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文件 
中化教协发〔2022〕45号 

 

关于公布 2022 年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  

高分子材料类专业教师微课大赛获奖名单

的通知 

各有关职业院校： 

根据《关于举办 2022 年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高分子材

料类专业教师微课大赛的通知》（中化教协发〔2022〕31 号）

的要求，大赛于 2022 年 9 月份启动，共收到参赛作品 173

件。经专家评审，104 件作品获奖，其中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口红产品成型工艺—示范讲解》等 17 件微课作品获

特等奖，黎明职业大学《聚酯生产方法》等 35 件微课作品

获一等奖，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抗疫先锋高分子材料—

聚丙烯》等 52件微课作品获二等奖。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2022年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高分子材料类专业教

师微课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2022 年 12 月 5日 



附件 1.2022 年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高分子材料类专业教师微课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序号 主讲教师 单位名称 微课题目 获奖等级 

1 黄笑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口红产品成型工艺—示范讲解 特等奖 

2 刘琼琼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链的“移花接木”—接枝方法 特等奖 

3 苏明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热基本方式及应用 特等奖 

4 牛红军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认识缓冲溶液 特等奖 

5 徐冬梅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PU合成革耐老化性能测试 特等奖 

6 谭寿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塑料负荷热变形温度测试 特等奖 

7 黄纪国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添加剂----非甜不可 特等奖 

8 曾安然 黎明职业大学 烯烃的结构和性质 特等奖 

9 邢立华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驶入“喝酒”时代—乙醇汽油 特等奖 

10 余科义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静电认知与预防 特等奖 

11 邓敏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把大象装进冰箱—顺序控制电路分析 特等奖 

12 茹巧荣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聚合反应设备之搅拌釜式反应器 特等奖 

13 张琳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纤维增强 3D材料 特等奖 



14 王巧云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试验数据的精准度 特等奖 

15 惠晶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粗纱机的加捻 特等奖 

16 吴丽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号 PET塑料瓶的选用与回收 特等奖 

17 柳峰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车用革力学性能分析与检测 特等奖 

18 庄群 黎明职业大学 聚酯生产方法 一等奖 

19 伍凯飞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绿色新材料制造之塑木型材 一等奖 

20 王睿颖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面部皮肤基础护理 一等奖 

21 于剑锋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刀具前角合理选择 一等奖 

22 贺素姣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工匠精神和安全生产—精馏塔实操之进料操作 一等奖 

23 施丽华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一等奖 

24 云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填料 一等奖 

25 陈晓玲 黎明职业大学 离心泵——液体物料的“搬运工” 一等奖 

26 宋彩凤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石灰吟》中的化学 一等奖 

27 李永梅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紫外荧光防伪油墨的防伪特性检测 一等奖 

28 石红锦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白衣天使的“保护者”—护目镜的注塑成型 一等奖 

29 李红燕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革兰氏染色法 一等奖 

30 左大利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刀具切削部分组成 一等奖 



31 赵小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定量分析的误差与偏差 一等奖 

32 吴佳林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你了解毛羽的危害及控制方法吗？ 一等奖 

33 杨慧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塑性的确定 一等奖 

34 康玉萍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测定原棉马克隆值 一等奖 

35 杨岳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水处理常用吸附剂 一等奖 

36 姚伟卿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离心泵“身份证”铭牌上数据的由来 一等奖 

37 钟燕辉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聚乙烯电缆护套专用料配方设计与制备 一等奖 

38 徐娜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喝酒那点事儿—乙醇的氧化反应 一等奖 

39 林嘉定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固体密度的测量 一等奖 

40 李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黑版及分类 一等奖 

41 赵丹丹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合成塔超温预防措施—利用甲醇合成工艺仿真探究 一等奖 

42 付丽丽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守护绿水青山，减轻“白色污染”—高分子材料的简易

