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教技信〔2020〕23 号 

 

台州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关于公布 2020 年台州

市教育技术应用和实验教学等优秀论文评选结果

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技术中心、市直属学校： 

2020 年台州市教育技术应用和实验教学等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已

结束。现把评选结果予以公布,具体获奖名单见附件。 

 

 

台州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2020 年 6 月 12 日 

 

 



 

附件： 2020 年台州市教育技术应用和实验教学等优秀论文评选获奖名单 

 

教育技术应用（小学组）： 

一等奖 

让静止的图形动起来——玲珑画板在小学空间与图形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椒江区中山小学 李玲 

巧借“互动课堂 ” 成就精准教学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冯永胜 

传统经典与现代技术的“知音”相遇 玉环市环山小学 潘娜 

“E”路“研”行：开启数字化校本研训的新征程 温岭市九龙学校 柯巧慧 

大数据，让评价走向智能全息化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丁卫红 

基于智慧课堂的混合交互式精准教学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金路云 

云端互融接地气  君子文化贵践行 温岭市岩下小学 张佩珮 

同心战疫情  线上学不停——小学美术基于“101 教育 PPT”的翻转课

堂教学探究 
温岭市岩下小学 高琳燕 

“技”思广益 “术”业专攻——疫期拓展性课程云模式应用探析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郭红燕 

立足当下，顺势而为，构建教育新生态 黄岩区教育局 卢建兵 

浅探 Vlog 在幼儿活动日志的应用 ——以中班活动“体验孕妈妈的一

天”为例 

天台县赤城街道中心幼儿

园 
孙梦霞 

借力电子白板 优化科学课堂 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施晓益 

二等奖 

微课在低段数学拓展性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路桥区峰江街道中心小学 陈冰星 

借助信息技术推动迷宫游戏的进阶 ——以“一古拉大冒险”迷宫游戏为

例 
椒江区中心幼儿园 项樱子 

扬长避短 相得益彰——线上线下教学互补的思考 仙居县广严学校 王丽娜 

优化网络评价 激发学习动力 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 陈锦霞 

创意 制造——以机器人创客作品“拐角防撞警示器”为例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黄孙坚 



 

泛在学习视域下学习交互效率提高的策略探索 椒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潘利慧 

牵手钉钉平台  助力精准教学 
温岭市太平小学 

温岭市九龙学校 

金丹 

王金辉 

小学低段数学线上线下交融式学习方式构建 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 颜颖超 

借“教学 app”之石 攻“自主学习”之玉   --以小学英语“新”导学模式建

构为例 
三门县心湖小学 梅卫峰 

“数”创资源，“模”化应用 椒江区实验小学下陈校区 王慧 

一师一网一平台， 多管齐下促发展 温岭市太平小学 林智 黄小彬 

顺势而为，借力打力  ——“深读悦写”云阅读活动的几点实践和思考 天台小学 杨聪霞 

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广角”线上教学有效性探究——以二年级上册《搭

配》为例 
台州市月湖小学 蒋雅妮娜 

信息技术引领下的小学数学精准化教学 温岭市横湖小学 陈琪 

玩转微视频，引领习作教学新风尚 椒江区实验小学 蔡丹芬 

用“抖音”的水，沏“语文”的茶——抖音助力语文教学策略初探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金舒静 

借“教育技术”之力   构“有效写话”之网 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 陈瑰丽 

以“钉”为媒，共创课堂 ——浅谈钉钉在小学英语课堂上的运用和思考 三门县海游街道中心小学 胡姗姗 

说题微视频助力小学数学拓展性作业 温岭市实验小学 邱玲巧 

基于移动终端实现精准教学 路桥区蓬街镇中心小学 高鸳鸳 

漫步云端，战“疫”时期实践活动的探索 仙居县第七小学 柯冰嫣 

多媒体图谱与音乐教学的有效融合 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 李运玲 

幼儿园学籍信息化建设探索 临海市教育局 朱碧玉 

三等奖 

借“希沃易+”之力，扬 “生本课堂”之帆——谈希沃易+在小学英语教学

中的运用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施美娇 

巧用现代技术 落实直播教学 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 谭金芳 

“互联网+”时代小学语文在线作业的坚守和创新 仙居县第八小学 沈林燕 

“云”助力：疫情下对幼儿进行有效心理防护的新路径 三门县中心幼儿园 王佩俊 



 

