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参加国际、省各级各类创新大赛材料

一、比赛通知

关于举办第八届江苏省职业教育

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文明办、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科协、团委、妇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

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激发和提高职业学校学

生科技创新激情和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的科技人才后备队伍。经研究决定举

办第八届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省文明办、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局、省科协、团省委、省

妇联、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八部门共同主办，成立大赛组织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1），组委会

下设秘书处、评审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大赛秘书处设在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二、参赛对象

参赛项目分中职组、五年制高职组和教师组三个组别。其中，中职组参赛对象为中

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及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学生；五年制高职组参赛对象为五年制高职四至

五年级学生。

三、赛项设置

(一) 创新作品

指通过研究开发出来的各种新产品、新材料、新物质等。可以是一个独立、完整的

产品，也可以是一个设备或仪器中的零部件。所有作品须以能够演示的实物或模型参赛。

大赛不接受涉及食品、药品、微生物和所有的人体或动物离体组织研究的项目。

（二） 机器人。项目分为创意机器人、竞技机器人两项



比赛，由学校组队各市推荐参赛，每支代表队 2 人。有关要求及比赛规则见《省机器人竞

赛活动实施方案》、《省机器人竞赛活动要求和事项》,上述材料可在组委会 QQ 群和省职教

创新大赛教师 QQ 群下载。

（三） 科学调查报告

学生在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和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所撰写的科学调查报告。报告可针对

生产、生活、健康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见解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科学调查报

告还应提供完整的研究数据和调查日志。

（四） 教师论文

指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创新教育和教学方法所撰写的论文。可以是

对某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对某项经验进行总结并上升的理论高度的经验报告。

四、奖项设置

（一）创新作品。按照每个组别（中职组、高职组）各市申报项目总数的 10%、20%、

30%，分别评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余为鼓励奖。对特别优秀作品可颁发特等奖。

（二）机器人。按照每个组别（中职组、高职组）的 10%、20%、30%，分别评选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余为鼓励奖。

（三）科学调查报告。按照每个组别（中职组、高职组）的 10%、20%、30%，分别评

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余为鼓励奖。

（四）教师论文。按照 10%、20%、30%，评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余为鼓励

奖。

（五）优秀指导教师。颁发给获得创新作品、科学调查报告、机器人竞赛一等奖的指

导教师。

（六）优秀组织单位。表彰组织开展创新教育工作突出的市、县（市、区）教育局、

学校、校外教育机构等单位。名额为 13 个，每市推荐 1 个单位。

（七）先进个人。名额为 13 名，每市推荐 1 人。

（八）省科技创新校长。名额为 5 个，各设区市推荐 1 人。省竞赛委员会依据学校

创新教育工作开展情况，送审项目质量等综合评定。

（九）优秀专利申报学校。在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期间，获得 5 个以上授权

专利的学校。申报时需提供国家专利证书复印件、市级专利局审核证明（盖章）等材料。



五、其他

1.各设区市大赛组织单位应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将参加省评项目纸质材料（一份）

寄到大赛秘书处，电子文档发送到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组委会 QQ 群。有关《江苏省职业教

育创新大赛申报表格》等材料可在组委会 QQ 群和省职教创新大赛教师 QQ 群下载。

2.大赛将在初评的基础上挑选若干件作品参加展评会。展评会时间、地点、参展要

求另行通知。本次展评会将设置已经转化成产品的往届获奖作品展示区，各地要积极推荐产

品参展。同时，挑选若干件作品参加由企业、研究机构、高校专家组成的推介会，学生现场

演示作品，力争达成合作开发或签订技术转让协议。

3.机器人竞赛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

4.大赛展评会、机器人竞赛期间，参赛学校的食宿由承办学校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获奖名单

第八届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机器人竞技、创意机器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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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 STEAM 国际创新竞技赛（国际赛）中决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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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赛 第二名 王斡旋、卢懿静、宋泽

远

南京商业学校 时敏、俞和平

混合赛 二等奖 宋泽远 南京商业学校 时敏、俞和平



三、学生赴英参加中英 STEAM 国际创新竞技赛总决赛

2018 年 5 月，在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江苏省自动化学会主办，东南大学承办

的 2018 年首届中英 STEAM 创新竞技赛中，我校时敏、俞和平老师指导的代表队（财商系 15

城职会计 2班王斡旋、卢懿静同学，16 城职会计 1 班宋泽远同学）荣获高职组一等奖，代

表中国参加了 2018 年 8 月在伦敦举行的 STEAM 国际创新大赛中英总决赛。

指导老师和参赛选手与东伦敦大学校长 Geoff Thompson 合影

(从左到右俞和平、宋泽远、卢懿静、王斡旋、Geoff Thompson、时敏)

