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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国教赛【2021】字第066号 

 ★  

第五届全国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 

安徽赛区（高等职业学校赛道） 

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作者 证书编号 

一等奖 

后期效果合成智慧党建推广视频制

作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卢明慧、黄梅娟、

康文慧 
GJS-AHGZ-001 

产品包装策划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陈琳 GJS-AHGZ-002 

木栱廊桥编梁结构施工工艺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程志永 GJS-AHGZ-003 

色彩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技巧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许雁翎、周晴、杜

怡君 
GJS-AHGZ-004 

文创产品设计-徽州三雕图案的文创

应用（型糊染制作）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韦鸾鸾、杨靖、赵

中华 
GJS-AHGZ-005 

铜传徽韵木载匠心—民宿酒店铜木

陈设品加工方法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张盼盼、刘哲军、

何燕 
GJS-AHGZ-006 

包装设计—IP 盲盒包装装潢设计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申佳美子、司丽

丽、王菁 
GJS-AHGZ-007 

折线图的绘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余飞、刘思宏 GJS-AHGZ-008 

二等奖 

人脸识别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礼远 高倩 张昌

国 
GJS-AHGZ-009 

LINUX 基本操作命令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俊、曹亚群、仇

多荣 
GJS-AHGZ-010 

细叶茶包装设计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张燕 GJS-AHGZ-011 

产品建模之 VR 诊断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金希、赵卫东、詹

玉新 
GJS-AHGZ-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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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画创

作中民族化符号元素的表现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周晴、许雁翎、杜

怡君 
GJS-AHGZ-013 

虚拟体验之思维拓展-“跨界”智能

冰箱创新设计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来兵、刘东旭 GJS-AHGZ-014 

动画运动规律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许杨、俞群、周崛 GJS-AHGZ-015 

传统印刷工艺——丝网印刷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樊瑾、申佳美子、

王菁 
GJS-AHGZ-0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遮罩动画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玲、李苗苗、陈

小永 
GJS-AHGZ-017 

农产品画册设计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高飞、杜瑞源、李

逸轲 
GJS-AHGZ-018 

标志设计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周心懿 孔成 邱志

斌 
GJS-AHGZ-019 

商业插画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远、王小丽、胡

小雨 
GJS-AHGZ-020 

“心”满“意”足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任婷婷、江涓、

王庆茂 
GJS-AHGZ-021 

动画运动规律——人物走路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米娜(主讲)、王庆

茂、刘嘉炜 
GJS-AHGZ-022 

广告创意——文案创意的分类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王梦竹、林荣妍、

王金柱 
GJS-AHGZ-023 

用独具匠心，创美好生活——橱窗

陈列设计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高览之、杨之成、

戈媛媛 
GJS-AHGZ-024 

《产品改良设计的程序-寻找痛点》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何倩云 、 方海燕 GJS-AHGZ-025 

瓷砖铺贴新工艺——“薄贴法”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徐文艳、轩德军、

刘娴 
GJS-AHGZ-026 

虚拟现实技术-VR AR MR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倩 李韦红 管仕

敏 
GJS-AHGZ-027 

三等奖 

新冠疫情数据展示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昌国 戴玉倩 胡

礼远 
GJS-AHGZ-028 

软件测试-多用户并发测试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舒悦 张娟 张德印 GJS-AHGZ-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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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程序设计_初探 JDBC 之悟

空修改生死簿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东旭、张淼、王

文飞 
GJS-AHGZ-030 

“砖”心致志选好砖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徐文艳、谢静、沈

婷 
GJS-AHGZ-031 

初识视听语言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应华 GJS-AHGZ-032 

动画运动规律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於友忠 GJS-AHGZ-033 

居住空间方案优化设计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吴亚兰 GJS-AHGZ-034 

中国近代平面设计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江毅、连晓君、孙

一卉 
GJS-AHGZ-035 

研方案：媒体仿真完善施工方案 
安徽省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胡鑫、沈婷、周佳 GJS-AHGZ-036 

乐学活用--幼儿园内部装修项目施

工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琼（主讲教

师）、朱妍林、胡

乐乐 

GJS-AHGZ-037 

中国古建筑的灵魂构件——斗拱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项彤 杨婷 贾婧 GJS-AHGZ-038 

