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1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陈灵伟,陈君,王雪媛,段晓联 Basic English for Colorful Clothing 一等奖

2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崔卫,史悦,宋琪,刘宇宸 初入职场情境英语 一等奖

3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蒲春芳,张美凤,满忠辉,郭伟
Journey of Discovering Beauties 发现美的
旅程

一等奖

4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孙秀燕,谷成玲,李振山,陈益鹏
以定积分之道 铸零件加工之技
——定积分及其应用

一等奖

5 济南职业学院 燕燕,吕杭蔚,刘君 大美中国 广蕴人文 一等奖

6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林涛,杨学慧,石艳娜,张文雯 五位为帆创新为桨 扬帆远航强国之路 一等奖

7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赵燕,徐春暖,赵敬,王卓恒
Culture & Technology---文化科技行，共筑中
国梦

一等奖

8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崔亚丽,李娟侠,李俊平
Transportation —Tips for High-speed
Railway Service 高铁服务必备英语

二等奖

2020年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拟获奖作品名单（高职组）
（同一奖次内按第一位团队成员姓名拼音排序）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附件2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9 烟台职业学院 高晶,纪志凤,葛俊杰,颜廷法 大数据环境下空气质量数据的分析与展示 二等奖

10 滨州职业学院 郭婷婷,杜航,赵玉霞,孙晓艳 奔涌吧，后浪！ 二等奖

11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郝丽君,张金芳,王辰,孔伟
Practical English for Bilingual Tour
Guide (有朋自远方来，双语导游实用英语）

二等奖

12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李靖,赵汗青,潘丽霞,高静 安全出行，一路相伴 二等奖

13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石红芳,辛乐,郝玲,陶琳琳 微中之“道” 二等奖

14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宋晓丽,张敏,马皓,宋玲 给你 一片阳光——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训练 二等奖

15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孙剑,王静,王书丽,李舒琪 以青春之我 圆中国之梦 二等奖

16 菏泽职业学院 王敏,王湃,苏畅
传承经典 博衍育人——诗词愉情壮志 提升导
游素养

二等奖

17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婷婷,吴朝辉,刁晶晶,付金平 品古今诗文，咏家国情怀 二等奖

18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文静,袁海君,王佳 导数及其应用 二等奖

19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阎宏,孙玉芹,范守忠,郝树英
逐梦新时代 绘制新蓝图——“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

二等奖

20 东营职业学院 张志媛,孙玉,仉朝晖,贾莹 “疫”路同行 心系美好——健康心理的养成 二等奖

21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周秀娟,臧燕妮,王琪 以英语为剑，开国贸花路 二等奖

22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陈洪仕,苏刘忠,王元明,李芮瑶 复工复产，数据有“我(Excel)”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23 山东协和学院 崔海燕,李晓晓,韩祥伟 医者仁心 立志报国 三等奖

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高爱国,牟晓峰,孙庆,郭茹
团建.团练.团实战 育炼狼性团队——团队拓展
之场地项目

三等奖

25 临沂职业学院 管明龙,王金义,刘夫楠,张娜 谋复兴 布全局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三等奖

26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郭丽华,陈尔建,杨婷婷,王九福 从数据规律中探索微分学奥秘 三等奖

27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胡家瑛,徐姗姗,宋春晓,柳广鹏 数据呈现之美——Excel数据处理与分析 三等奖

28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胡艳丽,亓洋洋,贾丛丛,孙绪娜
以餐会晤 直通职场——商务会餐英语
（Business Meals）

三等奖

29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姜力源,孙燕,张红朗,吕前 中国梦·复兴梦 三等奖

30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李兆斌,苏媛,孙昕 函数、极限与连续 三等奖

31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梁栋,孙延宁,胡晓琳,刘兴义
援外抗疫 “询”医有道 Medical Procedures
in English

三等奖

32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廖杰,杜茜,徐鹏 “四个全面”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 三等奖

33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孙蕊,张慧惠,于慧娜,油影 医路有你，职等你来 三等奖

34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孙霞,林岩,马慧敏,王广英 行“知”旅，学“西”语 三等奖

35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王萍,尹秀,李爱萍,丁丽娜 Food and Travel--谈美食 观世界 传文化 三等奖

36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王秀芬,黄一飞,孙晓波,王叶
如椽巨笔 擘画强国蓝图——“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

