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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虚拟现实与创新产业应用竞赛组委会

各有关单位：

关于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第五届虚拟现实与创新
产业应用竞赛”获奖情况的通知

鲁技赛函〔2021〕12号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 第五届虚拟现实与创

新产业应用竞赛在省科协与省人社厅领导与大力支持下，已圆满结

束。本次竞赛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共有813名来自全省73家企

事业单位、各级教育院校的选手参加了比赛。现将竞赛获奖选手名

单予以公示，具体详见附件。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虚拟现实与创新产业应用竞赛组委会



附件： 

虚拟现实与动画设计 学生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王振建 37142720*********4 一等奖 山东技师学院 苏学涛 

2 张明毅 37083220*********4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刘昌龙 

3 王磊 37132520*********0 一等奖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鹏 

4 徐德昊 37012320*********X 一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张翠霞 

5 张贵星宇 37148220*********3 一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熊明 

6 付晗磊 37098320*********1 一等奖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 梁振东 

7 韩斐 37010320*********3 二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熊明 

8 张昌智 37172120*********4 二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张翠霞 

9 于庆广 37148220*********7 二等奖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司淑娟 

10 李嘉豪 43098120*********5 二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张翠霞 

11 高守密 37082920*********9 二等奖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邵慧之 

12 孟岩 37012620*********2 二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熊明 

12 张浩颜 37078620*********5 二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郭鑫 

12 张淑琦 37010220*********9 二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熊明 

15 宋文浩 37088120*********3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陈微微 

16 石轩赫 13092320*********x 三等奖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熊明 

17 马紫璇 37088220*********X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林林 

18 孔玉 37172520*********1 三等奖 枣庄职业学院 张健铭 

19 邵明鑫 37040620*********4 三等奖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邵慧之 

20 韩辰硕 37148220*********3 三等奖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薛付超 

20 李广奇 37152520*********4 三等奖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邵慧之 

22 侯雨萱 37010320*********8 三等奖 山东技师学院 苏学涛 

23 刘宏辰 37030320*********X 三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鹿建国 

23 高硕 37078620*********6 三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郭鑫 

25 江盛志 37028220*********2 三等奖 枣庄职业学院 张健铭 

26 岳琦明 37070420*********7 三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郭鑫 

26 赵文龙 37230120*********2 三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吴倩 

 

虚拟现实与动画设计 职工（教师）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吕丽丽 37132519*********3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苏秀云 

2 冯超 37083119*********8 一等奖 青岛华涛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 

3 陈琛 37098219*********8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宋宪立 

4 王嘉怡 37230119*********8 二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苑树波 

5 张广华 37082919*********5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郭召利 

6 王乐乐 37230119*********3 三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王世福 

7 马恩凤 37082219*********5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刘莹 

8 肖腾 13048119*********4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程希 

 

 



3D 数字设计与打印 学生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房杰 37232520*********8 一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隋雨君 

2 刘志远 37081120*********7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王倩倩 

3 陈圣凯 37083020*********3 一等奖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静 

4 陆信宇 37028320*********6 一等奖 平度市技师学院 王海涛 

5 王子龙 61073020*********0 二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鹿胜玉 

6 吴潇迪 37088120*********6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忠宏 

7 刘召旭 37028320*********7 二等奖 平度市技师学院 曾令令 

8 徐利伟 37130220*********5 二等奖 临沂市技师学院 张再成 

8 王玉通 37091120*********7 二等奖 莱芜技师学院 周志旸 

10 李汶泺 37081120*********2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杨美娟 

11 张洪溢 37233020*********0 三等奖 山东省水利职工大学 鹿胜玉 

12 赵艳杰 37293020*********9 三等奖 菏泽技师学院 商开振 

13 刘宇航 37120220*********1 三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鹿胜玉 

14 武润东 37232120*********1 三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赵英英 

15 秦瑞琛 37083220*********X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黄兴志 

16 牛东岳 37172220*********7 三等奖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杨 

17 张士海 37018120*********0 三等奖 潍坊职业学院 解永辉 

18 吕庆涛 37088320*********8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菊 

18 胡国正 37082919*********0 三等奖 山东理工大学 /  

 

3D 数字设计与打印 职工（教师）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田芳 37088219*********2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赵之喜 

2 王菲 37232119*********8 一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刘岳 

3 李康 37081119*********1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葛红 

3 烟承梅 37078119*********3 一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 

5 王振 37230119*********3 二等奖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申云波 

6 张超 37148219*********0 二等奖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 

7 徐华强 37078419*********9 二等奖 安丘市职业中专 / 

7 李云朋 37148219*********5 二等奖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 

9 王智勇 37078419*********3 二等奖 安丘市职业中专 / 

10 亢淑娟 37252519*********1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张路华 

11 严纪兰 37132319*********4 三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 

12 王金铃 37233019*********3 三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 

13 陈杰 37032219*********3 三等奖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 

