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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服务先进制造专业领军人才（首批）遴选名单

（按专业类别、单位行政区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学校 专业（方向）

1 李建国 天津职业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共性基础技术）

2 孙志平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智能产线装调与维护）

3 王志明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现代农机装备制造）

4 覃 群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程机械智能化技术）

5 李粉霞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6 李 强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智能制造单元应用技术）

7 罗怀晓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8 赵柏森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制造智能化）

9 陈 进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智能生产与管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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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专业（方向）

10 胡雪梅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光电制造技术（光电控制及传感技术）

11 周哲民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装备技术

12 张春芝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智慧城市机电设备应用）

13 王晓勇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制造系统运行与维护）

14 高 宇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汽车制造生产线自动化）

15 奚茂龙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自动控制及工业网络技术）

16 杨翠明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软件应用）

17 郭 杰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装备应用技术）

18 刘哲纬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19 楼晓春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电梯设备远程运维）

20 温贻芳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智能感知）

21 陈小艳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器人集成应用）

22 王爱国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绿色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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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专业（方向）

23 官 伦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电气运行与控制（传感器安装调试）

24 范 蓉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

25 邓艳丽 山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 赵晓霞 广州市技师学院 工业设计(原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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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服务先进制造专业领军教学团队（首批）遴选名单

（按专业类别、单位行政区划排序）

序号 团队名称 服务领域 带头人 学校

1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智能制造与装备 田玉明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先进装备关键零部件制造 朱成俊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船舶装备智能制造技术 武 峰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洪建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汽车和工程机械制造 向小汉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智能石油装备制造 邹克武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工程装备智能制造 吉 智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轨道交通机电装备制造 陈 敏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数控装备及智能化 张 鑫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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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服务领域 带头人 学校

10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高效加工及精密检测 郭文星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11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精密制造技术 武 燕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12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技术 周 虹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3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航空装备零件精密制造 黄登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4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复杂零部件五轴联动加工 朱 超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5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数字化材料加工制造技术 李 云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机器人焊接 王文山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17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机械产品检验检测 魏同锋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18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 精益制造技术 马雪峰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模具精密制造技术 柯春松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高速铁道机电设备应用 罗 亚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1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仪器仪表及智能化 于晓云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智能交通装备制造 吴明清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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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服务领域 带头人 学校

2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机电设备远程运营与维护 李金亮 淄博职业学院

24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智能产线管控 车君华 济南职业学院

25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冶金装备智能制造 宋 健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26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智能装备及控制技术 姜 鑫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7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工业互联网应用 林勇坚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8 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电梯生产制造与服务 刘 勇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9 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电梯设备远程运维与服务 程一凡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30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机器人控制技术 郭 琼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3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工业机器人协同制造 蒋正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2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机器人制造与应用 武昌俊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汽车制造与服务技术 于万海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3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汽车轻量化技术 白秀秀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35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王有坤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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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服务领域 带头人 学校

36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新能源汽车关键制造技术 李 雷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7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教学团队 数字化加工制造 丁 宾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38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教学团队 数控精密加工技术 卓良福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39 工业机械装调专业教学团队 工业设备安装调试技术 刘 锐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

40 电气技术应用专业教学团队 电气自动化及控制技术 杨 欢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学校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刘国钧分院）

41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教学团队 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化应用 谢 黧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