三等奖

37 淄博职业学院 许颖慧,梁琛琛,于文文,刘明明 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38 威海职业学院 薛云喜,刘金玉,林媛,赵喜婧 弘扬中国精神 培育中国价值 践行中国道德 三等奖

39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张彩艳,孙艳勤,刘兰梅 导数的应用 三等奖

4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张海鸿,瞿德文,吴晓雨,宋晓蓓 培根·铸魂·聚力 三等奖

41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张颖,李华,蔡婧,孙峰
圆梦——建一流军队、展大国风范、强核心地
位

三等奖

42 菏泽职业学院 赵文菲,徐敏,王燕珍,杨爽 有朋自远方来——旅游行程及安排 三等奖

1 威海职业学院 高磊,张旭,李欣,时秀波 非遗锡镶产品包装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2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高琳,黄媛,李慧,杨晓彤 税映初心-企业所得税计算与申报 一等奖

3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郭丽娟,宁琦,王磊 电力电缆运维与检修 一等奖

4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李甜甜,纪红,南楠,庄竞
中国智造，设计赋能——推土机变速箱齿轮传
动设计

一等奖

5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马祯,李晗,郝亚惠,王珊
悠悠古诗词 声声情韵长——幼儿教师歌唱技能
训练

一等奖

6 烟台职业学院 齐晶,唐岩,孙序佑 实施入库作业 一等奖

7 滨州职业学院 邱聪聪,朱艳丽,孙东涛 数字营销策略 一等奖

8 济南职业学院 史晓睿,任姗,郭胜男,陈宁 音乐伴我成长 一等奖

二、专业课程一组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9 滨州职业学院 苏国明,孙佳,郭红丽,李亮 “氧路”与“养路”之呼吸和消化 一等奖

10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孙常华,张雅美,孙丽萍,王小梅 知调速，懂变频，擅应用 一等奖

11 济南职业学院 孙冠甲,秦颖,王梓诺,陆飛彤
“形神合一”体验式家具设计
——座椅设计

一等奖

12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孙燕,高国华,刘翠,吴修文 呵护生命-正常孕产妇管理 一等奖

13 济南职业学院 孙玉峰,商义叶,冯占营,袁方方 智能仓储与视觉检测单元系统集成 一等奖

14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于蕾,姜静,詹鑫 守望生命的花开----围生期母婴保健与护理 一等奖

15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于瑛瑛,方春慧,张静,崔亚男
精“装”细“调”，匠心匠行——典型气动系
统的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16 威海职业学院 张宁宁,初丹丹,段军
匠心巧设计，匠艺暖安家--中户型住宅空间设
计

一等奖

17 淄博职业学院 张元元,曾祥军,王希珂,张迪 “车随我动”——汽车起动系统检修 一等奖

18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赵崇,乔鹏,刘冬峰 给水处理工艺与运行管理 一等奖

19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丛娜,陈汝敏,苏敏 “画润童年，师绘童心”——简笔画造型 二等奖

20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丁鸿,韩采宏,宫昕璐,刘德元
凝"新"聚"利"，"匠"税于心——个人所得税纳
税实务

二等奖

21 枣庄职业学院 丁晓东,杨南,李健,孙倩倩 解密梁的平法识图与钢筋构造 二等奖

22 济南职业学院 董亚萍,高帅,侯玉倩,刘媛媛 留住乡愁-乡村庭院景观设计 二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23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段宏钢,刘艳平,李玉美,李菁 工业机器人视觉分拣系统编程与调试 二等奖

24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傅丽,陈雨,王猛,陈丽姣 循环脱硫液的输送 二等奖

25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郭嫔,马爱霞,李京杰 健康代谢，食安中国 ——三大营养物质代谢 二等奖

2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郭莎莎,林彬,于海静,刘文君
压力性尿失禁老年人的照护；吞咽障碍评估；
跌倒的预防-环境支持（线上课堂）；吞咽障碍
老人的照护

二等奖

27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韩璐,张娟,平原,周心洁 筹划方寸间，决策千里外 二等奖

28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侯磊,朱佳,张义 大数据强国-大数据采集 二等奖

29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李明媚,管爽,刘飞,林晓
别开生“面”的匠心“智”作
——焙烤及膨化食品加工技术

二等奖

30 潍坊职业学院 林琳,李莹,庞立伟,邱明静 我运货，你放心--公路货运组织与决策 二等奖

31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刘丹赤,王秀敏,夏之云,刘婷婷 更精更准——让铅磷无处可逃 二等奖