巧用“希沃白板 5”助力高效小学数学直播课堂——以《认识图形（二）》

单元教学为例 三门县海游街道中心小学 
叶美萍 

BYOD，让小学语文学习“靓”起来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王群 

例谈几何画板在小学“图形与几何”教学中的应用及优势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黄欢 

云端筑梦 未来可期  ——运用网络助力语文线上教学 玉环市城关三合潭小学 尚仙红 

借助钉钉平台， 减负不减“质”  ——例谈小学高段英语课后作业的设

计与评价 仙居县第一小学 
陈柳青 

 疫情之下如何利用网络技术推进学校工作的思考 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梁建斌 

立意  变式  借力 ——提升“云课堂”效果的实践与思考  路桥区横街镇中心小学 叶瑾颖 

微课教学   有效整合 ——以小学数学《圆》这一单元为例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汤国平 

以“钉钉”为载体，提升空中课堂教学实效 黄岩区茅畲小学 叶梦莎 

基于“钉钉”平台线上语文精准教学的实践探索 仙居县第八小学 吴舞燕 

停课不停学，利用钉钉平台辅助培智学校开展线上教学 玉环市特殊教育学校 倪波 

利用云课堂，构建亲子阅读共同体 三门县海润街道中心小学 王梦莹 

巧用“UMU”,为语文家庭作业添“翼”——基于“UMU 学习平台”的小学四

年级语文家庭作业的设计与运用 路桥区峰江街道中心小学 
林芳 

现代信息技术下幼儿自主探究活动的有效开展 三门县中心幼儿园 卢文月 

PHET 互动仿真模拟软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朱奕瑾 

“停课不停学”小学数学远程作业设计与评价探索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汪潭 

网络一线牵 春暖待花开——浅谈如何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之江汇”网

络同步课程 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 
王菲 

网络＋在线，低段语文课堂也高效——例谈部编版一下《小青蛙》线

上教学 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 
潘静怡 

“同步课堂”实现小学教育资源共享的实践研究 仙居县下各镇第二小学 泮李侠 

Role-play 用趣配音 趣味英语不间断 玉环市城关合垟小学 谢芳丽 

小学在线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案例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叶荣 

“互联网+”视阈下写人记事类习作课堂的创新策略 台州市实验小学 周敏蓉 

借力"空中课堂"点燃仿写激情 黄岩区樊川小学 曾伟珍 



 

云相约：“云”上春风，添彩“个性化”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仇婉瑶 

变危机为机遇，对话法促教师专业成长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张瀚文 

浅谈助教评价在同步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黄岩区茅畲小学 陈梦佳思 

借“信息技术”之力，助“小英教学”之功 路桥区横街镇中心小学 梁丹喜 

借信息之光照亮习作之路——浅谈信息技术在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中心小

学 
郑菊珍 

教育技术应用（中学组）: 
 

一等奖 
 

线上教学中教育大资源应用典型案例分析 玉环市教育技术中心 扈辉 

TPACK 理念下微视频辅助 Online 物理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以“欧姆

定律”为例 
浙江省三门中学 王燕燕 

利用 GeoGebra 优化高中数学教学的课例研究 台州市第一中学 陈未潇 

牵思维之线 漫步云端——基于信息技术融合学科教学的空中作业优

化设计 
温岭市大溪镇第三中学 周琴芬 

“疫”起前行，个性评价促成长 仙居县白塔中学 蒋青玲 

利用在线手段，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玉环市城北学校 吴丹 

多视角解读战“疫”教学 ——新冠肺炎疫情下“线上教学”的辩证思考 温岭市大溪中学 郑琳 

信息时代汽修课原来可以这样“玩” ——中职汽修实训教学智慧课堂初

探 
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李金明 

疫情期间初中生居家学习新模式初探 天台县赤城中学 姚斌 

以教育信息化驱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临海市教育局 徐明朗 

疫情防控背景下初中数学分层教学的研究 椒江区前所中学 洪海娟 

当创客工坊拓展课遇上互联网+微课 路桥区新桥初级中学 戴盛平 

基于 CS 模式精准教学练习系统的设计开发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江辉 

二等奖 

构建网络教学新生态，促进教学共同发展 临海市上盘中学 郭伟君 



 

