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山东省高等教育汽车专业骨干教师专家库名单

专业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车辆工程

陈肖媛 青岛黄海学院 刘润强 青岛黄海学院

方玉娟 山东华宇工学院 孟凡召 山东华宇工学院

何运丽 山东华宇工学院 魏红梅 山东华宇工学院

胡雪芳 青岛黄海学院 谢建新 青岛黄海学院

刘浩 青岛黄海学院 张坤 山东华宇工学院

汽车电子

黄理法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任锦玲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季丽华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于星兰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刘兴龙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张国蒙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逄兰芹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张航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服务工

程

李凤芹 山东华宇工学院 孙长勇 山东华宇工学院

刘春晖 山东华宇工学院 王淑芳 山东华宇工学院

刘玉振 山东华宇工学院

汽车服务与

营销

陈超 淄博职业学院 唐宁 枣庄职业学院

崔琎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辛志鹏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戴佳荣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薛明芳 济南职业学院

纪世才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赵越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卢宝常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齐臣 淄博职业学院

苗润路 济南职业学院 孙丽君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李凯 淄博职业学院 郑善亮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宋玲安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孙一龙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

维修

毕思东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邵小志 东营职业学院

卜得强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孙伟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陈丽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爱艾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陈玲玲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福刚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陈中友 枣庄职业学院 王洪佩 菏泽职业学院

代美丽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王金生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房宏威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王雷 潍坊职业学院

冯德军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王锐 潍坊职业学院

郭斌 东营职业学院 王式民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郭风泉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王新超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郭剑 滨州职业学院 王绪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韩绍靖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魏昕昉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侯效森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席超湖 滨州职业学院



黄锐锋 菏泽职业学院 夏山鹏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纪建平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闫永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寇春欣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波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李昌刚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涛涛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李臣华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杨晓华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李青春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尹永福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林沐杰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于慧 烟台职业学院

刘树德 枣庄职业学院 张桂华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卢兴乐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张清鲁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鲁大伟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张尚伟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鹿宪资
中博睿特（山东）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张燕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栾琪文 烟台职业学院 赵翠霞 菏泽职业学院

骆洪山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赵坤东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吕玉萍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赵亮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裴宝浩 烟台职业学院 赵玉果
中博睿特（山东）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彭阁仙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周建明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齐欢宁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宗立述 滨州职业学院

屈凤祯 滨州职业学院 张红波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汽车制造

曾范亮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宋作军 淄博职业学院

曾祥军 淄博职业学院 苏尚彬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崔琎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宿良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崔一鸣 淄博职业学院 孙术华 淄博职业学院

翟乃川 淄博职业学院 唐国龙 青岛求实学院

董其宾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进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冯青 淄博职业学院 王兰红 潍坊职业学院

高小转 淄博职业学院 王磊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郭振杰 淄博职业学院 王立功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寇春欣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朋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龙敬 淄博职业学院 王晓 淄博职业学院

李庆俊 淄博职业学院 徐明贵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李淑廷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伟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李绪永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橹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李玉娇 淄博职业学院 张少洪 淄博职业学院

刘庆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张树峰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志林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张元元 淄博职业学院

马骏 济南职业学院 赵京菊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么丽丽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郑磊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苗润路 济南职业学院 周耀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蘧广景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家斌 淄博职业学院

张小青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

白志浩 菏泽职业学院 邵小志 东营职业学院

毕杰烽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宋丽娜 青岛求实学院

陈群燕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苏尚彬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崔琎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孙朝栋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代美丽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王爱艾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董晓林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王洪佩 菏泽职业学院

段传锋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王宁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顾明君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培良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郭斌 东营职业学院 吴磊 淄博职业学院

郭正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吴小丽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贾仟伟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郗军红 烟台职业学院

寇春欣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红举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炳贤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徐明贵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李建伟 淄博职业学院 许春平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李明聪 枣庄职业学院 颜宇 济南职业学院

梁会仁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于府平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梁鹏 淄博职业学院 元伟利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刘钢 潍坊职业学院 张程 淄博职业学院

刘磊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张橹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刘瑞涛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营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卢兴乐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张永安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吕元锋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张永祥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吕征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张照国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麻常选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郑希江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燇 青岛求实学院 周生波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苗润路 济南职业学院 周伟伟 淄博职业学院

