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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示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 

全国决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各赛区初赛于 2017 年 6

月 30日结束。七个赛区共评选出赛区特等奖 87名，赛区一等奖 130名，赛区二

等奖 236名，赛区特等奖作品进入全国参加决赛。7月 12-22日，评审专家对决

赛作品进行了网络评审，7月 23-24日，特邀专家对参加全国决赛作品网评结果

进行复议，最终评选出 50 件作品进入全国决赛现场会评角逐全国一等奖。本届

全国决赛现场会评会议由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承办。 

8月 16-17日，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全国决赛

现场会评会议按参赛作品的内容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

学数学应用案例组进行。经专家组打分评审及全国组委会委员会评，共评选出全

国一等奖 31 名，二等奖 56 名。现将决赛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7 年 9 月

20日-2017年 10月 10日。如有异议，可按竞赛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向全国组委会

秘书处实名提出书面意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收 

邮编 710049 

同时发送电子邮件至：mc_math@163.com。为了方便回复，恕不接受匿名异议。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秘书处代章） 

                        2017年 9月 19日 
 

附件：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获全国奖名单（排名

不分先后） 

课程名 赛区 省份 学校 姓名 奖项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东北赛区 吉林 延边大学 洪义成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东北赛区 黑龙江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田宏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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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大学 周倩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娅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吕兴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宋诗畅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山西 运城学院 王宝丽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 夏伶莉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河北 华北理工大学 杨亚锋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赵佳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江苏 江苏科技大学 陈静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福建 福建农林大学 陈隽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山东 山东大学 焦继文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江苏 南京林业大学 刘海蓉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蚌埠医学院 吕道文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浙江 浙江科技学院 沈建伟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黄山学院 孙露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王振纬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东赛区 江苏 解放军理工大学 徐丹丹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东 深圳大学 李松臣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南赛区 广西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

院 
田献珍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 童新安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吴娥子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中赛区 河南 郑州轻工业学院 徐雅静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安工业大学 李蕊 一等奖 

线性代数 西北赛区 甘肃 甘肃农业大学 马钰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西北赛区 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宋修朝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火箭军工程大学 张辉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张莹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陈碟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贵州 贵州理工学院 迟楠 一等奖 

线性代数 东北赛区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张旭 二等奖 

线性代数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大学 吕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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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大学 毛书欣 二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黑龙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 樊丽颖 二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北华大学 郭英佳 二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国俅 二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长春师范大学 李海霞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内蒙古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光芳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山西 山西大同大学 田海燕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北赛区 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 汪丽娜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刘白羽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河北 河北地质大学 沈玮玮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天津 天津工业大学 孙硕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曾丽伟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北赛区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 黄月梅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山东 济南大学 陈兆英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东赛区 福建 华侨大学 谢小贤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浙江 浙江传媒学院 沈学文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上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郭琼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刘植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山东 青岛大学 曹荣荣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山东 济宁学院 张风云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江苏 南京工业大学 申敏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安徽 合肥师范学院 王燕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山东 青岛科技大学 吴海燕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安徽 阜阳师范学院 辛大伟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张圣贵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上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张雯莹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冯莹莹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西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

院 
谢桂芩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南赛区 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 张静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南赛区 广东 韩山师范学院 郑伟珊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东 深圳大学 傅赢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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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 段影影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南赛区 广东 深圳大学 方颖珏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江西 东华理工大学 蔡奇嵘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中赛区 湖南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邓华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中赛区 河南 中原工学院 张喆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江西 南昌大学 蔡用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洛阳师范学院 杨继真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中赛区 河南 河南城建学院 刘常胜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河南科技大学 段萍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赵延霞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贺鹏飞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北大学 赵婷婷 二等奖 

线性代数 西北赛区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 杨和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西南赛区 四川 西南石油大学 葛晓春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成都工业学院 任大源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西南赛区 四川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赵春燕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重庆 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 方玲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云南 楚雄师范学院 姚晓霞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云南 红河学院 曾黎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四川 四川大学 翁洋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四川 成都学院(成都大学) 陈丹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杨静颖 二等奖 

线性代数 西南赛区 四川 西南石油大学 杨雁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