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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华北赛区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次序） 

特等奖（15 名） 

吕兴 北京交通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李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夏伶莉 北京联合大学 线性代数 北京 

宋诗畅 北京交通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北京 

刘白羽 北京科技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北京 

杨亚锋 华北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河北 

沈玮玮 河北地质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河北 

曾丽伟 河北师范大学 高等数学 河北 

赵佳 河北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天津 

孙硕 天津工业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天津 

田海燕 山西大同大学 高等数学 山西 

王宝丽 运城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山西 

李光芳 内蒙古农业大学 高等数学 内蒙古 

黄月梅 内蒙古师范大学 线性代数 内蒙古 

汪丽娜 内蒙古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内蒙古 

一等奖（20 名） 

王丹龄 北京科技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北京 

冯杰 中央民族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北京 

叶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线性代数 北京 

张智勇 北方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鞠红杰 北京邮电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常广平 北京联合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北京 

张艳艳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线性代数 河北 

刘晓红 华北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河北 

杨君子 衡水学院 高等数学 河北 

刘会茹 河北地质大学 高等数学 河北 

梁玉霞 天津师范大学 高等数学 天津 

孙硕 天津工业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天津 

张霞 天津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天津 

崔学英 太原科技大学 线性代数 山西 

王银珠 太原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山西 

武梦梦 吕梁学院 高等数学 山西 

刘艳花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高等数学 内蒙古 

章树玲 内蒙古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内蒙古 

王蕾 内蒙古农业大学 线性代数 内蒙古 

解云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内蒙古 

二等奖（3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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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熠宇 北京交通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北京 

孙妍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北京 

刘洪伟 北京物资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北京 

牟唯嫣 北京建筑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北京 

谢玉粉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北京 

余爱梅 北京交通大学 线性代数 北京 

师钦贤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线性代数 北京 

闫浩 北京邮电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何洋 北京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陈星玎 北京工商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夏霞 北京邮电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杨卫星 北京化工大学 高等数学 北京 

张闫博 河北师范大学 线性代数 河北 

郝粉霞 河北农业大学 高等数学 河北 

徐溦 河北地质大学 高等数学 河北 

戈跃华 河北地质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河北 

张艳艳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河北 

唐妍霞 河北北方学院 高等数学 河北 

张军芳 衡水学院 高等数学 河北 

崔红芳 衡水学院 高等数学 河北 

徐伟骄 天津商业大学 高等数学 天津 

赵瑞 天津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天津 

孙丽洁 天津农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天津 

房宏 天津农学院 线性代数 天津 

崔皓月 天津商业大学 高等数学 天津 

申理精 太原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山西 

吴密景 山西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西 

王鲜凤 山西大同大学 高等数学 山西 

史娜 中北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西 

梁华栋 山西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 山西 

徐丽阳 内蒙古农业大学 高等数学 内蒙古 

银山 内蒙古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内蒙古 

张娟 呼伦贝尔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内蒙古 

董鹏飞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内蒙古 

张志莉 呼伦贝尔学院 线性代数 内蒙古 

吴红艳 呼伦贝尔学院 线性代数 内蒙古 

薛丽红 集宁师范学院 线性代数 内蒙古 

刘爱春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