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度数学与统计学院获奖和荣誉情况
党群建设
学院荣获“2021 年度突出贡献奖”，2022/01
学院荣获“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2022/03
学院官网获评“2021 年度优秀网站”，2022/03
学院微信公众号获评“优秀校园新媒体”，2022/03
孟天骄、吴相江 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2022/03
学生袁月、朱雯 2021 年度校园新媒体创新之星，2022/03
《回望 2021，数苑学子用脚步丈量初心，用行动践行使命！
》荣获优
秀校园新媒体作品，2022/03
学院团委荣获 2021 年度山东师范大学“五四红旗团委（团总支）”荣
誉称号，2022/04
“共学党史经典 传承榜样力量”荣获山东师范大学主题党日优秀品
牌案例二等奖，2022/04

教学工作
傅海伦、赵强、张德瑜、王彬、王秀梅、张丽 第九届省级教学成果
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2022/02
刘衍胜、闫宝强、李晓迪、李海涛、范进军、于慧敏 第九届省级教
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2022/02

人才培养
王晓宇 “田家炳杯”第七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二等
奖，指导教师傅海伦，2022/01
刘世森 “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
一等奖，指导教师傅海伦，2022/01

2021 年度数学与统计学院获奖和荣誉情况
党群建设
学院荣获“2020 年度十佳单位”
，2021/01
武海蓬、刘冬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2021/01
武海蓬、刘菊、管煜 山东师范大学 2019-2020 年度安全文明工作先
进个人，2021/01
数学与统计学院大学数学教学部 三八红旗手（集体），2021/03
杨青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21/03
2020 年度优秀二级网站，2021/03
2020 年度优秀校园新媒体作品三等奖，2021/03
包玉宝、范进军、肖新玲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标兵，2021/03
刘菊、管煜 2020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2021/03
赵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度招生宣传工作先进个人，2021/04
刘菊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度大学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2021/04
刘华锋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先进个人，
2021/04
刘红星 2020 年度山东省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表现突出个人，2021/05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2021/06
于慧敏、葛海滨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021/06
赵强、刘红星、刘菊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21/06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五好三强”过硬党支部，2021/06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数学与统计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党员“先锋出彩行动”先锋岗集体，2021/06
李萍、范进军、杨青、程涛、葛海滨、张德瑜、荐金峰、吴相江、房
莹、刘菊 山东师范大学党员“先锋出彩行动”先锋岗个人，2021/06

吴相江 “我来讲党课”活动优秀党课二等奖，2021/07
葛海滨 “我来讲党课”活动优秀党课三等奖，2021/07

人才队伍
李晓迪 第十三批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21/09
李海涛 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21/09
李海涛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21/11
杨泽忠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2021/09

教学工作
统计学专业入选 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02
学院荣获第十一次本科院级教学状态评估工作“先进单位”，2021/04
胡成 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2021/05
成锦、范进军、张霞、宋丽叶、杨泽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度优秀
教学奖，2021/09
宋义壮、李晓迪、闫宝强、劳会学 首届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正高组一等奖，2021/10
李琳、杨杰、张永新、赵晓晖 首届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中级组二等奖，2021/10
赵晓晖、杨杰、张永新、李琳 首届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中级组二等奖，2021/10
李晓迪、赵强、宋义壮、杨杰、房莹、荐金峰、赵晓晖 山东师范大学
第九届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21/11
傅海伦、赵强、张德瑜、王彬、王秀丽、张丽 山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
级本科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21/11
荐金峰、陈蓁蓁、周兆杰、 张晓青、李宏伟、魏冬梅、 张永新、王
强、巨安升 山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21/11
房 莹、赵强、肖新玲、王秀丽、胡成、石学军、解永晓、孙晗梅 山
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1/11

朱爱玲、徐述声、肖新玲、王德臣、孙胜秋、荐金峰、程涛、徐强、
周峰 山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1/11
杨杰、李琳、赵晓晖 山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2021/11
宋义壮、李晓迪、闫宝强、劳会学、田玉娟 山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
级本科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1/11
赵晓晖、李琳、张永新 山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2021/11
刘衍胜 山东师范大学校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21/11
杨泽忠、傅海伦 山东师范大学校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21/11

科研工作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
面上项目：陈焕贞、李晓迪、张德瑜、王春勇、杜光芝
青年基金：孙家伟

获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项：
重点项目：李晓迪
面上项目：朱爱玲、王秀丽、刘
青年基金：杨艳娟、郑

茜、吴亭亭

伟、张焕君、魏腾达

人才培养
袁昊、张家明、段晓慧、陈彦辰、郭怀韬、傅子豪 第七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山东省决赛金奖，指导教师，葛海
滨、刘菊、衣晓杰、李媛，2021/08
吴淑晨、赵治轩、于淼淼、陶佳宁、袁昊、马文远、胡钰格、杨
丹、杨雪雁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山东
省决赛银奖，指导教师，葛海滨、李晓迪、吴相江、宋希，2021/08
杨欣蓉 2021 第九届 TCCT 随机系统与控制专题大会优秀研究生论文

一等奖，2021/08
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3 项：
1.刘爱欣、李雅璐、刘玉娜 逻辑动态系统的反馈镇定控制及应用， 指导教
师，李海涛，刘衍胜 一等奖
2.赵永顺、李明月、李鹏 基于扰动观测器的延迟系统的滑模控制 指导教师，
李晓迪 三等奖
3.王璐瑶、程露露 当前我国数学类研究生数学学习倾向性现状调查研究，指
导教师，杨泽忠，张敦迎 三等奖