14 刘兰兰 37078319*********2 三等奖 莱芜技师学院 于春海 

15 吉萍萍 37078219*********7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类成玲 

16 曹会腾 13012719*********0 三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 

17 鹿胜玉 37030619*********7 三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 

 

 

  



工业产品 CAD 设计 学生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韩东良 37080220*********X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姚坡元 

2 胡国正 37082919*********0 一等奖 山东理工大学 / 

3 刘宏宇 37172320*********X 一等奖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春柳 

3 石粮荣 37030320*********2 一等奖 滨州职业学院 张玉梅 

5 卞思童 37081120*********9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张连永 

6 赵磊 37078220*********0 一等奖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崔艳 

7 赵金超 37078520*********X 一等奖 
潍坊豪迈科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于常有 

8 李亚昊 37172620*********4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夏翠萍 

9 王鑫宇 37082720*********3 二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孔令宝 

10 陈飞翔 32032420*********4 二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杨晓光 

11 王硕 37078520*********6 二等奖 
潍坊豪迈科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于常有 

12 高化博 22028120*********9 二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李向前 

13 田作家 37172320*********5 二等奖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蕊 

13 徐振坤 37088320*********1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侯辉 

13 陈政 37028120*********4 二等奖 滨州职业学院 田欣 

16 孙鲁 37172120*********0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保稳 

17 高延硕 37152520*********3 二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张瑞杰 

18 于喜龙 37082720*********X 二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胡国凯 

18 王豪杰 37052220*********2 二等奖 东营市化工学校 张学涛 

20 刘晓瑞 37028320*********7 三等奖 平度市技师学院 赵仕伟 

21 王良生 37082720*********1 三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孔令宝 

22 潘博瑞 37142520*********7 三等奖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齐河县技工学校） 

李建 

23 杨士勇 37152520*********X 三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宋之和 

23 黄振邦 37152520*********1 三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邢继国 

25 庄静怡 37050220*********X 三等奖 东营市技师学院 张莉娟 

26 彭瑞旭 37052220*********9 三等奖 东营市化工学校 张建 

27 仇硕 37172220*********1 三等奖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董小花 

27 于润泉 37152520*********6 三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增益 

29 陶学程 37152320*********3 三等奖 
聊城市茌平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 

张洋 

30 鞠玉鹏 37090220*********7 三等奖 枣庄职业学院 高敏 

31 赵恒瑞 37081120*********8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骆闽 

31 刘传旭 37078520*********6 三等奖 枣庄职业学院 周重锋 

33 季智勇 37070220*********7 三等奖 潍柴高级技工学校 程潇 

33 黄昌礼 37132420*********0 三等奖 潍坊市技师学院 王丽 

33 顾文硕 37098320*********X 三等奖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学燕 

 

 

 

 



工业产品 CAD 设计 职工（教师）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申正 37152519*********4 一等奖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齐河县技工学校） 
姜云青 

2 李明利 37292619*********0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王佳 

3 胡国凯 37232420*********5 一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 

4 谢广敏 37292519*********3 一等奖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5 李建 37142619*********7 一等奖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齐河县技工学校） 
于雪芹 

5 邢继国 37150219*********4 一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于西虎 

7 史敬敏 37048119*********3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杨传福 

8 吕纪霞 37032319*********X 二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 

9 楚成振 37292919*********7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保稳 

10 朱超 37032319*********1 二等奖 淄博电子工程学校 郑祥呈 

11 王伟 37292919*********4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保稳 

12 王增益 37078319*********3 二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邢广玉 

13 李二青 37272619*********6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天永 

14 杨传福 37080219*********5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宋宪立 

15 樊庆隆 37292919*********1 三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天永 

16 李海珍 37292419*********1 三等奖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长治 

17 徐华强 37078419*********9 三等奖 安丘市职业中专 / 

18 单长治 37292519*********X 三等奖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胜其 

19 王法省 37292919*********5 三等奖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晁志飞 

20 于常有 37132119*********3 三等奖 
潍坊豪迈科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 

21 吴德凤 35052419*********7 三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 

22 朱超 37082719*********7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宋宁 

22 张庆乡 37083219*********6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杨文霞 

 

大数据创新应用职工（教师）组 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武娟 37011219*********X 一等奖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 

/ 

2 王志毅 37252419*********5 二等奖 山东政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3 马强 37010219*********9 二等奖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 

4 张建华 37082919*********9 三等奖 

讯合信息科技（山东）有限

公司 

/ 

5 吕尧 37030619*********3 三等奖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

盟有限公司 

/ 

 

  



机械工程 Inventor 设计学生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曹志杰 37078420*********5 一等奖 潍柴高级技工学校 包海涛 

2 张树爽 37150220*********0 一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任立红 

3 高立福 37142520*********X 一等奖 滨州职业学院 张金帮 

4 张子擎 37081120*********4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郑尊鹏 

4 窦长青 37078620*********0 一等奖 潍柴高级技工学校 包海涛 

6 张锋 37172720*********6 一等奖 菏泽技师学院 崔耀 

7 郭江坤 37028320*********1 一等奖 平度市技师学院 王亚杰 

8 刘善涛 37082720*********5 一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牛元瑞 

