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四届全国农业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1 嫁接技术 高照全 程建军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 犬静脉输液技术 胡平 关文怡 张凡建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 农产品品牌的微信传播 李伟伟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4 小孔黑木耳立体栽培新技术 张  娣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 
基于信息化手段的完达山装箱牛奶

入库之旅 
赵春杰 许继英 夏凡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6 鸡肉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检测 王菲菲 王丽 李晓红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7 蔬菜播种操作 吕爽 秦微娜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8 指导客户营业部开户 尹莹 卢彩虹 杨瑛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9 母犬卵巢子宫摘除手术 张风荣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0 养鸡场大肠杆菌病防控 李婧 王洪利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1 植物营养器官与生殖器官的相关性 韩鹰 陈军 曹春燕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车辆配载 冯琳 谢璟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3 大棚温湿度监测采集系统的组建 孙翠华 王锋 过琦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4 目的基因体外扩增——PCR反应 姚芹 金小花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汽车无法起动故障检修 吴阿敏 尹华 高超学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6 麦芽的糖化 操庆国 陈岑 宣文芳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7 中央空调风管设计 荣梅娟 吕峰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18 牛创伤性网胃心包炎的诊治 方向红 於敏 赵永旺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9 牛结核病的防制 陈琳 袁橙 孟婷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20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与工作过程 李旭东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21 识花制本 薛明珂 尚晓峰 刘明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2 
汇算易商 一智千金——银行汇票

结算业务处理 
李晓娟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3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操作使用技术 李国秀 刘颖莎 范学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4 松花蛋中铅检测 车玉红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1 种子水分测定 张海娇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 
看得见的心音——动物心血管

系统检查之心脏的听诊 
蔡泽川 孙建 白欣洁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 资金条件的利用 吕  娜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4 单增李斯特菌的检测 田文静 黄广学 李淑荣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5 犬心脏形态  结构识别 钟登科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 有机蔬菜配送 路以兴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 智能小车超声波避障 赵文旻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8 速测卡测农残 范丽平 张江 朱志玲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9 盆栽荷花分藕繁殖技术 郭玲 杨明 王日新 辽宁职业学院 

10 菌落总数检测 黄艳青 陈惠敏 辽宁职业学院 

11 
基于图形化编程软件的循迹机

器人设计 
刘宁宁 耿沙沙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2 仓储安全管理 徐玖丹 张隽殊 孙福东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3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 孙秋艳 朱明恩 刘雪芹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4 片剂制备的信息化教学 魏培 朱瑞娟 段鹏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5 尿液现形记 于枫 徐海滨 王宝杰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6 办理货物的进口申报 安敏 王伟军 潍坊职业学院 

17 零件尺寸测量 刘凤 刘新玲 姜文革 潍坊职业学院 

18 染出阴阳 科学用药 梁  亚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19 茶艺与茶叶营销 金  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 农产品网络营销 蒋丽华 庄诚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1 小车往复运动 PLC控制 吴凡 夏春风 马燕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22 园林植物真菌病害诊断与防治 宋微 曹丽娜 潘静霞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3 家鱼的人工繁殖技术 王会聪 陈军 王煜恒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4 电子商务网站整体设计 张琴 吴婷 岳龙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25 宠物骨折的治疗 刘运镇 吴双 徐婷婷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6 猪的妊娠诊断 陆艳凤 杨晓志 张响英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7 生鲜农产品网络广告策略 胡海婧 唐春根 陈红娟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8 微生物培养基的配制 张璟晶 陈玉勇 毛烨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9 水平角测量 杨溪 杨静 张薇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30 农产品直播营销的策划与执行 胡晶 关迅 魏炜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31 农产品微店公众号推广 夏  霍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2 万向轮支座加工 刘琳静 胡新蕾 何龙剑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3 平面花坛的设计与建植 汤慧敏 梁春辉 李荣喜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34 公交车门开闭机构的设计 李玖详 梅振东 曾小虎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35 
葡萄酒的华丽变身——干红葡

萄酒发酵 
蔡艳 李军民 许彦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36 鸡的采精 胡  凯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37 茶叶中铅含量的测定 潘小梅 朱安妮 李黎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38 水轮发动机的准同期并列 曹利刚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39 食品中菌落总数的测定 雷琼 时静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40 乡村景观设计 单奇 张琴 刘小菊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 杠杆原理 李双双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2 吐司面包制作 陶金华 董自红 石秀花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1 乡村饮食讲解 王桂霞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 温室大棚温度自动采集 胡鹏昱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 奶牛全混合日粮的配制 穆春雨 王洪芳 王春明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4 水肿 焦莉 王春明 王洪芳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5 种子生活力测定 刘  威 辽宁职业学院 

6 解磷菌的菌种检测 孙巍 宋扬 杨桂梅 辽宁职业学院 

7 奶油玫瑰花的车制 孙彦 吴槟 张甦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8 切达干酪的生产 张甦 王微 范婧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9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 许子刚 严晓玲 王海红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10 畜体全身骨骼的识别 牛静华 张学栋 陈泽众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1 
个人所得税篇——工资税前税后

那点事 
徐迎磊 杜伟红 柴旭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2 凝集试验诊断羊布氏杆菌病 杨井坤 金璐娟 周扬 黑龙江职业学院 