整体架构，精准突破——高中物理习题讲评微课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

级中学 
刘强 

浅谈信息技术给作文教学搭建的观察云梯 临海市汇溪镇中学 何静 

开展线上专题探究  激发数学学习力 天台县赤城中学 王文奎 

中职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及未来发展研究 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丽君 

基于之江汇教育广场开展线上教学的应用研究 临海市涌泉中学 吴丽琼 

疫情下语文线上教学的精准探究 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许诗涵 

职校基于线上教学平台混合式教学方法 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涛 

双“剑”合璧   披荆斩棘 ——用 Camtasia Studio 和 Xmind 软件助力

科学实验教学 
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张群萍 

线上教学教师板书方式的探索 台州市路桥中学 梁杏娟 

自组搭建“云校园”，升级传统“学与教” 温岭市新河中学 叶云奇 

隔屏教学，从现实课堂走向“简”课堂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范爱云 

基于 XMind 思维导图软件在初中英语复习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椒江区三甲中学 许一梦 

“云”系列，让更多老师、学生走进教与学的春天 路桥区第四中学 於昕熙 

大浪淘沙，去芜存菁——浅谈短视频资源在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

应用 
椒江区三甲中学 金铭 

“停课不停学”初中网络课堂教学新方式 路桥区第二中学 陈静 叶千 

基于移动终端的混合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以中职《园林植物识别与

应用》课程为例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泮玲娇 

线上教学的有效策略及对教师能力影响的研究 玉环市楚门中学 张小丽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浅谈网络资源在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仙居县广严学校 陈亚萍 

基于网络媒体技术条件下的班集体建设 台州市灵石中学 袁宪起 

GeoGebra 动态数学软件在勾股定理学习中的教学实践 

三门县浦坝港镇泗淋初级

中学 
李相形 

虚拟与真实的交融——浅谈《<论语>选读》网络直播教学 温岭市新河中学 王伟平 

合理运用小朱配琦  助力网课高质量开展 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车畅 

漫步”云“端 徜徉”书“海——如何有趣而有效地开展线上语文课堂 天台县白鹤中学 褚映月 陈静 



 

中职建筑信息化教学“四多”策略探索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仁祥 

试析“倚师”系统精准线上教学应用 台州市金清中学 李端 

三等奖 

运用议题式教学提高高中政治“线上教学”的有效性 玉环市楚门中学 陈明奇 

基于翻转课堂模式的会计直播教学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泮忆 

基于 STEAM 教学理念的初中信息技术课例研究 黄岩区江口中学 卢萍 

停课不停学--钉钉 APP 在中职英语线上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爱零 

“疫情期间”基于学海平板科学讲评实践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蒋鹏程 

逐层建设、优配发展--中职学校教育技术装备建设探索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江灵志 

基于智通云的初中英语课堂导入设计——以 Go for it 八年级下册教材

为例 
三门县实验学校 赖炎滔 

“钉”住学生，“钉”嘱家长，“钉”助家校互动 玉环市楚门第一初级中学 李晓阳 

利用 Excel 对数学好题与错题进行收集整理再利用 黄岩区澄江中学 徐力 

几何画板带你发现数学之美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严小琴 

初中信息技术微课程设计研究 黄岩区新前中学 金宏伟 

“互联网+”时代下初中英语信息化教学措施 玉环市陈屿古顺学校 陈小红 

网课期间怎样让学生“动”起来--以钉钉直播教学为例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奚圣和 

文章合为时而著，教学合为时而变 温岭市新河中学 陈淑慧 

网络时代下的阅读教学策略 温岭市温西中学 邵金芬 

微课，助力初中英语阅读教学 黄岩区城关中学 喻佩英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微课与初中数学教学的整合 临海市桃渚中学 侯志敏 

