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微课程竞赛东北赛区获奖名单 

特等奖（21 名） 

刘雪娇 黑龙江工程学院 010404-贝叶斯公式 黑龙江 

马明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030101-罗尔定理及其几何意义 黑龙江 

隋然 哈尔滨工程大学 060203-旋转体体积的计算 黑龙江 

王新霞 黑龙江科技大学 0311-平面曲线的曲率 黑龙江 

尹逊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 
030101-罗尔定理及其几何意义,030102-罗尔定理

的证明 
黑龙江 

赵微 大庆师范学院 

020101-引例（切线问题、速度问题）,020102-导数

的定义,020103 -左右导数及其与可导的关

系,020104-在一个区间上的可导性，可导函数 

黑龙江 

高莹莹 长春建筑学院 080803-旋转面及其方程 吉林 

靳曼莉 北华大学 020102-导数的定义，引例 吉林 

李纯净 长春工业大学 040101-期望的概念 吉林 

李雪飞 空军航空大学 080601-平面的点法式方程 吉林 

杨柳 吉林大学 0204-逆矩阵 吉林 

张海波 吉林化工学院 060203-旋转体体积的计算 吉林 

张晓丽 长春师范大学 040201-方差的定义及性质 吉林 

郑佳 吉林财经大学 011102-函数在一点连续的两个等价定义 吉林 

周冉 吉林大学 050102-定积分的定义 吉林 

朱本喜 吉林大学 050201-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概念 吉林 

宓颖 辽宁工业大学 010404-贝叶斯公式 辽宁 

沈海龙 东北大学 第二型曲面积分的计算法 辽宁 

石瑞 大连理工大学 
020701-微分的概念,020702-可微与可导的关

系,020703-微分的几何意义 
辽宁 

孙菊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020701-微分的概念,020702-可微与可导的关

系,020703-微分的几何意义,020706-微分在近似计

算中的应用 

辽宁 

王泓娜 辽宁师范大学 020102-泊松分布 辽宁 

一等奖（40 名） 

戴运桃 哈尔滨工程大学 040204-切比雪夫不等式 黑龙江 

郭潇 哈尔滨工业大学 040504-过度矩阵和坐标变换 黑龙江 

罗来珍 哈尔滨理工大学 0207-函数的微分 黑龙江 

邱威 哈尔滨工程大学 050103-施密特正交化方法 黑龙江 

赵爽 黑龙江工程学院 020102-导数的定义 黑龙江 

朱磊 哈尔滨工程大学 010404-贝叶斯公式 黑龙江 

白杰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050102-定积分的定义 吉林 

杜宇辉 北华大学 030102-罗尔定理的证明 吉林 

付向南 长春工程学院 
020701-微分的概念 

020702-可微与可导的关系 
吉林 

葛琦 延边大学 
030201-拉格朗日定理及其几何意义,030202-拉格

朗日定理的证明 
吉林 



关丽红 长春大学 011203-间断点的分类及举例 吉林 

金玉子 吉林化工学院 030201-初等矩阵的定义 吉林 

李文钰 北华大学 0204-逆矩阵 吉林 

孟秋 北华大学 090701-全导数的求导公式 吉林 

曲靖佳 空军航空大学 080401-向量积的概念 吉林 

曲如 东北电力大学 120802-阿贝尔定理 吉林 

孙佳慧 空军航空大学 080903-单叶双曲面与双叶双曲面 吉林 

孙秋成 长春师范大学 0101-排列与逆序数 吉林 

王纯杰 长春工业大学 050102- 分布及其性质 吉林 

王慧敏 吉林财经大学 010404-贝叶斯公式 吉林 

王姝娜 长春理工大学 010404-贝叶斯公式 吉林 

魏君 吉林大学 120102-常数项级数的有关概念 吉林 

徐长玲 北华大学 010701-无穷小 吉林 

杨孝英 长春工业大学 010403-全概率公式 吉林 

杨雪 长春建筑学院 080601-平面的点法式方程 吉林 

张杰 东北电力大学 010401-条件概率的定义 吉林 

张丽春 北华大学 091002-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的求法 吉林 

张忠毅 长春师范大学 030202-拉格朗日定理的证明 吉林 

赵广宇 长春理工大学 030202-拉格朗日定理的证明 吉林 

赵嘉琦 长春工业大学 020101-引例（切线问题、速度问题） 吉林 

赵萨日娜 长春建筑学院 050402-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及其证明 吉林 

周蕊 长春理工大学 010203-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 吉林 

朱立勋 吉林建筑大学 
091003-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的定义,091004-曲面

的切平面与法线的求法 
吉林 

丁玉涛 大连理工大学 
090601-全微分的定义,090602-全微分存在的必要

条件 
辽宁 

冯艳 沈阳师范大学 050401-假设检验原理 辽宁 

郭峰 大连理工大学 0311-平面曲线的曲率 辽宁 

李连富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绪论 辽宁 

邵新慧 东北大学 全概率公式 辽宁 

吴志丹 沈阳师范大学 050102-定积分的定义 辽宁 

张仁权 大连理工大学 0301-罗尔定理 辽宁 

二等奖（61 名） 

班立群 哈尔滨理工大学 
对称性在积分计算中的应用（0502定积分的性质，

100105 重积分的性质） 
黑龙江 

柴艳有 哈尔滨工程大学 010904-重要极限及其在求极限中的应用举例  黑龙江 

丁亮 东北林业大学 
020101-引例（切线问题，速度问题）、020102-导

数的定义 
黑龙江 

方茹 哈尔滨工业大学 050202-极大似然估计的概念 黑龙江 

李斌 哈尔滨工程大学 091101-方向导数的定义和实际意义 黑龙江 

李彤 哈尔滨工程大学 030401-线性方程组解的判定 黑龙江 

林锰 哈尔滨工程大学 050402-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黑龙江 

孙秀娟 黑龙江科技大学 091402-拉格朗日乘数法及其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黑龙江 