13 家禽的人工孵化 孙得发 肖发沂 郭瑞萍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4 微信公众号图文推送 苏森 高嗣慧 徐强珍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5 会计科目 付秋颖 张云生 孙茜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6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孙一平 付友 寇荟阔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7 搅拌型酸乳的加工 刘希凤 谢虹 张艾青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8 牡丹的促成栽培 丁美丽 雒新艳 李常英 潍坊职业学院 

19 从植物萎蔫讲起 李常英 雒新艳 丁美丽  潍坊职业学院 

20 商品条码入库 李  莹 潍坊职业学院 

21 填制差旅费会计凭证 马骁驰 潍坊职业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22 CVT检修 王瑞娟 李琳 徐京峰 潍坊职业学院 

23 垫圈类零件冲裁模的拆装 牛文欢 王琦 姜雪燕 潍坊职业学院 

24 盘式车轮制动器检修 田争芳 王锐 刘娜 潍坊职业学院 

25 微生物接种 杜冰冰 潍坊职业学院 

26 海洋中的冬虫夏草 吕云云 王珊珊 栾会妮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27 催产注射 王珊珊 吕云云 栾会妮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28 上春之芳菲——花的识别和鉴赏 田斐 孙国波 任勇攀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29 木本植物整形方法 闵宪梅 淄博职业学院 

30 芽接育苗 徐  峥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1 食品标准的编写 李冬霞 周翠英 陈金春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2 水稻分蘖成穗调控技术 史培华 赵艳岭 邱晓红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3 肠管切除和吻合术 赵彬 刘国芳 周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4 会计造假的情形及法律责任 刘建华 陆建兰 凌静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5 众里寻她千百度 营销何以更精准 刘凡馨 吉根宝 张鸣峰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6 螺纹紧固件连接画法 金文忻 陈秀珍 黄克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7 蛋糕的制作工艺 洪文龙 曹淼 许俊齐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8 资金的时间价值 汪小华 周剑飞 汤敏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39 犬吸入麻醉技术 周红蕾 李艳艳 丁丽军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40 杜邦分析法在农业上市公司的应用 张月兰 袁育明 王宇航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41 发酵剂的制备 瞿桂香 李志方 施帅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42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意境之美 张金锋 石玉波 张平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3 碗盅工夫茶艺动作要领 范春梅 刘小煌 陈文贞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44 拿铁咖啡的制作 蔡香珍 林小晖 陈加凤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45 纤纤玉指 舞动美丽人生 刘慧芳 彭小燕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46 
均衡膳食 营养健康——营养膳食

设计与优化 
阎光宇 余蕾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7 组合盆栽的制作 胡超 陈定 涂爱萍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8 种子清选 精选基本原理 陈亮 王海萍 王娟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 草鱼出血病的诊断与防治 孙智武 周乔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0 鸡新城疫抗体测定 张苗苗 陈文钦 林创业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 农产品定价策略调查与分析 陈回花 吴海波 熊瑛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2 婚礼翻糖蛋糕制作 刘安琪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 红葡萄酒前发酵工艺控制 毕宇 李杏元 姜莉莉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4 鸡病理剖检技术 邹振兴 柴巧莲 胡永灵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5 纯牛奶酸度测定  曾智文 杨娜 李翔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6 我和维生素有个约会 李天平 杨娜 轩贵平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7 池塘水质管理 葛玲瑞 陈琼 李美君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8 齿轮零件设计 黄小军 廉良冲 周旭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9 公众号推文标题策划 张盈 艾于兰 刘智雄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60 食品中营养素 Zn的检测 杨承鸿 王一凡 刘智钧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61 24h膳食调查与结果评价 李咏梅 谢婧 程学勋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62 园艺植物病害概念及症状识别 杨芳 孙桂琴 姚志文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63 庭院平面彩色效果图处理 易红仔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64 
信息化时代的宠物诊疗教育——

犬肝炎的诊治 
方霞 李艳 朱钱龙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65 STP战略——切向市场蛋糕的利刃 彭  丹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66 客户价值管理 邓  娟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67 病猪的尸体剖检 和玉丹 胡善辉 黄解珠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68 心形流水灯教学设计 熊松 肖春生 曾小虎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69 玉米种子加工工艺 欧阳丽莹 王彬 张彭良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70 植物的矿质营养 舒晓霞 练华山 陈君梅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71 猪的解剖结构特点 唐丽江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72 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推广 何  磊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73 互联网农业 邹静源 刘雯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74 认识液压传动系统 郭锦玉 吴佳秜 任强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75 培养基的高压灭菌 师红萍 魏玲 唐永玖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76 食品中乳酸菌检验技术 熊荣园 程犇 伏冬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77 种子净度分析 杨振华 郑爱泉 周济铭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8 细菌标本片的制备及染色法 庄向婷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9 后备母猪的发情与配种 侯金星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80 病毒的鸡胚接种与培养 罗艳 高睿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81 牛舍环境评估 牛华锋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82 填制通用记账凭证 邓晓旭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83 “食”面埋伏——瘦肉精 刘颖沙 范学科 李国秀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84 棉花害虫识别与综合防治 王萍莉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