基于几何画板的智能课件的实现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章小敏 

浅谈信息技术与中职课堂教学的融合 浙江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汪珍 

基于校园网的特殊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盛启皓 

高效线上教学促进学生发展 天台县白鹤中学 许彬彬 



 

微而不凡 微风炫彩 临海市桃渚中学 符心月 

疫情背景下初中英语线上教研的实践 玉环市城北学校 王娟娥 

“之江汇”在中职英语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陈瑶珅 

疫情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的线上阅读互动路径初探 --以 Camtasia8.0 

交互测验等技术的运用为例 

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中

学 
张方林 

科学课堂有智慧 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王丹 

巧用信息技术 助力教育教学 ——浅谈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几点

尝试 
黄岩区城关中学 虞媛媛 

依托钉钉优化高中生的居家学习 浙江省台州中学 金再卫 

特殊背景下高中英语线上阅读教学的突破和思考 临海市第六中学 应文英 

同心战“疫”，同“屏”共振——借钉钉平台提高线上教学效率 临海市桃渚中学 马福飞 

实验教学和图书馆工作： 
 

一等奖  

以实验为载体的初中科学探究学习框架 路桥区新桥初级中学 王燕红 

研制备实验试题  究模型认知素养 临海市第六中学 陈风江 

架构思维阶梯  精准实验教学 椒江区中山小学 杨周辉 

铁粉与硫黄反应的改进实验 玉环市陈屿中学 董克村 

浙教版八下教材中“种子的呼吸作用”实验的改进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王丹舟 

绿色技能培养下磁力吸附型卡盘软爪的制作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徐敬东 於庆丰 

乙烯的制备及性质实验的创新与思考 浙江省三门中学 尹卫平 

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 ——摭谈家庭实验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

然价值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周全军 

初中物理实验改进与创新策略 温岭市城南中学 吕德明 

小学科学疑难实验的成因及解决对策探析 玉环市楚门中心小学 李楠 

a-淀粉酶的包埋法固定化及淀粉水解作用的检测 台州市第一中学 周黎明 



 

基于学习进阶的高中物理“学生实验”教学设计——以“学生实验：测定

玻璃的折射率”为例 
温岭市新河中学 蔡千斌 

“浮力产生原因”实验教具的改进与分析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林后闯 

小学科学新教材中实验材料的创新与改进 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 林暇 

二等奖 

科学实验记录单的适时介入研究 温岭市实验小学 叶桑田 

基于思维导图的初中科学实验教学初探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郭海峰 

疫中实验  疫中学习 ——小学科学课在疫情中家庭实验资源开发与

实施 
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 孔繁峰 

小学创客课程的设计与研究 黄岩区北洋镇中心小学 毛利波 

导读  共读  悦读——“好书共读”行动下的图书室工作推进策略 温岭市方城小学 马旭红 

开发教具多种用途，提高教具利用率——以冰箱压缩机的创新应用为

例 
温岭市箬横镇新区小学 卢荣华 

MR479Q 发动机实训台的研制 浙江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林龙 

“大气压强和流速”实验的递进式改进与思考 玉环市沙门镇初级中学 吴金焕 吴万鹏 

高中生物技能类实验表现性评价量规表的初探设计--以“光合色素的提

取与分离”实验为例 
温岭市松门中学 郑巧丽 

巧用自制教具，活化英语教学 黄岩区北洋镇中心小学 尹飞玲 

打造"线上"实验室   探索科学新课程 温岭市横峰小学 郑选智 

 “投接气球课堂实验”的编写与思考 台州市路桥中学 韩静波 

区域性推进中小学实验室废物安全管理与处置的探索 温岭市教育技术中心 莫君法 赵建伟 

果胶酶实验的改进 台州市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刘莉 

信息化视角下小学图书馆的服务创新 黄岩区高桥小学 潘泠佚 

“互联网+”时代,中小学图书馆向“智慧化”转型发展探析 玉环市教育局 董姿平 

给阅读插上翅膀  让书香浸润校园——OTO 评价体系提升小学生阅

读素养的策略研究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马爱希 

科学化实验教学，方能使科学课有“科学味”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狄文萍 

三阶探求，有效构建科学新概念 温岭市三星小学 郭敏红 



 