牟祖坤 菏泽职业学院 朱良 烟台职业学院

张先贞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郗欢欢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智能网联汽

车

程亚梅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登强 潍坊职业学院

崔英玲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王福光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董晓林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王洪亮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郭刚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王继玲 淄博职业学院

郭家田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王令忠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韩玉文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希珂 淄博职业学院

李旦阳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夏鲁宁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李靖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徐进彬 淄博职业学院

刘成好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徐上海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中习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迪 淄博职业学院



附件 2

山东省中等教育（技工）汽车专业骨干教师专家库名单

陆相文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健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彭德豹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甫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卢伟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专业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汽车服务与

营销

蔡海涛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刘美林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程星皓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刘振涛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杜磊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魏涛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志国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徐玲玉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建忠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张玉华 济南理工学校

汽车检测与

维修

段元闯 山东万通技工学校 唐兰民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方寒池 枣庄理工学校 王会斌 枣庄理工学校

李启国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武战 山东万通技工学校

李炜东 山东万通技工学校 张龙龙 山东万通技工学校

孟祥汉 山东万通技工学校 殷长浩 济南理工学校

汽车维修

徐继伟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学校 孙波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艾娜 东营市技师学院 孙常勇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肥城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白旻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福秀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白云城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杰明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卞霞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孙倩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蔡军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孙钦超 临沂市技师学院

曹得雨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孙雪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曹家凡 临沂市电子科技学校 孙岩 济宁技师学院

曹启伟 宁阳县职业中等职业学校 孙贻智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柴启霞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孙玉章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琳 济南市长清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覃世文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涛 济南市技师学院 谭建鹏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陈莹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陶军 济宁技师学院

陈长勇 山东城市技师学院 田国彪 临沂市技师学院

陈作刚 莱芜技师学院 王炳祥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仇彦伟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超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崔江涛 菏泽市定陶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传立 济宁技师学院

崔宽宽 济宁技师学院 王传伟 临沂市商业学校

代军 济南市工业学校 王德浩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代卢喜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王东光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单恩强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东志 平度市技师学院



狄瑞民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栋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丁大根 烟台市南山职业技术学校 王洪磊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丁大伟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洪强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丁涛 枣庄经济学校 王继伟 临沂市理工学校

丁文杰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王加斌 临沂市理工学校

丁宪伟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家虎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丁长征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健 聊城市技师学院

董 萍 临沂市商业学校 王开伟 临沂市农业学校

董道礼 泰安市工商中等专业学校 王凯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董凯敏 聊城市技师学院 王娜娜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董立娟 莱芜技师学院 王宁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段亚楚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鹏 临沂市技师学院

范建伟 临沂市农业学校 王圣利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冯聘贤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统玉 宁阳县职业中等职业学校

冯倩雯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学校 王万兵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付清洁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王炜 平度市技师学院

付玉君 济南新技术应用学校 王文增 聊城市技师学院

高斐 临沂市信息工程学校 王向前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高珩珩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霄冰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洪锁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新各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高建伟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雪峰 滨州市技师学院

高幸绪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彦喜 日照市技师学院

高旭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垚 滨州市技师学院

高勋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王叶山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高志国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勇 枣庄经济学校

管延波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学校 王雨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管忠诚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王芸 临沂市信息工程学校

郭广岩 鲁南技师学院 王正浩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郭景娟 泰安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魏翔 临沂市电子科技学校

郭伟峰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武小芳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韩卫国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武之勇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肥城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韩啸 济宁技师学院 夏传杰 临沂市电子科技学校

韩志敏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肖学芬 临沂市技师学院

何健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辛立胜 滨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何晓铭 莱芜技师学院 邢瑞 枣庄经济学校

何子旋 临沂市经济学校 修芬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侯建伟 济宁技师学院 徐斌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侯朋朋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徐传广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侯世龙 临沂市理工学校 徐红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胡博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徐洪江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学校

胡根荣 平度市技师学院 许立明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春海 青岛市技师学院 闫秀祥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洁 济南理工学校 杨传帅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黄学峰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春霖 临沂市技师学院

黄振营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杨广涛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吉学勇 聊城市茌平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杨帅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纪文 日照工业学校 杨涛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姜龙青 东营市技师学院 叶爱平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焦守君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殷科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解志强 临沂市工业学校 尹纯杰 烟台市南山职业技术学校

