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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指委函〔2021〕14 号 
 

 

关于公布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师
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入围决赛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由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五

届全国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于 4 月 19

日启动，经过初赛、复赛，现进入总决赛阶段。全国共有 1507

名教师报名参赛，820 名教师入围复赛。大赛组委会组织专

家对复赛作品进行了评审，共有 257 名教师入围决赛（名单

见附件 1）。现就决赛阶段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 

（二）承办单位。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全国交通运

输产教融合服务平台。 

（三）协办单位。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

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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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北京物研科技有限公司。 

（四）技术支持。长风网。 

二、决赛时间和地点 

（一）决赛时间。2021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2 日（7 月 8

日全天报到）。 

（二）决赛地点。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郑州

市中牟县文明路 1 号）。 

三、决赛对象及决赛分组 

根据复赛作品评审结果，入围决赛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高等职业学校、本科院校交通运输大类以及与交通运输相关

的财经商贸、电子与信息、土木建筑等专业的教师及本科院

校新商科、新工科专业教师将分中职组和高职本科组两组进

行决赛。 

注：入围决赛但未报到的教师，视为自动放弃决赛资格。 

四、决赛日程安排 

日期 具体安排 具体地点 

7 月 8 日 入围决赛教师现场报到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9 日 入围决赛教师现场培训、参赛作品

准备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10 日 大赛开幕式、现场总决赛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11 日 大赛闭幕式、颁奖典礼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12 日 返   程  

五、决赛方式 

入围决赛的教师须利用全国交通运输产教融合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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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长风网的云课堂，再次优化升级自己的复赛作品，针对 1

个教学单元/任务（1—2 课时），基于长风智慧教育产品/

环境的支撑进行现场信息化教学实施（模拟授课）。信息化

教学实施（模拟授课）采用真实课堂的形式完成，承办单位

提供比赛现场的学生支持。 

现场抽签决定比赛顺序，信息化教学实施（模拟授课）

15 分钟、答辩 5 分钟、换场 1 分钟，最终由大赛评委会根据

《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决

赛 评 价 标 准 》 （ 评 价 标 准 将 公 布 于 大 赛 官 网 ：

http://cfnet.org.cn/）评选出大赛各类奖项。 

六、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项 

一等奖占决赛参赛人数的 15%；二等奖占决赛参赛人数

的 25%；三等奖占决赛参赛人数的 60%。一、二等奖获奖教

师将被聘为全国交通运输产教融合服务平台长风专家讲师，

从事项目支持工作可获得专家讲师津贴。 

（二）团体奖项 

1．最佳组织奖。3 人（含 3 人）以上教师参加决赛的院

校，可获得最佳组织奖。 

2．院校信息化教学创新典范奖。取得个人奖项的参赛

教师所在院校，可获得院校信息化教学创新典范奖。 

七、其他说明事项 

1．决赛限以个人名义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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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赛不收取参赛费用，食宿统一安排，往返交通和

食宿费自理。 

3．参赛作品应为原创，作品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

纷，责任由参赛者承担。经参赛者同意，大赛组委会将统一

组织对本届赛事成果的公益性共享。 

4．入围决赛的教师如确认参加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类

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决赛，请于 6 月 30 日前将回

执 表 （ 附 件 2 ） 发 送 至 大 赛 组 委 会 邮 箱 ：

xxhdszwh@163.com，大赛组委会将于 1 个工作日内回发确认

函。 

5．联系方式： 

张老师：17710618327（微信同号） 

附件：1．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大赛决赛入围名单 

2．参赛回执表 

 

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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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师信息化 

教学能力大赛决赛入围名单 

（按教师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 

 

一、中职组 

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陈朋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快递收件作业 

邓雪 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范锡宏 
新疆供销技师学院（新疆供销学

校） 

农产品仓储操作——普货入库作业

执行 

韩超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空调系统泄漏检查 

胡惠婉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车辆配载 

黄飏 广州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车辆装调与维护 

姜杨阳 柳州市交通学校 直线的投影 

蒋彦瑜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药品冷链物流 

金磊 天津市交通学校 叉车操作实务 

雷红梅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施工质量验一验 

刘美伶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星球亮面的喷绘 

路颖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精职业技能 筑物流强国--验收作业 

罗晓玲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毛兴华 哈尔滨市汽车职业高级中学校 汽车喇叭控制电路检修 

庞春宁 广西梧州农业学校 快递作业实训 

祁生芳 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客户试乘 

沈霖锋 湖州交通技师学院 气门检测 

苏璐 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万宏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汽车维修接待实务 

王馨甜 大连交通技师学院 奥迪轿车起动电路连接 

王颖雯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售后业务流程操作 

许瑞君 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机械制动液的添加与更换 

薛超仁 河南技师学院 活塞环三隙的检测 

杨凯 大连交通技师学院 原子灰刮涂 

杨艳芝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曲柄连杆机构 

姚慧欣 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 

于平 大连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投保方案的制定 

张春阁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礼仪 

周沫 大连交通技师学院 快递作业实务 

二、高职本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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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安军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挖掘机的基本操作 