基于儿童视角的小学科学实验优化策略 路桥区横街镇中心小学 陈玲玲 

钠在氯气中燃烧实验的绿色化设计 台州市洪家中学 董晓红 

例谈化学课本实验的优化改进 温岭市新河中学 陈巧 

破墙而出—在线教育中个性化阅读的实践 温岭市大溪镇第三中学 王洋 

实验“果酒制作”的改进 临海市第六中学 胡灵芝 

留心生活皆素材——农村资源应用于小学科学实验的策略 

三门县浦坝港镇林迪生小

学 
毛盈盈 

巧借趣味实验 提升科学素养 仙居县第六小学 叶慧慧 

“行走的书房”让阅读成为悦读 ------谈书香型幼儿园建设 

天台机关幼儿园劳动路园

区 
谢向荣 

三等奖 

初中科学课堂难演示实验的处理对策 玉环市实验学校 游爱艳 

多路摄像助力科学线上实验教学，解决多监测对象实验线上教学难题 

--------以“月相成因模拟活动”教学为例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何玲丽 章龙 

微课在初中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黄岩区西城中学 郑伟飞 

自制教具 解析地球公转 黄岩区灵石初级中学 章利琴 

生活——科学学习的源头与归宿 仙居县白塔中学 齐彩花 李美燕 

疫情防控期学校图书馆有效借阅的思考与探究 

温岭市松门镇淋川中学 

温岭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林娜 

陈清燕 

分析·评价·创造：基于高阶思维的初中物理实验教学 温岭市大溪镇第三中学 王莎莎 

巧用 “云” 课堂,“疫”起玩科学 温岭市新河镇高桥小学 应以俐 

初中科学实验微课开发原则与应用时机初探 玉环市清港初级中学 陈梦妮 

建构模型    引领实验教学 

椒江区葭芷街道东山中心

小学 
郭玲君 

自制实验教具——我们在行动 仙居县白塔中学 王荷莲 

从材料出发，促探究活动的开展 仙居县横溪镇实验小学 朱虹烨 

巧助趣味   演绎科学 ——探析小学科学课堂探究活动趣味性研究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付敏华 

立足语篇，续乎“情”“理” 温岭市大溪中学 连敏丽 



 

电子目镜在小学科学显微镜教学中的应用 黄岩区镇东小学 李红 

巧用智能手机助力小学科学实验探究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张超峰 

STEAM 理念下小学科学植物世界实验教学的创新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葛缘媛 

《立体推进馆课程，丰润自主真阅读》 温岭市三星小学 马文军 

微图书，云共享——班级微信云端图书馆构建设想 仙居县盂溪中学 陈武志 

“任务驱动”引领初中数学实验教学的应用研究 仙居县广严学校 朱燕 

让实验在科学作业中绽放光彩 黄岩区灵石初级中学 赵萍燕 

浅谈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策略 路桥区峰江街道中心小学 梁绍建 

阅览课：个性化阅读与精神发育 温岭市新河中学 江富军 

贴近生活，构建生活化实验课堂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潘海华 

创设实验体验环境，辅助科学教学 黄岩区灵石初级中学 王益微 

让科学实验走进孩子们的生活 路桥区螺洋街道中心小学 蔡安莉 

例析实验改进助推小学科学精准教学 仙居县白塔镇第二小学 泮晓燕 

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学图书馆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以《行走在图书

馆》为例 
台州市三梅中学 王荣 

图书漂流，共享“悦”读 ——浅谈幼儿园开展微信“漂书”活动的策略 椒江区前所中心幼儿园 梁晨安 

给我一方舞台  还你一片精彩 仙居县大战乡中心学校 潘洁琼 

探析智慧图书馆语境下县城小学“智慧馆员”的发展困境及路径 仙居县第八小学 王娉婷 

班级图书角，让阅读触手可及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赵灵群 

浅谈小学图书馆建设管理的意义及策略 临海市东塍中心校 单洁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