32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刘珉,孙智贤,程炜杰,冷静 稳外贸转方向——CIP进出口贸易 二等奖

33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刘强,宋超超,孙宜彬,李振
“配”客户托付，“送”一路承诺——连锁零
售企业的配送管理

二等奖

34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芹,袁科新,闫青,贾连芹 病房呼叫电路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35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刘希凤,张艾青,任伟伟,徐衍胜 冰雪“淇”缘—冷冻乳制品 二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36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欣荣,王云云,曲福蓉 孔雀飞来——傣舞翩跹 二等奖

37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吕昕晖,伊廷美,李元宝,纪兴华 二板式注塑模具设计 二等奖

38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苏明静,者奕宁,牛津
打造和谐小家 共建团结大家——装配式公租房
内装设计

二等奖

39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静,刘娟,石红玉 常见慢性病的药学服务 二等奖

40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孙秋艳,解红梅,孙霞,李丛丛 慧眼识“菌” 防患未然——细菌的认知 二等奖

41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谭逸萍,李亚文,李靖,刘志通
精于勤 诚于心——电动汽车高压系统安全拆装
与检测

二等奖

42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王玺,何晓宇,赵笑笑 “明与暗”—揭秘调光灯 二等奖

43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王秀芳,乔羽,周丹丹 基于Nginx技术的“助农直播平台”性能优化 二等奖

44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勇,王丽丽,郎婷婷,韩旭东 一花一草一世界——微距摄影 二等奖

45 枣庄职业学院 魏琳,岳红,李颖,张宁 化工生产输送系统控制 二等奖

46 淄博职业学院 吴丽娟,梅研,王谦,梁靓 主要经济业务核算与记账凭证生成 二等奖

47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于巾茹,康寅,姜雪晨,葛玉洁
大千“饰”界，匠心独“距”——装饰工程计
量与计价

二等奖

48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于蕾,杨晓星,邱魏魏,彭雪薇
赢在决策，根在会计—马云云创业记之决策分
析

二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49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蓓,肖明和,李静文,刘明宽 匠心匠技 装配未来—预制剪力墙生产与施工 二等奖

50 威海职业学院 张婕,赵珊,孙峰丽 金牌店长成长记——营业员岗位管理 二等奖

51 烟台职业学院 张恕爱,宫晓峰,孙蕾,王敏斯 冲裁工艺及模具设计 二等奖

52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赵伟,张丽丽,靖麦玲,苏静 “精产品 卖全球”跨境电商产品发布 二等奖

53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朱彦熙,王宝昌,陈祥鹏 二手车技术鉴定与价值评估 二等奖

54 滨州职业学院 宗永刚,张志杰,赵志强,李甫 防患于未“燃”--船舶防火与灭火 二等奖

55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陈东,万云云,苏玉环 人体探秘之吸新吐故，刻骨铭心，血脉相通 三等奖

56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健,洪卉,李丽萍 消毒水有效成分的检测 三等奖

57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凯,彭坤,陈利华
电商之道 运营有数——生鲜电商助农项目数据
分析

三等奖

58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秋霞,王淑霞,王泽磊,赵金凤 螺纹轴数控加工工艺制订与实施 三等奖

59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陈文,吴林,陈宝琅,韦福利 呼吸生理与临床缺氧 三等奖

60 烟台职业学院 代丽华,孙程,张志敏,王影东 精准施策 精益求精---船体分段装配 三等奖

61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丁祥云,庄园,尹华伟,李真 走进人体微观世界—探秘生命起源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62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董颖,李芬,刘卓雷,王延波 航空航天领域中——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三等奖

63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都慧慧,邓真真,别春晓
保障用药安全 助力健康中国——社会药房药学
服务必备技能

三等奖

64 淄博职业学院 郭方营,马文莹,张苗苗,姜翰 自动化生产线分拣单元控制系统设计 三等奖

65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郭连霞,窦晓琛,王婧茹,丁月华
精“裁”细“缝”，“修”外“慧”中 ——合
体连衣裙的立体裁剪

三等奖

6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季丹丹,王扩军,王帅,张作熙 集装箱运输整箱货出口业务 三等奖

67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贾素宁,张丽丽,王文涛
“玩出智慧、玩出健康”——幼儿建构游戏与
体育游戏设计与指导

三等奖

68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靖秀辉,赵丽莉,李小玲,于倩倩 混凝土工程计量与计价 三等奖