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
杨丹 基于状态切换的时滞系统的稳定性分析与控制，指导教师，李晓迪

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 篇：
1. 张娟 奇异摄动及优化问题的误差估计与预处理，指导教师，陈焕贞
2. 李明月 基于延迟脉冲效应的复杂网络同步控制及分析，指导教师，陈焕
贞 李晓迪

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学位硕士）8 篇：
1. 窦文慧 几类有限值系统的可检测性及应，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指导教师，李海涛
2. 王方圆 分数阶对流扩散方程最优控制问题的 Spectral Galerkin 方法，山
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周兆杰
3. 剧嘉琛 两类优化问题的算法分析，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
导教师，刘茜
4. 王静 随机多值逻辑网络的脉冲与控制设计，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指导教师，李海涛
5. 王淑玲 大尺度逻辑动态系统的分析与控制，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指导教师，李海涛
6. 朱晨虹 基于饱和输入脉冲系统的稳定性分析与吸引域估计，山东师范大
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晓迪
7. 徐至鲁 复杂网络的时滞脉冲同步与控制，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指导教师，李晓迪

8. 张太祥 脉冲切换系统的输入/输出状态稳定性分析：混杂脉冲效应，山东
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晓迪

2020 年度数学与统计学院获奖和荣誉情况
党群建设
2019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2020/01
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 山东师范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2020/06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
2020/06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五好三强”过硬党
支部标兵，2020/06
数学与统计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五好三强”过硬
党支部，2020/06
战秉聚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020/06
翟军龙、武海蓬、杨青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20/06
葛海滨、武海蓬、翟军龙 庆祝建校 70 周年工作先进个人，2020/12

人才队伍
李晓迪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20/10
周兆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度东岳学者计划拔尖人才，2020/08
李海涛 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2020/02

教学工作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01
宋义壮 数学分析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0/11
朱爱玲 2020 年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2020/11
房 莹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入选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优秀网络课程，
2020/09
房莹，刘中艳，王秀丽，赵强，赵晓晖 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5 项，2020/06
荐金峰 第七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省二等奖，2020/08
孙宁奎、刘衍胜、赵强 山东省第六届信息化教学比赛，优秀奖，
2020/04

科研工作
李晓迪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创新团队，2020/01
李晓迪 入选科睿唯安 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2020/11
李晓迪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20/12
于慧敏、闫宝强、李晓迪、程红梅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2020/12
张德瑜、劳会学、李慧兰、刘红星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2020/12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 项：
面上项目：侯婷、金凤飞、李海涛、张霞
青年基金：胡成、贾金红、刘争光、路晓东、孙晗梅、周峰、周洋

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1 项：于文华
ESI 高被引学术论文 21 篇

人才培养
房莹，刘中艳，王秀丽，赵强，赵晓晖 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5 项，2020/06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二等奖三项，2020/11
队员：孔德诚、夏世娇、闫

芳

指导教师：荐金峰

队员：荣金达、曾

浩

指导教师：荐金峰

队员：隋昊廷、汪子源、于宗洋

指导教师：荐金峰

冰、王

杨丹、杨雪雁、吴玲玲、李鸿鹏 第七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指导教师，李晓迪、葛海滨，2020/12
剧嘉琛、刘建欣 PAAP 2020 最佳论文奖，2020/12

2019 年度数学与统计学院获奖和荣誉情况
人才队伍
陈焕贞 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19/09
李晓迪 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19/09
陈焕贞 山东师范大学东岳学者拔尖人才，2019/11
李海涛 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2019/10
刘衍胜 山东师范大学 2019 年度十佳教师，2019/09

教学工作
刘衍胜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2019/12
房 莹 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立项，2019/12
全国“华文杯”微课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2 项，2019/10
全国“华文杯”微课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 2 项，2019/10
全国数学建模微课程（案例）教学竞赛一等奖，2019/08
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华东赛区一等奖 2 项，2019/10
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华东赛区二等奖 2 项，2019/10

科研工作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批设站，2019/09
李海涛 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19/12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
面上项目：傅希林、周兆杰
青年基金：王海洋、赵国栋

于慧敏，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2019/09

人才培养
袁昊、李鸿鹏、万立、孔童心、刘云聪、刘鹏青、刘林龙 山东省“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指导教师，葛海滨，2019/07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二等奖 4 项，2019/10
队员：郭梦柯、郭忠斌、滕皓琰

指导教师：荐金峰

队员：付宇航、管丽萍、石天修

指导教师：李宏伟

队员：赵祥蓉、赵梦雨、于志凌

指导教师：刘华锋

队员：商慧珺、肖雪松、王鹏飞

指导教师：周兆杰

王晓萌 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一等奖，指导教师，傅
海伦，2019/11
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2 项
李雅璐、王淑玲、李晓东 有限值网络化系统的控制理论及应用，指导教师，
李海涛 一等奖 学术学位
杨雪雁、李晓迪、朱海涛 不连续控制系统理论研究，指导教师，李晓迪 二
等奖 学术学位

4 篇硕士学位论文获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吕晓晓 基于 LMI 技术的时滞控制系统的耗散性和鲁棒性分析，山东省
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李晓迪，2019/12
2. 马天赋 有外界扰动下耦合的偏微分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山东省优秀硕士
论文，指导教师，闫宝强、金凤飞
3. 张小雨 混沌系统的同步控制-混杂控制器设计，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指
导教师，李晓迪
4. 郑亚婷 时滞影响下逻辑动态系统的分析与控制，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
指导教师，刘衍胜、李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