部峪佼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美美与共，合作共赢——认知供应链 

蔡龙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桥涵施工技术 

蔡雅娟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用“心”修炼“攻城狮”—— 三层交换

机实现 VLAN 间路由 

曹旭光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物流企业管理 

曾锟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直线轨道轨距认识与检查 

陈淑芬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专业英语 

陈燕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动力网关控制系统检修之识结构 

程艳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快递网点的选址 

党永龙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地牛操作 

丁楠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TVM 关站作业 
丁亚利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汽车基础电器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董飞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配线 
杜志华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动力电池内部结构认识与检测 
樊超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物流基础 
方丽君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Dealing with Passenger Complaints 
方艳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货物验收 

房海勃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以动物为鉴—探索钢轨探伤原理之奥秘 

冯志强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市政桥梁施工 

傅花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概论 

高妍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造价 

龚成林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节能减排神器——单相桥式逆变 

郭为花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船舶无线电传设备操作 

郭阳阳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电动汽车高压互锁电路的认知与故障排

查 

何红丽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何舒婷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悬索桥 

何妍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配送中心作业区域布置 

贺文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转向架结构检修及维护-轮对装置检修 

侯晓楠 潍坊职业学院 仓储管理实务 

胡经纬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垂直电梯安全回路突发故障处理 

扈永强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轮机英语 

黄婧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邮轮主餐厅餐前准备 

黄南芬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荐车有术——FAB 利益陈述法 

黄艳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黑科技系列——智能外卖柜的设计

实践 

黄院芳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避雷器 

黄越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套筒灌浆连接 

吉久正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次乘务作业—出勤作业 

季丹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贾东明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蓄电池认识及检测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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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贾彦丽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无节奏流水施工组织 

姜川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制作水平游动字幕 

解鹏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大国重器 钢铁巨龙——盾构法 

孔繁玲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运输管理实务 

雷芳芳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廊施工 

李斌 黑龙江职业学院 动力电池无法上电的故障分析 

李丹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成本性态与分析 

李广龙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汽车商品推介 

李赫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维护与保养 

李建颖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基础 

李江华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李靖宇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工作站安装与调试 

李俊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管理维护船用万能式自动空气断路器 

李蕾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双代号网络图绘制 

李明慧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串行通信控制 LED灯应用开发 

李琦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入库作业仿真优化 

李强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液压传动 

李士国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船舶载重线 

李桃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ATS软件操作 

李骁寅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风险收益分析 

李小亮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性能与检测技术 

李小叶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用证方式下的支付条款 

李雪琴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配送技术与实务 

李艳华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溢流阀的故障诊断与检修 

李月姝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路设计技术 

梁海峰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变速箱传动分析与计算 

林婷婷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典型质量事故案例分析 

刘慧燕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活塞环的拆装与检测 

刘静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制冷循环压力测量 

刘俊霞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敢问路在何方----配送路线的优化 

刘立国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作装置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刘莉淋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丈量大地的身高——四等水准测量的外

业实施 

刘玫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配送管理 

刘妮娜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概论 

刘晓林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地面天气图 

刘营营 山东职业学院 机械设计分析与实践 

刘颖妍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船舶初稳性 

刘毓敏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邮轮免税店产品介绍 

柳云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信用证方式下汇票的缮制 

龙丹 南昌交通学院 GPS 技术及应用 
龙庆文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隔离开关电气互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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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卢华伟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交通工程学 

卢洁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基础 

卢欣欣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配气机构 

芦春荣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供应链管理 

罗来根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新零售供应链管理 

罗想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 

罗玉娟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马德军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马娇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泵送机械服务技术 

马蓉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了解集装箱多式联运运输流程 

马小瑞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工程造价管理 

孟令仪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控制网布设——智能型全站仪调试

与测量 

孟敏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名义利率和有效利率 

孟祥丽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铰链四杆机构的急回特性 

孟岩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草图法地物的绘制 

明凡誉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认识建筑电气工程 

穆建宗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事故车辆判定 

倪琼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党徽三维模型制作 

欧志新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接触网维护与检修 

潘丽娜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汽车维修服务 

潘明存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温度类传感器的检测 

彭芳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CSS3 盒子模型 
任枫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运输绩效管理：反馈与改进 

任桂娇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法规与招投标 

任杨茹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施工作业方式及流水施工的特点 

阮旭艳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趣动空间描绘世界：平面与立体表面的

交线—截交线 

尚杨娇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投资理财综合实训 

邵海泉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转向灯故障检修 

邵孜科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电源系统检修作业 

沈洁惠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PLC 实现电动机起保停的上下位控制 
沈久方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土石方工程计价 
时静亚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指尖造 匠心梦——餐巾折花技巧 
史俊涛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混合动力汽车的基本概念 

宋超超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为快件“行走江湖”穿上“软猬甲”——

快件包装作业 

宋丹丹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源系统检测与诊断 

宋丽梅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信号机 

孙凤霞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纯电动汽车结构与维修 

孙健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卧看牛郎织女星---三星定位之寻星 

孙连娇 云南工商学院 车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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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孙艳丽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车钟令 