69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李刚,刘雪莹,范伟 有机含氧衍生物与对映异构 三等奖

70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李燕,张樱,翟特,巩政 寻光探影--摄影用光与构图的视觉魅力体现 三等奖

71 潍坊职业学院 李英,朱丽兰,李艳玲,崔娟 美食类APP界面设计 三等奖

72 山东职业学院 李正伟,梁雪,任刚 复兴号动车组塞拉门系统检修 三等奖

73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林亚囡,王丽红,王梓涵,修昱行 运筹帷幄 管之有道 三等奖

74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刘静,王洪涛,许聪,周扬娟 商务“小萌新“解锁下单”密钥“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75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刘益真,潘艳华,王孟于,尹艺臻 亦师亦导 亦乐亦学——研学导游服务 三等奖

76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马红蕊,王小霞,李文娟 医技学精通 仁爱护健康—围手术期护理 三等奖

77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马妍妍,高婷婷,吴丹丹,刘莹 大数据岗位分析与可视化 三等奖

78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孟洁,卢吉强,梁舒静 “保”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保险规划 三等奖

79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孟巍巍,尹君君,张宏如,岳炫
以“短”见长——服装抖音短视频的营销与运
营

三等奖

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孟宪宁,王靓,王伟 智慧家居系统 三等奖

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平衡,云玉屏,王玮,刘海莺
润物有声，同心抗疫——音频播放器的设计与
制作

三等奖

82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亓琳,刘莉莉,李文超,王国强 校园卫生防控主题H5项目开发 三等奖

83 临沂职业学院 孙丽娜,刘洪军,王继升,伦萍萍 “红色沂蒙”旅游网首页制作 三等奖

8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孙治国,高娟,范素英
匠心诊源 巧手排故——汽车起重机变幅无力液
压故障诊断与排除

三等奖

85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谭鹏,鲍宇,范新蕾,邢月梅 健康从“心”开始——循环系统疾病的照护 三等奖

86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王冰,张伟伟,邢爽,韩春婷 损伤病人的护理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87 菏泽职业学院 王迪,陈琢,朱文娟,邵伟 共抗疫情 物流先行--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三等奖

88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王娜娜,韩佩宏,徐艳,郑建润 汽车空调系统检测与维修 三等奖

89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王秀军,李怡伟,陈晓洁
精益求精 艺无止境—民航服务礼仪在客舱服务
中的应用

三等奖

90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王一如,车学董,秦菊,李猛 镜头造型与剪辑技巧 三等奖

91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韦淑亭,魏敏敏,刘云 以情析心、以诚待客——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三等奖

92 临沂职业学院 吴旻,李子江,汪兆荣,侯雪 婴幼儿健康与生活照护 三等奖

93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吴欣,王艳,徐玉玉,刘珈亦 运动生活，康复有你---骨、关节、肌肉 三等奖

94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徐娟,尹爱花,孟丽君,秦辉 信用证项下的制单结汇 三等奖

95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杨经伟,肖丰霞,王书平,申加亮 计时器的设计与制作 三等奖

9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尹晶莹,韩秀秀,张雪妍
新旅游 心导游——“旅游+”个性化导游技能
训练

三等奖

97 东营职业学院 尹元元,刘云,刘蒙蒙
原来“视”你，“安”全防疫--人脸识别技术
应用

三等奖

98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袁堂青,曾琦,邱军辉 “随机而动”——移动端京东商城项目开发 三等奖

99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翟媛媛,徐红,薛娜,张良朋 心灵美韵 润泽童年——小学儿童的认知发展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100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战美玲,赵芳,周栋 以5G视角开启信号的奇幻之旅—透视通信技术 三等奖

101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张聪,左常江,梁利花 苯乙烯反应器的设计选型与操作 三等奖

102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升峰,台斌,王雪,张晓杰
玩转科学 启迪智慧（幼儿园观察、实验、技术
制作、科学游戏和区域活动设计与指导）

三等奖

103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张晓艺,原玉萍,姜林杰,马宁 饰家●释美——居住空间室内陈设设计 三等奖

104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赵玉娟,刘瑞婷,张晓晨,曹生鹏 呵护胃肠 肝胆相照——消化系统疾病 三等奖

105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甄冰,李娜,左丽丽,牛洁 直播营销 三等奖

106 菏泽职业学院 朱丽娜,李海凤,杨春平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与污染控制 三等奖