9 邱培宸 37078420*********0 一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李朋 

9 孝凯龙 37230120*********9 一等奖 滨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谢聪聪 

11 孔嘉楠 37108220*********0 二等奖 烟台职业学院 王仲勋 

12 黄国庆 32038220*********4 二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刘涛 

13 陈晓 37098220*********5 二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丁莹 

14 高志启 37172320*********9 二等奖 菏泽技师学院 商开振 

15 李宏森 37070220*********2 二等奖 潍坊市技师学院 王丽 

16 朱景烨 37131120*********0 二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赵士兵 

17 梁文豪 37172620*********7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建峰 

18 申风柱 37132420*********0 二等奖 临沂市技师学院 张玉福 

18 陈圣凯 37083020*********3 二等奖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赵冰 

20 吴一恒 37088220*********6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毛建昌 

21 魏亿豪 37120220*********7 二等奖 莱芜技师学院 李振东 

22 李新怡 37030220*********2 二等奖 淄博市技师学院 王永杰 

23 公衍虎 37132820*********6 二等奖 临沂市技师学院 张玉福 

24 陈学凯 37152520*********6 二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崔丽丽 

25 于亦龙 37028520*********4 三等奖 潍坊职业学院 姜文革 

26 廉晨阳 37050220*********8 三等奖 东营市技师学院 张莉娟 

27 苏帅强 37070220*********7 三等奖 潍坊市技师学院 张力元 

28 田浩杰 37112220*********X 三等奖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学燕 

29 周生旭 37172320*********4 三等奖 山东省菏泽信息工程学校 马志勇 

30 李浩田 37028320*********5 三等奖 平度市技师学院 赵仕伟 

31 赵承阳 37088120*********5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刘志 

31 戚志林 37091120*********8 三等奖 莱芜技师学院 孟范越 

31 罗传龙 37082620*********6 三等奖 潍坊职业学院 殷海红 

34 孔令一 37172720*********x 三等奖 菏泽技师学院 乔亚伟 

35 孙腾康 37172620*********3 三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楚成振 

36 王旭砚 37082720*********2 三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胡国凯 

37 李亚琦 37082720*********3 三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牛元瑞 

37 刘玉麟 37132520*********9 三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刘桂凯 

39 王念轩 37172420*********X 三等奖 山东省菏泽信息工程学校 王恩广 

40 任巍佳 23018320*********5 三等奖 东营市技师学院 张莉娟 

41 刘佳豪 37078420*********1 三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李朋 

42 李衍勋 37081120*********6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周旭 

43 曹汝植 37158120*********8 三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林木光 



43 王秀中 37030420*********6 三等奖 淄博市技师学院 于鹏 

43 刘俊亨 37052220*********7 三等奖 东营市化工学校 范启超 

 

 

 

机械工程 Inventor 设计 职工（教师）组 获奖选手名单 

名次 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奖项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1 程子飞 13042719*********1 一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邢继国 

2 崔耀 37292320*********5 一等奖 菏泽技师学院 / 

2 姚锦恺 37030319*********8 一等奖 淄博市技师学院 郭郁汀 

4 孙明越 61010319*********6 一等奖 东营市技师学院 董丽娜 

5 李振东 37083019*********0 一等奖 莱芜技师学院 吕学智 

6 徐岩海 37252619*********9 一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徐增肖 

7 林奥翔 37132520*********7 二等奖 临沂市商业学校 李向前 

8 李云朋 37148219*********5 二等奖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 

9 牛元瑞 37082719*********8 二等奖 鱼台县技工学校 / 

10 于鹏飞 37028319*********2 二等奖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任洪梅 

11 王仲勋 37072219*********0 二等奖 烟台职业学院 / 

12 谢广敏 37292519*********3 二等奖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12 王伟 37292919*********4 二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保稳 

14 张新斌 37292919*********3 二等奖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李鑫 

15 田芳 37088219*********2 二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黄广谦 

15 王学斌 37250119*********9 二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于西虎 

17 刘田田 37082819*********9 三等奖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红现 

18 李二青 37272619*********6 三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天永 

19 徐增肖 37152519*********6 三等奖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徐岩海 

20 楚成振 37292919*********7 三等奖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保稳 

21 张力元 37078219*********2 三等奖 潍坊市技师学院 张国俊 

22 朱超 37032319*********1 三等奖 淄博电子工程学校 郑祥呈 

23 王绪舜 37132719*********1 三等奖 青岛市即墨区高级技工学校 / 

24 吉萍萍 37078219*********7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王祁 

24 王承军 37010519*********4 三等奖 济南市技师学院 张蓉 

26 杨兴民 61232519*********9 三等奖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 

27 郑祥呈 37032319*********7 三等奖 淄博电子工程学校 刘广华 

27 李海宁 37232119*********0 三等奖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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