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

所在高校 团队名称 团队负责人

北京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教师团队 段晴

清华大学 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教师团队 戴琼海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团队 刘伟

北京师范大学 区域地理理论与实践教师团队 刘宝元

中国农业大学 果蔬加工教师团队 廖小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团队 贾文键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曲选辉

北京化工大学 弹性体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张立群

北京交通大学 高速铁路线路工程安全服役创新团队 高亮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网技术教研中心教师团队 纪越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教学团队 邹长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采矿工程育人团队
周宏伟

王家臣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油气井工程教师团队 李根生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保护教师团队 骆有庆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教学团队 高晓虹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安全工程教师团队 李建军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与涉外法治教师团队 霍政欣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育人团队 张伟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临床中药学》教师团队 张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与财务管理教师团队 张新民



南开大学 光学与光子学教师团队 许京军

天津大学 智能电网教师团队 王成山

大连理工大学 高性能制造教师团队 贾振元

东北大学 特殊钢冶金技术教师团队 姜周华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 孙正聿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教师团队 邬志辉

复旦大学 葛均波院士团队 葛均波

上海交通大学 氢轻之美创新教师团队 丁文江

同济大学 干细胞生物学教师团队 高绍荣

华东理工大学 石油化工智能制造教师团队 杜文莉

东华大学 机电智能装备技术与系统学科团队 孙以泽

华东师范大学 “创获智慧”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团队 杨国荣



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交叉学科教师团队 郭子建

东南大学 遥操作机器人技术教师团队 宋爱国

中国矿业大学 智能矿山装备教师团队 朱真才

河海大学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教师团队 高玉峰

江南大学 生物系统与生物加工教师团队 陈坚

南京农业大学 菊花遗传与种质创新团队 陈发棣

中国药科大学 生药学教师团队 李萍

合肥工业大学 新能源电力系统科学与技术教师团队 丁明

浙江大学 机电液重大装备教师团队 杨华勇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团簇化学创新群体 郑兰荪

山东大学 新能源系统控制教师团队 张承慧



中国海洋大学 绿色与智慧海岸工程教师团队 史宏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师团队 印兴耀

武汉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冷门绝学传承团队 于亭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字化材料成形团队 李德群

武汉理工大学 光纤传感与信息处理教师团队 刘泉

华中师范大学 农药化学教师团队 肖文精

华中农业大学 畜禽健康养殖教师团队 陈焕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论法学教师团队 陈柏峰

中南大学 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利用教师团队 孙伟

湖南大学 风工程与桥梁工程研究团队 陈政清

中山大学 泛南海地区天气气候研究团队 杨崧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理论与创作实践教师团队 何镜堂



重庆大学 可持续建筑环境营造教师团队 李百战

西南大学 土壤肥料学教师团队 谢德体

四川大学 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教师团队 王玉忠

西南交通大学 翟婉明院士教学科研团队 翟婉明

电子科技大学 电磁辐射与散射教师团队 杨仕文

西安交通大学 热流科学与工程教学科研团队 何雅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病虫害治理教师团队 康振生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 张新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宽禁带半导体教师团队 郝跃

长安大学 公路工程教师团队 申爱琴

兰州大学 复杂环境与介质相互作用力学教师团队 周又和

华侨大学 精密制造与装备教师团队 徐西鹏



暨南大学 融合新闻教师团队 林如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学本科授课教师团队 高鸿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临床免疫学教师团队 魏海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磁兼容技术创新团队 苏东林

北京理工大学 新体制雷达与实时处理教师团队 毛二可

哈尔滨工业大学 宇航空间机构及控制技术教师团队 邓宗全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舶控制工程团队 严浙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动力系统能量高效利用教师团队 毛军逵

南京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徐胜元

西北工业大学 精确制导与控制教师团队 周军

中央民族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团队 麻国庆

北方民族大学 图像处理与智能计算教师团队 保文星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教师团队 高峰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学院内科学系教师团队 张抒扬

大连海事大学 海上交通安全与空间信息技术教师团队 李颖

北京工业大学 “环保自动化”教师团队 乔俊飞

北京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防灾教师团队 李爱群

首都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临床医学教师团队 赵国光

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及信息交叉科研教学团队 李海梁

天津中医药大学 省部共建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师团队 张伯礼

天津市职业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师团队 李晶华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团队 李云梅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专业教学团队 薛梅

河北医科大学 骨科学专业教师团队 张英泽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模式识别应用技术团队 韩提文

河北经贸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团队 柴艳萍

河北地质大学 地质学教师团队 李英杰

河北师范大学 生态学教师团队 刘敬泽

燕山大学 现代流控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教师团队 赵丁选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团队 王伟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教师团队 郭贵春

太原理工大学 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教师团队 赵阳升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山西财专德润智创会计教师团队 高翠莲