举例 

王冲 大庆师范学院 050101-定积分问题举例、050102--定积分的定义 黑龙江 

王晓莺 哈尔滨工程大学 091201-梯度的定义及其与方向导数的关系 黑龙江 

魏喆 黑龙江工程学院 
020706-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误差估计、函

数的线性近似） 
黑龙江 

许丽艳 哈尔滨工程大学 040402-Levy-Lindeberg 中心极限定理 黑龙江 

姚红梅 哈尔滨工程大学 
091402-拉格朗日乘数法及其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举例 
黑龙江 

崔丽英 延边大学 1002-直角坐标系下二重积分计算法 吉林 

丁丹 吉林建筑大学 

100301-极坐标系及其与直角坐标系的关

系,100302-极坐标系下的面积元素（微

元）,100303-极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法 

吉林 

董艳芹 长春师范大学 0204-逆矩阵 吉林 

高静 北华大学 0506-用配方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形 吉林 

韩七星 长春师范大学 020303-正态分布 吉林 

黄辉 长春建筑学院 
010902-重要极限（一）及其在求极限中的应用举

例 
吉林 

金爱莲 延边大学 030203-用初等变换求逆矩阵 吉林 

李洪霞 东北电力大学 
050401-由速度与位移的关系引出牛顿-莱布尼茨

公式 
吉林 

李丽 吉林建筑大学 
080601-平面的点法式方程, 

080603-平面的一般方程 
吉林 

刘芳 长春工业大学 0204-逆矩阵 吉林 

刘杰 长春建筑学院 030702-曲线凹凸性的判别法 吉林 

刘畔畔 北华大学 050501-二次型及其标准型 吉林 

刘诗淼 长春财经学院 030101-罗尔定理及其几何意义 吉林 

刘钰靖 北华大学 010403-全概率公式 吉林 

刘长亮 长春财经学院 050302-矩阵的相似对角化 吉林 

刘振文 长春理工大学 050302-变上限积分求导定理 吉林 

吕学哲 北华大学 080601-平面的点法式方程 吉林 

牛艳君 长春工程学院 030201-初等矩阵的定义 吉林 

秦丹丹 空军航空大学 030202-拉格朗日定理的证明 吉林 

曲爽 长春师范大学 050202-极大似然估计的概念 吉林 

盛晓明 长春师范大学 020101-引例（切线问题、速度问题） 吉林 

宋春红 吉林工商学院 020303-正态分布 吉林 

孙明哲 延边大学 0503-变上限积分及其导数 吉林 

王洋 吉林师范大学 010203-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 吉林 

席雅丽 长春工程学院 050204-定积分的中值定理与积分平均值 吉林 

辛双 吉林建筑大学 
100201-X型积分域上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

分,100202-Y型积分域上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分 
吉林 

徐屹 东北电力大学 010102-事件间关系与运算 吉林 

杨艳秋 吉林师范大学 010401-条件概率的定义 吉林 

袁缘 长春工业大学 0102-行列式定义 吉林 



岳金梅 吉林工商学院 030101-罗尔定理及其几何意义 吉林 

张璐璐 长春工程学院 011201-函数间断点的实例与直观描述 吉林 

张平 长春大学 010501-事件的独立性 吉林 

朱云峰 东北电力大学 100102-二重积分的定义 吉林 

祝相宇 延边大学 050201-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概念 吉林 

邹广玉 长春工程学院 0302-拉格朗日定理 吉林 

杜磊 大连理工大学 120401-比值审敛法 辽宁 

付昊月 东北大学 拉格朗日乘数法以及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举例 辽宁 

顾剑 大连海洋大学 030401-0/0型未定式的洛必达法则 辽宁 

何川 东北大学 概率的定义 辽宁 

李红梅 辽宁大学 

040501-分部积分公式,040502-分部积分法举

例,070201-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的一般形

式,070202-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的解法 

辽宁 

刘延涛 大连民族大学 0503-变上限积分及其导数 辽宁 

亓万锋 辽宁师范大学 090502-混合偏导数相等的条件 辽宁 

任咏红 辽宁师范大学 040101-齐次线性方程组 辽宁 

宋玉坤 辽宁工业大学 080803-旋转面及其方程 辽宁 

王辉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010202-数列极限的描述性定义,010203-数列极限

的精确定义,020701-微分的概念,020702-可微与

可导的关系 

辽宁 

王娜 沈阳师范大学 020101-引例（切线问题、速度问题） 辽宁 

肖业亮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020203-矩阵与矩阵的乘法 辽宁 

薛翠平 东北大学 
格林公式及其证明,利用格林公式计算第二型曲线

积分 
辽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