中英 STEAM 国际创新大赛作为代表国际创新教育前沿方向的大型赛事，是基于 3D 打印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倡导为社会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创新思维能力、掌握国际智能新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并获得了国内外知名高校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

东伦敦大学和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的支持。



参赛选手合影：宋泽远、王斡旋、卢懿静（从左到右）

国际创新大赛总决赛由中英 STEAM 教育联盟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伦敦大学共

同主办，分为团体赛、个人赛、混合赛三个赛项，由十二位中英专家担任比赛裁判。英国前

体育部部长、众议院议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知名教授、东伦敦大学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和闭幕式。



王斡旋作为华东区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

团体赛于 8月 2日在牛津大学举行，比赛作品是根据大赛组委会主题要求进行设计，现

场组装、调试、现场答辩。个人赛于 8月 5日在剑桥大学举行，比赛现场命题，选手在指定

的材料清单中选用合适器材，使用 micro:bit 编程开源硬件进行创作，现场设计制作符合命

题要求的作品，同时通过传感器、电子控制技术及可利用的简单耗材（塑料、纸盒、易拉罐

等）实现外观设计及创意。混合赛由中英双方选手共同组队，于 8月 10 日在东伦敦大学举

行，通过利用 3D 打印、传感器、电子控制技术及身边可利用的材料等实现创新设计。



中英 STEAM 国际创新大赛总决赛全过程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与答辩，比赛不光检验学生对

智能制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水平，还考验他们国际交流的能力。从 4 月开始准备参加

华东区决赛到 8月的中英国际总决赛，指导老师牺牲了休息时间，从创意的指导到设计过程

再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从模型的搭建到夜以继日英语讲稿的翻译，指导老师们付出了辛勤和

智慧。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在老师和三位同学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下，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王斡旋、卢懿静、宋泽远同学斩获团队赛第二名，宋泽远同

学取得混合赛二等奖。同时获得了剑桥大学教授的推荐信，雅思 6.0 成绩以上即可申请入读

剑桥大学，实现了从商校学生到剑桥学生的华丽转身！





南京商业学校在本次国际大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是学校“能行天下”校训的实践升华，

更是学校长期以来重视学生创新、创客社团建设结出的丰硕成果之一。国际化的大赛历练了

参赛学生，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也通过参加这次国际大赛我们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跌倒并

不可怕，只要站起来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就是人生的胜利”！在追求人生闪光的道路上，南

商学子必将大步前行！

四、学生参加江苏省第八届职业教育创新大赛

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学技术、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等主办的第八届江苏省职业教育

创新大赛于10月13日在常州市武进职业教育中心校举办。本次比赛增设了竞技机器人比赛，

比赛分 VEX 和 VER 两个项目，南京商业学校分别派出了由财经系、信息系学生组成的代表队

分别参加两个项目的比赛，经过多轮角逐，最后 VEX 机器人项目获得了省二等奖，WER 项目

获得了省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机器人项目取得的成绩离不开队员们的刻苦训练，从开始组队参加比赛开始后，全体参

赛队员克服专业跨度大，场地面积小等困难，暑假期间他们克服高温在指导教师茆锐、倪国

庆、俞和平、时敏老师的指导下坚持训练，他们在训练中不断积累经验，对机器进行改良，

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



比赛期间，VEX 和 WER 两支代表队克服抽签不利等各种困难，在与省内其他学校的比赛

对抗中，展现了南商学子的风采。

南京商业学校科技教育工作在校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近几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上半

年的省科协和剑桥牛津大学组织的中英 STEAM 科技发明比赛中，南京商业比赛代表队获得华

东区高职组一等奖的好成绩， 在最后的中英总决赛中，南京商业学校代表队在与英国剑桥、

牛津、东伦敦大学学子、中国西南赛区各高职学校学子的对抗比赛中，勇夺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此次省职教创新大赛的南京市赛中，由时敏、俞和平、麦磊老师指导、王斡旋、周或旸、

刘予轩、黄辉敏十名同学设计的创新作品《一 种基于人脸识别和大数据运算的智能交通灯

系统》获得市级高职组二等奖的成绩，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建

设的调研报告》、《营养教育背景 下烹饪专业学生认知与实践行为的调研报告》分获科学

调查报告市赛高职组、中职组三等奖。

竞技炫青春，科技赢未来。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创新、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如

此迅速。智能机器人随着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科技将渗透到社

会各个领域。作为青年-代南商学子有责任、有义务肩负起实践、推厂、运用、发展人工智

能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