内蒙古大学 家畜现代生物育种团队 李光鹏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教师团队 黄平平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史教师团队 咏梅



沈阳工业大学
高品质永磁(特种)电机系统及在大型风力发电中应用研究教

师团队
张凤阁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教师团队 朱蓓薇

沈阳建筑大学 工程装备教师团队 张珂

沈阳农业大学 作物学教师团队 陈温福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导论教师团队 闻德亮

大连医科大学 中西医结合教师团队 尚东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道路与桥梁工程检测技术团队 顾威

吉林农业大学 农产品精深加工教师团队 刘景圣

东北石油大学 油气资源勘查教师团队 吕延防

东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教师团队 单安山

哈尔滨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健康安全教师团队 孙长颢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斯拉夫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团队 赵秋野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教师团队 张继忠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推拿教师团队 房敏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与打击乐学科教师团队 杨茹文

苏州大学 纳米材料科学教师团队 李述汤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一流学科建设教师团队 赵强

南京林业大学 林木资源高效培育教师团队 曹福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科学教师团队 陈海山

南京医科大学 “呼吸系病诊疗技术与社会服务创新”教师团队 黄茂

徐州医科大学 麻醉学教师团队 曹君利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资源学教师团队 段金廒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教师团队 汤国安



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学教师团队 杨亦鸣

扬州大学 扬州大学水稻丰产优质技术创新教师团队 张洪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教师团队 眭碧霞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匠心筑梦·铸魂报国”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教师团队 温贻芳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动物药学专业教师团队 朱善元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与保密教师团队 吴国华

浙江农林大学 林业碳汇教师团队 周国模

温州医科大学 药学教师团队 李校堃

中国美术学院 国家主题性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教师团队 许江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轻工装备技术教师团队 王向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师团队 戴欣平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教师团队 王建林



安徽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袁亮

福州大学 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教师团队 江莉龙

福建农林大学 闽台特色林木高效培育与保护创新团队 郑郁善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证研究基地教师团队 李灿东

福建师范大学 “生态-地理过程”教师团队 杨玉盛

华东交通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工程教师团队 徐长节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双一流学科建设教师团队 谢明勇

东华理工大学 铀资源勘查与开发教师团队 孙占学

江西理工大学 铜资源高效开发及高值化利用教师团队 杨斌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陶瓷文化传承教师团队 朱辉球

济南大学 绿色化学制造与精准检测教师团队 郑庚修



山东农业大学 植物发育分子生物学创新团队 张宪省

青岛农业大学 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教师团队 宋希云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文献与文化教师团队 王振国

山东师范大学 儿童青少年发展教学科研团队 张文新

山东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刘培德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智能电网保护与控制教师团队 王涛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动物医学系教师团队 李舫

淄博职业学院 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师团队 曾照香

郑州大学 关键金属与先进靶材料教师团队 何季麟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逆境生物学教师团队 宋纯鹏

河南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加工工程教师团队 宋克兴

河南科技学院 小麦生物学与遗传育种教师团队 茹振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测绘地理信息教师团队 陈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与应用教师团队 史增芳

武汉工程大学 资源利用与新能源开发团队 王存文

湖北工业大学 新材料与绿色化工教师团队 李学锋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计算数学教师团队 舒适

湖南科技大学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技术装备教师团队 万步炎

长沙理工大学 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建养与运维教师团队 郑健龙

湖南农业大学 茶学教师团队 刘仲华

湖南工商大学 “绿色与智慧管理”教师团队 黄福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团队 黄岩松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技术团队 段树华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教师团队 罗锡文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团队 龚盛昭

广州大学 减震防灾教师团队 周福霖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双高校”高水平艺术设计专业群教师团队 叶永平

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教师团队 吕志平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基础课程教师团队 林江

广西民族大学 边疆民族地区红色文化“大思政课”教师团队 陈媛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铁信号职教装备开发教师团队 黄莺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中华法文化传播教育教师团队 龙大轩

四川美术学院 科技艺术与社会创新教师团队 焦兴涛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教师团队 陈良

西南石油大学 压裂酸化教师团队 赵金洲

成都中医药大学 系统中药传承创新教师团队 彭成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装备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师团队 熊熙

贵州大学 绿色农药与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创新团队 宋宝安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喀斯特山区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群教师团队 吴有富

昆明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教师团队 杨斌

西北大学 计算机类专业核心基础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教师团队 耿国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地下空间环境保障教师团队 李安桂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教师团队 尚华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教师团队 张超

兰州交通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教师团队 闫浩文

西北师范大学 原子分子物理教师团队 董晨钟

青海大学 盐湖绿色材料教师团队 金培鹏

石河子大学 现代农业装备团队 陈学庚



新疆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教师团队 关亚群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教师团队 王海波

新疆警察学院 反恐理论与实务教师团队 张 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