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受资助及获奖名单

编号 姓名 年级 专业 学号 成绩 受资助（）

A 题（38

件）

A+114

徐蔡军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5

88.00 董晓亚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9

邢江涛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3

A+125

余亮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0

87.50 赵阳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09

赵转叶 研二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4109

A+106

朱四伟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8

87.00 杜娜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21

拜喆喆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9

A+065

吴芳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30

86.75 李情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7

霍迎春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73

A+002

陈思静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2

86.25 任闯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43

刘洋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29

A+052

邓高旭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8

86.00 王一鸣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3

钟亚洲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6

A+102

何宗平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16

86.00 袁仁奇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13

王宇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05

A+043

鲁齐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4

85.75 周志强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33

赵汉文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1

A+103

段明圆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14

84.50 孙玉珍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01

毕兴可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27

A+170

邵俊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31

84.50 刘路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28

康路路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17

A+062

张坤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9

84.00 岳耀波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6

安小娟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0

A+056
张嘉嘉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0

83.38
张鹏飞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4114



卢玉林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4117

A+024

李敏楠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44

83.25杜艳艳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07

尤林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17

A+076

王金东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3

82.50李渴望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1

苗实芳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22

A+008

张建民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05

82.25赵建鹏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3

李京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36

A+133

苗同也 研二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4107

82.00章兵 研二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4109

陶然 研一 艺术设计 M095115106

A+060

黄海军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3

81.00张震宇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4

张克平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5

A+147

刘畅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01

80.50李姝君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431

张艺然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109

A+071

耿英博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1

79.75张瑞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1

黄涛 研一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M010115124

A+126

何江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11

79.50李忠钊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16

陈建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15

A+086

牛甜甜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1

78.25王克杰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51

庞鲁杨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8

A+107

马金鑫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14

78.25赵艳红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50115101

戈智永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214

A+129

陈昊楠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M020215119

78.25龚昀 研一 时尚艺术设计 M095115104

骆邓玉 研一 时尚艺术设计 M095115108

A+025

王立祥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5

77.13周燕琼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8

余佳磊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13

A+083
张济楠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17

77.00
闻倩艺 研二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4117



马利影 研二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4104

A+011

林小松 研一 交通运输专业 M105115110

76.63靳笑楠 研一 交通运输专业 M105115121

钟垚 研一 交通运输专业 M105115114

A+026

赵辉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18

75.25杨涛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11

石耀天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105

A+087

杨欢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2

75.25隋杨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27

王颖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7

A+134

罗梦莹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4

75.25何音 研一 技术经济与管理 M030415109

翟玥 研二 技术经济及管理 M030414105

A+073

蒋永亮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7

74.00崔健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8

赵园林 研一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M090315102

A+089

诸明伟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11

74.00江云意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20

范丹丹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22

A+032

陈亮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6

71.50王东征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8

李权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9

A+050

范凡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03

70.00王君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47

焦志远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02

A+009

李贺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5

66.50孙晓东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4

胡小小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9

A+084

罗石岩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227

62.38王敏敏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118

刘小勇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429

A+127

钱磊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23

60.25刘亚龙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11

孟会敢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13

A+105

王强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9

56.25马丽莎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2

李达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4

A+150
朱小静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 M040115118

56.25
朱红光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5



王广婓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8

B 题（58

件）

B+172

王立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12

78.80 孙丽丽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32

高鹏飞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24

B+099

李高辉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54

78.40 朱俊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41

刘中财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40

B+096

范烨力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16

78.00 方虎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15

朱士娟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11

B+013

田培培 研二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4101

76.80 朱星宇 研二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4108

王春燕 研二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4106

B+035

王康乐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8

76.20 陈建军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9

张国栋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1

B+010

李昭锦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01

76.00 袁泉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06

张雷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12

B+077

周志官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32

75.00 张铖 研二 机械电子 M010214108

朱国奎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08

B+163

丁长委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57

74.40 刘扬柏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58

蔡晓艳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18

B+151

付本刚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7

