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华东赛区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次序） 

特等奖（22 名） 

陈隽 福建农林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张圣贵 福建师范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谢小贤 华侨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线性代数） 福建 

陈静 江苏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刘海蓉 南京林业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申敏 南京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徐丹丹 解放军理工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江苏 

沈建伟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沈学文 浙江传媒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线性代数） 浙江 

焦继文 山东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张风云 济宁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高等数学） 山东 

曹荣荣 青岛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高等数学） 山东 

吴海燕 青岛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陈兆英 济南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郭琼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线性代数) 上海 

张雯莹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辛大伟 阜阳师范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王燕 合肥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王振纬 陆军军官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吕道文 蚌埠医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孙露 黄山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刘植 合肥工业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高等数学） 安徽 

一等奖（27 名） 

林晶 福建工程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章红梅 福州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郑雪静 泉州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杨昔阳 泉州师范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概率统计） 福建 

李建波 江苏师范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王艳艳 空军勤务学院 高等数学 江苏 

王发兴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线性代数 江苏 

陈蓓 解放军理工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江苏 

孙莉萍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殷炜栋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张京良 中国海洋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宋颖 聊城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王新赠 山东科技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概率统计） 山东 

田祥 山东农业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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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崑 青岛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胡凯 聊城大学 线性代数 山东 

种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王磊 合肥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刘先蓓 安徽财经大学 线性代数 安徽 

刘兮 合肥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王丽丽 合肥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杨贵梅 阜阳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王玉 合肥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李苗苗 陆军军官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王素霞 淮南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郝晓红 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苏涵 安徽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二等奖（52 名） 

李凤 集美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吴炳烨 闽江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刘丽 宁德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涂淑珍 龙岩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郑航 武夷学院 线性代数 福建 

王宝艳 
福建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冯晓霞 闽南师范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李薇 福建农林大学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线性代数） 福建 

何佑梅 福建工程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概率统计） 福建 

朱凤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刘小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周美玲 南通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韩笑 解放军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朱小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王秀荣 江苏师范大学 线性代数 江苏 

王海侠 南京理工大学 线性代数 江苏 

黄体仁 浙江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浙江 

王淼坤 湖州师范学院 线性代数 浙江 

金云娟 丽水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吴杰芳 泰山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高等数学） 山东 

侯丽娟 泰山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高等数学） 山东 

王建 中国海洋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刘显著 青岛大学 线性代数 山东 

尹爱芹 泰山学院 高等数学 山东 

董素媛 齐鲁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时彬彬 山东农业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刘珂 泰山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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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阳 青岛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陈祥平 济宁学院 高等数学 山东 

韩银环 青岛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于娜 上海电力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上海 

李想 上海理工大学 线性代数 上海 

刘爱兰 上海电力学院 高等数学 上海 

熊莲花 合肥工业大学 线性代数 安徽省 

汪慧 安徽新华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省 

石满红 安徽科技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省 

王贞 池州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省 

陈俊霞 陆军军官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省 

梁文娟 黄山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省 

戴泽兴 滁州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省 

钱开燕 合肥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省 

张纪强 安徽三联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省 

张拥军 蚌埠医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许娟 安庆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尹松庭 铜陵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李甜甜 安徽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省 

王敏秋 合肥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汪代明 阜阳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武洁 安徽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刘静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唐慧慧 阜阳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潘娟娟 安徽新华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