孙羽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交通安全管理 

覃炳露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车型推介之实景体验法 

谭莉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转辙机的施工配线实训 

唐德才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船舶电气 

唐梦柔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与电气系统及检修 

田小风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力学——基本概念和静力学公理 

王博运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制冷系统检漏及充注制冷剂 

王丹辉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道路建筑材料 

王丹妮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路设计技术-平曲线超高设计 

王菲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摩阻系数测试车测横向力系数 

王凤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钢筋混凝土结构 

王建莉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PLC 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运行

电路分析与装调 
王珏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个人理财业务 
王开楠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燃油泵控制电路故障诊断—云课堂 
王蕾蕾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制定入库方案 
王璐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桥梁结构混凝土强度无损检测—回弹法 
王明绪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王茉莉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售票机（TVM 机）常见问题处理 
王培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起动系统故障诊断 

王然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目标行业发展分析 

王珊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生活中的增值税 

王显彬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压力控制回路 

王香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千里商机一键连-电话礼仪 

王延荣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开夜床 

王勇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船舶卫星导航仪的操作与使用 

蔚佳彤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被动安全系统的结构与原理 

魏丽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自适应巡航系统认知 

魏琴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企业财务会计 

魏少丽 潍坊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项目投资-动态项目投资决策

评价指标 

魏彦召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油泵检修 

魏扬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单双线半自动闭塞集中联锁接发列车作

业 

翁梅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结构识图 

吴琛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施工的基本方式 

吴鹏鹏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船用油水分离器操作与维护 

吴孙婕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客舱应急救护 

吴智峰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甩挂运输--整车运输 

肖霞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检测土的含水率（酒精燃烧法） 

谢越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保险与理赔-提供交强险购买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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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咨询 

修玲玲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近光灯故障诊断与修复 

徐慧卿 山东华宇工学院 物流信息技术-数据库技术 

徐科婧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徐小东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尾气排放检测结果的判定及原因剖

析 

徐小丽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仓库消防 

徐增勇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绝缘监控警漏电 

薛远水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交通事故现场远景的拍照取证 

颜慧贤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与交通人的职业素养 

颜朋辉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住宅设计与施工 

杨会芹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绞链机构 

杨淼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初探桥式整流电路 

杨涛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与加注 

杨珍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邮轮旅游产品销售技巧 

叶恒梅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预加应力的方法 

叶姗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分段外板展开图 

叶生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混凝土裂缝深度检测备课 

于府平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报案与处理 

于海涛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案 

袁留奎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焊接技术 
袁义邦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CVT 变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翟羽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概论 

张恩朝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程测设 

张峰玉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粘性产品分析 

张广娜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单点交叉口信号控制方案设计与仿真 

张国凡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罗盆的检查 

张海彬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纯电动汽车 BMS 系统认知及检修 

张皓森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碳中和背景下智慧交通中建筑装饰的影

响与发展 
张红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喷油器检修 

张宏阁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喷油器的检查与清洗 

张建磊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船舶辅机 

张瑾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交通电子控制基础 

张靖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快充系统原理与检修 

张静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细集料级配 

张君元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柴油机气阀检修 

张珺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财税审核 

张堃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操作真空沸腾式船舶造水机 

张立法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助力绿色港口发展-船舶接用岸电操作 

张凌雪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单片机 8 路抢答器的设计与实现 
张蒙蒙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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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道路指挥官——交通灯 LED 倒计时显

示 
张思为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车辆水淹现场查勘 

张涛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地质与地基基础——任务 1 钻孔灌注桩

施工 
张文华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认知桥梁结构 

张文志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具坐标系的建立 

张小龙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事故车的判别（车身骨架的检查） 

张鑫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锂离子电池技术分析 

张性伟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气缸测量 

张艳飞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汽车电动车窗故障检修 

张樱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新时代，新个税——年终奖的个税计算 

张莹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张玉玺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应链结构设计策略制定 

张正华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专项训练之无法启动 

赵芳芳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隧道工程施工 

赵海利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创建箱型梁桥 BIM 模型 

赵洁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典型分段的吊运与翻身 

赵亮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船舶锚设备的组成 

赵岩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 

赵燕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感应线圈车辆检测技术 

赵永锟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铁路路基施工技术 

郑萌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品牌形象与品牌形象管理 

郑昕昱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房屋建筑构造 

郑莹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Lesson 1 Responding to passengers 
complaints 

郑峥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风窗刮水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周丽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手摇道岔 

周敏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智能居住空间项目制作 

朱若岭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装配与调整 

朱帅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多缸运动回路 

祝存栋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故障诊断与检修 

宗永刚 滨州职业学院 ECDIS 航线检查 
邹俊杰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船舶柴油机 

 
 



—12— 

附件 2： 

 

参赛回执表 

 

注：请于 6 月 30 日前将回执表发送至大赛组委会邮箱：xxhdszwh@163.com； 联系人：张老师：17710618327（微信同号）。 

 

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邮箱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mailto:xxhdszw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