74.20 刘冰尧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8

张艳杰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7

B+104

罗健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10

74.00 孙长兵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11

郭璐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25

B+140

任师涛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20

73.80 何留洋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56

陈玲玲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09

B+143

张亚婷 研二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4107

73.80 陈聪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03

刘坤锋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06

B+039
刘小双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25115105

73.60 
范蕊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25115103



丁刑涛 研一 机械电子 M020215106

B+166

程鹏展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5

73.40 张雪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6

王辉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7

B+029

许明乐 研一 机械电子 M020215123

73.20 肖闪丽 研一 机械电子 M020215110

钱园园 研一 机械电子 M020215127

B+113

王医强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22

73.20 刘松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4

葛鸿翔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4

B+109

朱玉坤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15

72.80 答建成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01

孙善富 研二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50114102

B+117

高志方 研二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4109

72.60 张泽翔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6

万桃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29

B+094

刘磊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05

72.60 汪佳农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38

王蕊 研二 社会保障 M038514318

B+054

田雨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56

72.00陈吉平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5

孙雪萍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24

B+162

唐志勇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1

72.00孙鹏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28

祁羽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12

B+101

李松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7

71.80张玉磊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21

王芳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08

B+021

王振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6

71.40彭博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8

黄剑其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9

B+051

孙丹 研一 材料加工 M050315126

70.80薛丹丹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7

陈凯 研二 材料加工 M050314131

B+124

杨海波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6

70.80党彦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42

王婷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0

B+142
庄超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03

70.60
陈俊杰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13



邹琼琼 研二 材料加工 M050314112

B+031

刘洪君 研一 机械设计及其理论 M010315109

70.40董涛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15115101

程浩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15115103

B+097

周伟浩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13

70.00杨斌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0

吴云刚 产业经济学 15050101

B+098

戴志文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9

70.00尹建成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3

闵丽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6

B+023

刘应瑞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1

70.00方云 研一 技术经济及管理 M030415103

殷国涛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04

B+006

尚伟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3

69.40王皓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0

冉广鹏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9

B+082

陶阳锋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07

69.40胡列锋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03

汪静茹 研二 材料物理化学 M050114101

B+003

周庆飞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3

68.60韩飞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4

汪淼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04

B+091

陈莹莹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2

68.60李帅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13

房刘杨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03

B+141

余大洋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20

68.20王烨颖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25

张莉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10

B+030

刘彭宏 研二 企业管理 M030214124

68.00张亚旭 研二 企业管理 M030214112

梅俊青 研二 企业管理 M030214111

B+090

张静 研二 材料加工 M050314105

67.80姜亦帅 研二 材料加工 M050314126

曹亚明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8

B+028

奚蒙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15115105

67.60于露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30

刘磊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15115104

B+046
季春云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5106

67.40
邢亚飞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5104



王凯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15115106

B+164

王俊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5

66.60姜彪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2

高杨德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21

B+171

张杰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41

66.00彭慧洁 研二 企业管理 M030214104

方红庆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54

B+095

涂同飞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58

65.60阮金花 研二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4105

阚夫超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5

B+138

胡晛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25115102

63.60张婷 研一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5107

解丽苹 研一 社会保障专业 M030515135

B+146

李兰鹏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4

63.60常振亚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1

董顺辉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2

B+012

王鑫琛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3

61.80冀晴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0

戚文强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44

B+119

曹银东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M010315103

61.80郝小真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29

晁鸿鹏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7

B+018

罗小敏 研二 (空) M050314124

61.60杨智华 研二 (空) M050314122

周东冉 研二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4102

B+072

李文涛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5110

61.20戎飞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5105

白念涛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5108

B+156

蔡遵武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4

60.80朱罗北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7

刘浩博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8

B+015

吴磊彬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7

60.00龚永佳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2

沈韬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6

B+067

潘震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11

60.00蔡鹏飞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19

师永刚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20

B+020
刘文涛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4

59.00
张东剑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04



梁慧莹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07

B+047

张浩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4119

58.60吴杨春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33

刘拓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4121

B+037

杜金锋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21

57.80高甜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9

董欣怡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48

B+057

杨小兵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8

56.80刘东旭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20

鲍跃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39

B+045

刘国伟 研一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5134

51.80汪亚东 研一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M010115115

赵鹏 研二 社会保障专业 M030514410

B+061

霍文军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1

50.40瞿伟成 材料学 M0502151114

吕弘毅 研一 材料加工 M050315108

B+022

扈宇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0115102

48.40郭云祺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12

徐超群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4

C 题（44

件）

C+049