创意构思草图表达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蔡忠弟、闻建强、

朱婷婷 
GJS-AHGZ-039 

包装设计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黄亚男、郑晓丹、

常云雷 
GJS-AHGZ-040 

最美证件照的拍摄与制作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尚彩云（主讲）、

陈潇潇、王星辰 
GJS-AHGZ-041 

衍生品设计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蒋宇烨、周崛、吴

燕青 
GJS-AHGZ-042 

瓷砖铺贴工程验收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徐文艳、刘娴、沈

婷 
GJS-AHGZ-043 

 产品设计元素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起、闫正洲、黄

瑞 
GJS-AHGZ-044 

《平面构成造型要素--点、线、

面》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玉龙、郑小翔、

贾璐 
GJS-AHGZ-045 

居住空间界面查验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王瑜 GJS-AHGZ-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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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概论》之动画按技术形式分

类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刘元臻、金琼 GJS-AHGZ-047 

土球绑扎工艺——线上教学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程志永 GJS-AHGZ-048 

新中式风格客厅沙发背景墙的模型

制作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马筠茜、翟月、刘

思杰 
GJS-AHGZ-049 

《展示设计-市场调研》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侯媛媛、崔金敏、

刘欢 
GJS-AHGZ-050 

对口帮扶点采摘文化节品牌设计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台佳 邢广 龚莹莹 GJS-AHGZ-051 

《皖风茶韵-合肥茶博馆设计方案汇

报》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崔金敏、侯媛媛、

张箐 
GJS-AHGZ-052 

绘制客厅意向图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翟月、马筠茜、刘

思杰 
GJS-AHGZ-053 

         版画风格 logo 设计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余芬 王玲 李苗苗 GJS-AHGZ-054 

”大室所趋“---改善型户型设计与

表达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瑞、王起、王晓

玮 
GJS-AHGZ-055 

包装设计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郑晓丹、黄亚男、

汤晓妹 
GJS-AHGZ-056 

建筑游离动画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刘嘉炜、米娜、王

庆茂 
GJS-AHGZ-057 

流浪地球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孟文怡 GJS-AHGZ-058 

家装室内空间设计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孙成龙/李文娟/徐

祁丰 
GJS-AHGZ-059 

用户管理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俊、曹亚群、仇

多荣 
GJS-AHGZ-060 

服务和进程管理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俊、曹亚群、仇

多荣 
GJS-AHGZ-061 

优秀奖 

通道原理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胡北辰、赵露、蔡

瑞瑞 
GJS-AHGZ-062 

在 vmware 中创建虚拟机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俊、曹亚群、仇

多荣 
GJS-AHGZ-063 



-8- 

Linux 操作系统——YUM 管理工具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梅宏博 李韦红 徐

茂生 
GJS-AHGZ-064 

重复构成在现代图形设计中的运用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卢媛君、任婷婷、

江涓 
GJS-AHGZ-065 

广告创意设计—动态海报设计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张婧婧，林荣妍，

王梦竹 
GJS-AHGZ-066 

文创产品设计-徽州三雕图案的数字

化提取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赵中华、韦鸾鸾、

杨靖 
GJS-AHGZ-067 

文创产品设计-徽州三雕图案的文创

设计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杨靖、韦鸾鸾、赵

中华 
GJS-AHGZ-068 

图形设计原则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林荣妍 王梦竹 张

婧婧 
GJS-AHGZ-069 

皖南秋韵—风景构图 安徽绿海商务学院 
周咏晴、任婷婷、

卢媛君 
GJS-AHGZ-070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点》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胡弘 米娜 陈玉菡 GJS-AHGZ-071 

《三大构成》之色彩构成的形式美

法则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韦啸、汤京花 GJS-AHGZ-072 

室内空间动线设计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王坤 GJS-AHGZ-073 

字体创意设计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司丽丽、申佳美

子、王菁 
GJS-AHGZ-074 

《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与现代装饰艺

术》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王丹妮、关松涛、

王欢 
GJS-AHGZ-075 

包装设计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常云雷、汤晓妹、

郑晓丹 
GJS-AHGZ-076 

庭院景观绿化设计项目实地调研 
安徽省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沈婷、周佳、胡鑫 GJS-AHGZ-077 

AE 后期合成—抠像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沈悦、方方、张雅

琦 
GJS-AHGZ-078 

家具的结构基础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李竞 GJS-AHGZ-079 

蒙太奇手法 安徽绿海商务学院 陈玉菡、王庆茂 GJS-AHGZ-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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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之仿生设计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王菁、申佳美子、

樊瑾 
GJS-AHGZ-081 

能铺装——花木岩铺装施工实训 
安徽省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周佳 GJS-AHGZ-082 

平面构成之特异构成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潘妍、申佳美子、

樊瑾 
GJS-AHGZ-083 

用 yum 管理软件包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俊、曹亚群、仇

多荣 
GJS-AHGZ-084 

 

 

 

 

 
 

全国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2022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