，基本能满足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学生专业课程实验实训的

需要。目前，学院已经投入150万，建成了行业领先水平的现代化数码互动植物

病理实验室和昆虫实验室。 

另外，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还有下内外实训基地若干个，实训基地是教师和

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训练的场所和测试考核中心，是教学、生产和科研三结合一体

化建设的载体。植保专业整个教学实训基地分作物标本园、科研试验田和生产基

地三大块，分布于学院实训中心，彬县基地、凤县基地，以及各大校企合作企业。 

学院每年都列支有固定实习实训经费，用来满足植物保护与检疫专业及专业群实

践教学的需要。 



 

                                

 

 

 

校外实训基地海利尔研发中心 

 

实验室一角 

 



 

 

 

三、学生就业与发展 

1.就业面向 

各级农业局、植保站、检疫站、植物产品安全监督机构、农技中心、园艺站、

果树站、蔬菜站及个大型农资企业。如：市、县农业局、农技中心、质监局等；

美国杜邦公司、青岛海利尔药业集团、陕西上格之路农资商贸有限公司等。学生

在校期间，可参加植保、园艺、农学等专业的自学考试；也可参加专升本考试取

得本科文凭。 

2.职业资格证书 

学生毕业可以获得以下证书： 

（1）资格证书：本专业职业岗位资格证书2个（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

证书或行业关键岗位岗位证书）。 

（2）英语证书：本专业学生取得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证书，或PETS

英语二级单科（笔试或口试）及以上证书。 

（3）计算机证书：本专业学生取得“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考试（NIT）”2

个模块合格证书；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一级及以上级别的等级考试合

格证一个；或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初级以上证书。 

太白山实训基地实习瞬间 

 



3.发展前景  

 

 

 

 

 

 

 

 

 

 

学生在校期间，可参加植保、园艺、农学等专业的自学考试，获得本科文凭； 

学生到三年级时，可以参加专升本考试，到本科院校继续学习。取得本科文凭后，

还可以继续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学生进入企业成为生产检验线的技术员，可以继续成长为班组长、车间主任、

部门经理；学生进入企业成为销售员，可以继续成长为销售主管、片区经理、总

经理，也可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四、优秀毕业生 

学生毕业，获得植物保护专业高职高专毕业证 

各级农业局、植保站、农技中心、植物产品

安全监督机构、园艺站、果树站的技术员,企

业生产线的技术员、销售部门的销售员 
 

农艺师，车间主任、片区经理 

各级农业局、植保站、农技中心等的负

责人，农药企业总经理、自己开公司 

继续深造，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考公务员，或进入农口事业单位 

继续深造，获得博士研究生学

位，进入国家高校或研究单位 
 

参加自学考试获得本科学位，或

专升本进入本科院校继续学习 

植物保护专业发展方向 



 

 

 

刘洋，2002 届毕业生，陕西满翰粮农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7 年被《农资与市场》、北京一亩田授于“苹

果优秀服务商”称号 

韦挺，2008 届毕业生，陕西农心作物方案标准店老板 



 

 

 

 

 

罗俊林，2008 届毕业生，天津德澳种业

有限公司南方省区经理 

杨霄，2010 届毕业生，与同学一起自助创

业，现为陕西农鑫商贸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薛晓炜，2014 届毕业生，陕西硕丰农化开发有限公

司老总，陕西省 “十佳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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