鉴别 
一等奖 

43 何春霞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烷烃的自由基取代反应 一等奖 

44 彭芬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之“塑料明星”—聚四氟乙烯 一等奖 

45 孙庆国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选择化工管路中的阀门 一等奖 

46 李国峰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宽泛的高分子材料 一等奖 



47 司圆圆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热解工艺及其应用 一等奖 

48 尹德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乙醇提纯工艺—蒸馏与精馏 一等奖 

49 陈绍源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塑料包装材料 一等奖 

50 陈凯欣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配色作业点评与复盘 一等奖 

51 汪扬涛 黎明职业大学 温度工艺参数的设定 一等奖 

52 张永帅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认识管式换热器 一等奖 

53 刘凯楠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抗疫先锋高分子材料—聚丙烯 二等奖 

54 刘全忠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平印版的显影 二等奖 

55 陈婷 黎明职业大学 EVA注射发泡成型 二等奖 

56 詹迎旭 黎明职业大学 硫化橡胶硬度的测定 二等奖 

57 冯轲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抓拍技巧 二等奖 

58 张兆红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橡胶压缩生热试验 二等奖 

59 靳玲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里的统一战线—自由基型共聚物 二等奖 

60 陆俞辰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超声波流量计的原理及使用 二等奖 

61 富晓飞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助力防疫—掀开护目镜的神秘面纱 二等奖 

62 黎劼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绘制项目四至图 二等奖 

63 张佳阳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料性质分析 二等奖 



64 洪燕婷 黎明职业大学 原子吸收光谱仪认识与操作 二等奖 

65 戴险峰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气相色谱仪的 3D虚拟仿真模拟检测医用口罩中有机物

含量 
二等奖 

66 何璐红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吸收解吸系统换热器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3D 仿真操作 二等奖 

67 叶旋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涂料密度测定 二等奖 

68 左常江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固定床反应器开车运行操作 二等奖 

69 王祎男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二等奖 

70 姚有丽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塑料熔体流动速率（MFR）测定 二等奖 

71 黄艳玲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神经传递素-谷氨酸 二等奖 

72 张蕾蕾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浅识有机高分子材料 二等奖 

73 王永丽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溶液的配制 二等奖 

74 陈绍军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熔体流动速率测试 二等奖 

75 肖晖 黎明职业大学 复合材料配方组成 二等奖 

76 孙圳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动力锂离子电池评价指标 二等奖 

77 朱丽娟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铁与中国古代文化 二等奖 

78 杜瑞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二等奖 

79 邱志文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防疫抗疫“明星”—高分子材料 二等奖 



80 卞喻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纸张的结构 二等奖 

81 张帆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让流程图“动”起来—聚氯乙烯生产工艺 二等奖 

82 王志文 黎明职业大学 化工生产过程危险源识别—涤纶的生产 二等奖 

83 曾安蓉 黎明职业大学 聚氯乙烯树脂的特性 二等奖 

84 王小君 黎明职业大学 3D打印鞋用材料的 SLS生产技术 二等奖 

85 赵文杰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营销策划知多少 二等奖 

86 张黎君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二等奖 

87 林鸿裕 黎明职业大学 EDTA标准溶液的配制 二等奖 

88 林少芬 黎明职业大学 耐摩擦色牢度的检测 二等奖 

89 陈卓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聚乙烯工艺技术 二等奖 

90 干雅卓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谣言与传言 二等奖 

91 欧阳娜 黎明职业大学 橡胶鞋底的性能测试 二等奖 

92 徐海云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烃类化合物的检验 二等奖 

93 王伟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聚丙烯工艺流程介绍 二等奖 

94 陈政 黎明职业大学 合成气的制取 二等奖 

95 杨星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工业除尘器的类型与选用 二等奖 

96 孙永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刀具几何参数的合理选择 二等奖 



97 杨铭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鸡胚绒毛尿囊膜试验 二等奖 

98 梁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涂料树脂合成 二等奖 

99 陈杰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腮红的制作 二等奖 

100 吴礼丽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聚苯醚 二等奖 

101 郭晨忱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链的组成 二等奖 

102 陈崇城 黎明职业大学 认识 DCS 二等奖 

103 林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旋转蒸发仪在玩具增塑剂检测中的应用 二等奖 

104 哈园园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织物的分类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