107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济
南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济南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朱莹,管玲,余晓东
激扬儿童言语生命 彰显教师教育智慧—小学英
语语音教学技能训练

三等奖

1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杜英玲,苏燕,田峰,周恒超
随物而制，待时而动——物流自动分拣系统设
计与调试

一等奖

2 威海职业学院 解美婷,于筱颖,陈伟,丛高祥 同轴同心 共铸匠心--轴套类零件数控车加工 一等奖

三、专业课程二组



序号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3 济南职业学院 李善,牛军,张瑞珊,张善平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回转类零件测量 一等奖

4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郗欢欢,贺翔,刘源,孔国栋
传承工匠精神，问诊新能源汽车“心脏”——
动力电池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一等奖

5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肖海文,王艳丽,陈乃超,王茂慧
守正创新，独具创“椅”--多功能椅子设计与
模型制作

一等奖

6 烟台职业学院 于慧,郗军红,孙桂芝,裴宝浩 匠心传承·起动未来——汽车起动系统检修 一等奖

7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郭婷婷,周效仪,刘延艳,张文静
以舞正心以舞育人——雪域高原藏之舞与幼儿
舞蹈创编

二等奖

8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韩强,黄理法,孙朝栋,孙一龙 电力十足—汽车电源系统检修 二等奖

9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季付涛,郑渊,郝兰英,李庆玲 门机电气维保与智能改造 二等奖

10 淄博职业学院 景萌,闫丽萍,刘鸣 混凝土质量控制与检测 二等奖

11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刘海客,张艳杰,张心一 做变电站的守护者——变电运维实训 二等奖

12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孟建明,宫月月,田延娟,李文秀
爱心涌动 让爱发光——炫彩流水灯的设计与制
作

二等奖

13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王光健,郭贵荣,许文素,郭芊孜 餐前服务技能实训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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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王金君,李吉楠,杨守元,刘方圆 俯首甘为孺子牛——奶牛传奇的一生 二等奖

15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卫晓英,林洁,毕春慧,樊镇棣 浓浓酒香 滴滴品质——酒的检验 二等奖

16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吴晓燕,王松红,王乔振 有感而生——智慧温室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17 枣庄职业学院 杨金玉,王健,李明聪,郑聪
行稳致远，匠心护航——汽车行驶系统的典型
故障

二等奖

18 临沂职业学院 张峰,李守存,窦青嵩,吴慧颖 阿尔法公司企业网络建设项目 二等奖

19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陈义群,王晓林,王崇妍,马刘
守护绿水青山——生活污水中营养物质的监测
与治理

三等奖

20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顾晓慧,王鹏,盛杰 鱼糜制品加工技术 三等奖

21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黄娜,乔璐,刘卫国,年春桥 方寸乾坤 匠心造就---品牌服饰橱窗陈设实训 三等奖

22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黄琦炜,王茜,刘岳,陈雪 寻声问道-----广播剧创作与主观评价 三等奖

23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李丽娟,刘晓涵,刘敏 精益求精，守护生命-注射给药及药物过敏试验 三等奖

24 潍坊职业学院 刘娜,王锐,冯加锋 车身面板的损伤修复 三等奖

25 滨州职业学院 刘倩倩,刘希杰,吴晓 “针”心呵护 “药”你健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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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纯子,杨帆,吴迪 趣舞翩翩 歌舞童年——幼儿舞蹈表演与创编 三等奖

27 菏泽职业学院 马文彬,吴春雪,孔明炜,石振飞 雕首页画产品——匠心独运做美工 三等奖

28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孟雯雯,宗胜春,闫静雯 电商助农——网店推广巧引流 三等奖

29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任延艳,郑冠琳,石红伟,徐晓晓 守护生命花开 护航母婴健康 三等奖

3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宋倩茜,李芳,张君,马双 淘宝营销推广：流量变现就这么简单 三等奖

31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汪爱丽,刘静,褚红宽,田长华
问诊汽车中枢神经，锤炼智能网联技术——车
载网络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

三等奖

32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杨素芳,田振龙,李惟肖,刘如迪
初心不改 匠“芯”育人—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
与检测

三等奖

33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张华荣,李玉芝,李香玲,李静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 三等奖

34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景美,王静文,王少娟,于凯 悟科教之道 育幼教之师 三等奖

35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张利,邓祥周,屈东坡,于波 工件装配流水线的PLC控制 三等奖

36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郑熠,高海燕,相永昌,陈涛 城市的净化器——街头绿地景观设计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