景志阳 济南理工学校 尹华伟 鲁南技师学院

孔祥振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尹茂华 济南市工业学校

李伯林 济南市工业学校 尹子龙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李卜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于保思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超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于春宝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李恒源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肥城市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
袁冰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李金松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袁瑞登 临沂市农业学校

李精明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袁兆鹏 平度市技师学院

李凯 滨州市技师学院 苑忠国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李丽霞 宁阳县职业中等职业学校 张本路 临沂市商业学校

李良斐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张彪 泰安技师学院

李猛 泰安技师学院 张波 济南市工业学校

李强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张存军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学校

李清晓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张东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庆 东营市技师学院 张君健 济南市工业学校

李瑞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张兰云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书茂 鲁南技师学院 张力元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李文峰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学校 张立强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齐河县

技工学校）

李新峰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张立新 临沂市理工学校

李杨 滨州市技师学院 张念伟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学校

李玉明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宁 莱芜技师学院

李泽臣 菏泽市定陶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培龙 临沂市信息工程学校

李兆军 济南市长清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鹏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李壮 菏泽市定陶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钦栋 临沂市农业学校

李宗勋 济宁技师学院 张世群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晓虎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守军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刘 畅 临沂市商业学校 张寿超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刘安 山东城市技师学院 张炜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刘炳旗 泰安技师学院 张晓霞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刘朝鹏 临沂市信息工程学校 张衍栋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肥城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刘广起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张燕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刘海峰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赵丹丹 临沂市技师学院

刘建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学校 赵德强 泰安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刘明 济南市工业学校 赵光锋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刘书婷 东营市垦利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洪臣 济南市长清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宋汝 临沂市理工学校 赵建锋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伟 日照市技师学院 赵锦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文良 鲁南技师学院 赵俊山 济南理工学校

刘晓军 东营市技师学院 赵前程 临沂市理工学校

刘修文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孝国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秀科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郑广峰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英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钟浩 临沂市理工学校

刘勇 济南理工学校 周显国 日照市技师学院

刘元聚 临沂市技师学院 周英辉 滨州市技师学院

刘圆圆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宏亚 临沂市电子科技学校

刘岳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肥城市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
朱建勇 日照市技师学院

刘云霞 成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青青 济南市长清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振玉 济南市长清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世斌 日照市技师学院

刘忠 济南市工业学校 朱小龙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鲁成棚 临沂市技师学院 朱新政 平度市技师学院

栾明岗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邹宏图 泰安技师学院

马健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左效波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马骏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曹红东 曲阜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马亚男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孔令兵 曲阜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马玉青 青岛市技师学院 孔玉柱 曲阜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满孝杰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亮 青岛市技师学院

孟凡超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学校 徐国众 曲阜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明波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任超 临沂市理工学校

牛伟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任昊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学校

庞亚鑫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邵明生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彭程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石磊 济南理工学校

秦雪姣 聊城市技师学院 宋兰荣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邱金强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宋明祥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瞿忠军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宋文星 潍坊市技师学院



宋修勇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齐河

县技工学校）

汽车制造

丁伟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宪华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高莉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泽宇 潍坊市技师学院

梁庆章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增益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刘颖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子义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逯光贝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邢广玉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孙正斌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张志宽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培涛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新能源汽车

蔡龙普 淄博科学技术学校 魏艳娟 聊城市技师学院

柴启霞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邢林林 聊城市技师学院

段亚楚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徐夕玲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高洪彬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薛金儒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赫燕鹏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杨倩雯 聊城市技师学院

郇延建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于延超 潍坊市技师学院

姜明克 临沂市信息工程学校 于彦华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李国君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袁永文 东营市技师学院

李坚铎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超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剑锋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富坤 青岛市技师学院

李寿昆 淄博科学技术学校 张利军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源 潍坊市技师学院 张伦戟 枣庄理工学校

刘奉坤 济宁技师学院 张庆乡 济宁市技师学院

刘建洲 青岛市技师学院 张希亮 山东技师学院

刘新星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赵涛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英 聊城市技师学院 郑君玉 枣庄理工学校

刘志鹏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周辉 潍坊市技师学院

刘宗顺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淼 枣庄理工学校

牛朋朋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王光宗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尚美从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魏雪峰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涛 日照工业学校 曹淑明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