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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第二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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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2016）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各赛区初赛于 2016 年 6

月 30日结束。七个赛区共评选出赛区特等奖 94名，赛区一等奖 154名，赛区二

等奖 312 名，赛区特等奖作品进入全国参加决赛。7 月 9-14 日，评审专家对决

赛作品进行了网络评审，7月 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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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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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数学学院承办。 

8月 7-9日，第二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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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名，二等奖

50名。 

全国组委会复议并将结果于 9 月 1 日—9 月 20 日在竞赛指定网站进行了公

示，结果无异议。现将决赛结果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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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9月 29日 

 

 

附件：第二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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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大学 李岩波 一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任雪昆 一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化工学院 史彦丽 一等奖 

线性代数 东北赛区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董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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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大学 刘明姬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化工学院 王燕飞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东北赛区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王晓莺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河北 河北地质大学 邓硕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 刘大莲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天津 天津商业大学 王秀红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山西 太原科技大学 王欣洁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河北 华北科技学院 苗文静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北赛区 北京 清华大学 杨晶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李亚杰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北赛区 内蒙古 内蒙古医科大学 贾荣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賀慧霞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北赛区 天津 天津商业大学 王玉津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江苏 空军勤务学院 王淑玲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安徽 合肥学院 江立辉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江苏 解放军理工大学 李静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山东 聊城大学 张凤霞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于春华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张艳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上海 上海理工大学 魏连鑫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东赛区 安徽 安徽财经大学 杨鹏辉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西 广西大学 胡明明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南赛区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 张明慧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江西 赣南师范大学 王家林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湖北 湖北工业大学 周宁琳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湖南 国防科技大学 孙蕾 一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 景元萍 一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中赛区 江西 南昌大学 阮小军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中赛区 湖北 湖北大学 赵芹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火箭军工程大学 屈娜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武海波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吴慧卓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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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都琳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北赛区 陕西 长安大学 刘敏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何国良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李俐玫 一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乐山师范学院 罗天琦 一等奖 

线性代数 西南赛区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赵建容 一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 宋丽娟 一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西南赛区 四川 西南石油大学 李玲娜 一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吉林 空军航空大学 冯雪 二等奖 

高等数学 东北赛区 辽宁 大连海洋大学 史成锴 二等奖 

线性代数 东北赛区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郭潇 二等奖 

线性代数 东北赛区 吉林 吉林大学 邱菊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东北赛区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方茹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天津 天津理工大学 信秀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山西 太原科技大学 张新鸿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内蒙古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

范学院 
李姝敏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河北 河北大学 武利平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北赛区 内蒙古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吴晓红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北赛区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左会娟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安徽建筑大学 赵林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福建 福州大学 王平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阜阳师范学院 孙娓娓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福建 闽南师范大学 李克典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杨勤民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福建 集美大学 叶星旸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安徽 安徽理工大学 詹倩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浙江 浙江科技学院 孙莉萍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东赛区 江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尹晨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安徽 安徽科技学院 郭竹梅 二等奖 

线性代数 华东赛区 江苏 淮阴师范学院 张海辉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山东 山东农业大学 王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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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福建 福建农林大学 沈群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东赛区 浙江 浙江科技学院 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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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海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邢灵博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南赛区 广东 深圳大学 孙晓丽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南赛区 广东 广东金融学院 王芬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南赛区 广西 广西大学 黄敢基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华南赛区 广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熊彦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湖南 湖南文理学院 张华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晓蕊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河南科技大学 李灵晓 二等奖 

高等数学 华中赛区 河南 商丘师范学院 陆凤玲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中赛区 江西 东华理工大学 杨志辉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中赛区 河南 郑州轻工业学院 徐雅静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华中赛区 河南 新乡学院 毛新娜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北赛区 陕西 第四军医大学 吴克坚 二等奖 

线性代数 西北赛区 陕西 西安理工大学 王小侠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北赛区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杨晓丽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 马翠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攀枝花学院 唐琦林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西南交通大学 何莎 二等奖 

高等数学 西南赛区 四川 宜宾学院 刘信东 二等奖 

线性代数 西南赛区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荆燕飞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李林珂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王志勇 二等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西南赛区 重庆 重庆大学 黎雅莲 二等奖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西南赛区 重庆 重庆大学 董海云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