秦伟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5

89.00 张雯柏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15

罗娟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04

C+048

陈露瑶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07

86.80 虞涛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27

郑昌浩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02

C+017

刘金鑫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66

85.80 郭烨 研一 机械设计及理论 M010315101

王洪围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31

C+080

黄一鸣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9

85.80 郭训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10

李鹏程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12

C+059

谢一荣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17

85.60 李卓贤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04

蒋妃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06

C+055

卢志浩 研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010114135

84.80 韩红伟 研二 机械设计 M010314104

周舟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26

C+038
阙祖富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3

84.20 
张鑫鹏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5



刘同强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04

C+085

张旋宇 研一 纺织化学与染整 M090315103

83.80 广若彬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72

陈丽康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54

C+111

刘玉雅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09

82.60 任慧霞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411

刘德坤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6

C+042

王晨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08

80.60 郝文震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59

徐文祥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14

C+001

万荣 研一 技术经济与管理 M030415106

79.80 刘阳 研一 技术经济与管理 M030415107

赵齐辉 研一 技术经济与管理 M030415108

C+078

张娜娜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19

79.80 智超英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2

王兵维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3

C+064

王宇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18

79.20 陈苏雨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6

陈盈 研一 技术经济及管理 M030415101

C+115

黄景旺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419

79.20 祝梦霞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418

李翠平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422

C+063

徐云鹤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17

78.60黄文欣 研一 材料加工 M050315107

李全一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10

C+016

靳世鑫 研一 纺织工程 M090115103

78.40孟想 研一 纺织工程 M090115105

陈春敏 研一 纺织工程 M090115107

C+040

张陆佳 研一 纺织工程 M090115104

78.20管昳昳 研一 纺织工程 M090115108

顾益飞 研一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M090315101

C+074

金亭汝 研一 技术经济及管理 M030415105

78.20封雨 研一 技术经济及管理 M030415102

戴邦 研一 机械制造 M010115112

C+033

王艺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60

76.80陈孝燚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29

王以鹏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59

C+144
解辉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13

76.00
黄丹 研二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4116



胡俊 研二 材料学 M050214119

C+069

段玉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56

75.20陈思玉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33

凌宪政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37

C+088

庄乔乔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18

74.40李雷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02

聂云鹏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11

C+092

刘浩项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10

74.20胡陈羽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85115113

王子琦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01

C+116

刘金霖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4116

72.80张晨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4101

马强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26

C+120

李运涛 研一 机械电子 M010215126

71.60张建 研一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M010115135

曹爽 研一 旅游管理 M030315102

C+100

高琼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7

70.60张艳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5

杨尚昆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02

C+068

李威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5

70.40武明恩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3

陈艾媛 研一 社会保障专业 M030515134

C+122

邢亚均 研二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M090314101

70.40汪志斌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7

章国红 研二 纺织工程 M090114104

C+004

周伟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07

70.00刘胜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05

王菊凤 研一 会计 M030115124

C+093

李振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03

69.60张华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25115104

郭晓辉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26

C+036

韩伟月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2

66.60祝璐琨 研一 材料加工 M050315109

张成 研一 材料加工 M050315110

C+161

朱剑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62

65.40童佳驰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64

赵迷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221

C+019
陶超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1

65.00
刘凯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09



陆雯 研一 车辆工程 M060115153

C+081

刘骁洋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02

64.80朱国庆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32

朱春平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40115134

C+145

刘旭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9

63.20季颖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06

邹承良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105115123

C+118

崔金星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04

62.60胡古月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55

汪姝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113

C+150

孙刚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03

61.20白宇林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27

岳璐 研一 企业管理 M030215105

C+132

高坤 研二 车辆工程 M060114145

60.80申炎仃 研二 纺织工程 M090114106

张锟 研二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4112

C+173

王婉莹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24

60.60唐玉燕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21

张丽娜 研二 社会保障 M030514320

C+159

谢超杰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19

57.40张勇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0

史志成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3

C+175

钱小瑞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1

55.20许奇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07

吴晨谋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5111

C+130

姚延松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05

52.80张琪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01

王悦 研一 材料加工工程 M050315125

C+155

戴睿琦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33

51.00李玉霞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10

李艳 研一 会计学 M030115119

C+123

王春青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71

36.20肖乐夫 研一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M010115102

王祥 研一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M010115132

D 题（8 件）

D+079

张成兵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4118

74.40 黄海波 研一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M090315105

宗凯月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1

D+014
史云飞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05

68.60 
罗翔勇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03



朱爱丽 研一 艺术设计 M095115110

D+066

高伟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10

67.80张博 研二 车辆工程 M100114107

陈丽君 研一 车辆工程 M100115111

D+075

江凤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4109

67.00吴霏霏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4112

刘慧洁 研二 机械电子工程 M020214108

D+070

刘绪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4

66.00孙恋敏 研一 交通运输工程 M065115116

范红平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7

D+121

靳佳瑞 研一 材料学 M050215103

63.00吴文顺 研一 材料物理与化学 M050115102

吴彬彬 研一 社会保障 M030515139

D+128

倪守斌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22

56.00吴晶晶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15

张淑杰 研一 机械电子工程 M010215108

D+007

胡小赛 研二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M090314106

54.40陈胜楠 研二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4108

郑景景 研二 服装设计与工程 M090414110

注：红色为一等奖（共 8 组），绿色为二等奖（共 16组），蓝色为三等奖（共 51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