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十一届MathorCup高校数学建模挑战赛获奖名单公示
专科组

论文编号 学校名称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奖项

21020340009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刘娜 洪县城 张留蝶 一等奖

2102034004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康泰 祝吉林 郭慧丽 一等奖

21020340049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邓奇涛 梁基业 李成铭 一等奖

21040420001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贾亚楠 张智炜 靳小洁 一等奖

21040420005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冯晓阳 李星耀 韩瑞芳 一等奖

21240280002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娄侠 杨静 敖珣 一等奖

21270410005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

李金航 牛玉华 齐振宇 一等奖

21390100003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赵天文 赵梦婷 邹智辉 一等奖

2102034003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吕恩浩 黄烨煊 张金磊 二等奖

2102034003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朱文丽 张颖 邱天 二等奖

21030290001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冀征 刘桐炎 郭佳成 二等奖

21040420002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樊聪旺 康佳瑜 贺雅雯 二等奖

21060300002 沈阳工学院 姜苗苗 梁援昊 张佳音 二等奖
21120290009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王喜全 江露露 冯志杰 二等奖
2112029001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闫雪洋 陈美琳 刘晨 二等奖
2112029002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黄家璇 靳陶雯婷 牛佳乐 二等奖
21130260018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苏林 杨志 金同 二等奖
21130280006 黎明职业大学 贺强 叶玲 梁陈龙 二等奖
21130280008 黎明职业大学 林锦城 林嘉伟 吴弘毅 二等奖
21130280009 黎明职业大学 朱祖楷 郭鑫浩 江泓 二等奖

21140470001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钟远渊 曾平 王公海 二等奖

2118035000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张全碧 刘江 王福 二等奖

2118035001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罗婷 周婉萍 李陈凤 二等奖

21180440026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周乐天 李思杰 雷元丰 二等奖
21180440028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陈添奕 田智华 王君宏 二等奖

21220200001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曾安 丁泓鑫 陈耀武 二等奖

21230320001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肖旭东 汪冬梅 曾旬 二等奖
21230320002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任健 魏杰 江文庆 二等奖
21230320007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叶婷 邓小伟 杨康渝 二等奖

21240280010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简超 陶雨炻 喻成瑶 二等奖

21270410003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

李林 刘焕焕 刘海瑞 二等奖

21390100019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杨一娟 陈晓宇 梁詩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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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0420003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刘思卉 辛锦慧 程雪静 三等奖

21040420006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岳娟 王佩瑶 党婉溶 三等奖

21040420007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章美琳 周丹 穆美琴 三等奖

2111065000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戴一靖 三等奖

2112029001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杨妍妍 朱逸飞 黄雪 三等奖
21120290014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产皖芳 梁健 郝富迪 三等奖
21120290017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杜诚 李诗雨 翟井丽 三等奖
21120290018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宋力 杨菲 汪宏鹏 三等奖
21120290019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朱军 高龙岗 崔傲楠 三等奖
21130260022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叶蕾 鲁瑞平 林耀宗 三等奖
21130260024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沈婷婷 陈雪彬 徐东秀 三等奖
21130280002 黎明职业大学 卜子洋 黄长泉 王鹭枫 三等奖
21130280003 黎明职业大学 黄飞武 林梦婷 许俊元 三等奖
21130280005 黎明职业大学 游佳欣 薛晓映 沈宇丰 三等奖
21130280007 黎明职业大学 黄勇智 庄宏君 张民华 三等奖
21130280010 黎明职业大学 陈国华 黄永龙 林娜 三等奖
21130280011 黎明职业大学 刘天喜 高峻 刘瑞平 三等奖
21130280012 黎明职业大学 陈俊成 石小凤 曾辉煌 三等奖
21130280013 黎明职业大学 朱榆滢 杜斌 许浩楠 三等奖
21150070050 临沂大学 李文倩 李琪 朱星宇 三等奖
21150120004 青岛理工大学 马慧 冯春伟 谢智博 三等奖

21160100003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王梦慧 卢海静 王亮 三等奖

21170310001 文华学院 杨泽 罗创 陈博 三等奖

2117067000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陈泽宇 郑骏豪 刘光福 三等奖

2118035000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齐梦婷 詹锦程 蒋舒君 三等奖

21180350005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徐海 蒋赟宇 郭进成 三等奖

2118035001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吕黄宏 戴淼涵 毛鸿宇 三等奖

21180440007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夏诗怡 张刘阳 宋子璇 三等奖
21180440008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瑶 罗新星 杨家乐 三等奖
21180440013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倩 张思棋 胡春阳 三等奖
21180440018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子棋 晋美 三等奖
21180440024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马骁逸 周婷 林丹 三等奖
21180440029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姚雯 黄文幸 周婉露 三等奖

21220190001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唐时波 黄春花 谭旭秋 三等奖

21230320005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芳 依尔杨军 汪鑫 三等奖
21230320006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甘明玥 王慧玲 吉拿来落 三等奖
2123032000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曾礼霞 贾君知 李明慧 三等奖

2123039000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马明波 张瑞 田婷婷 三等奖

21240280004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田进超 周笛 郭晓慧 三等奖

21240280006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韩瑞熙 梅成 杨仕运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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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0280007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罗艳 万延龙 罗奇东 三等奖

21240280012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王思岑 胡可可 罗登凤 三等奖

21240280015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黄海 黎前松 刘玺 三等奖

21240280019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杨承学 蒲林波 黄铖 三等奖

21240280020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嬴鹏喜 陈红霞 常国鹦 三等奖

21390100024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
军工程大学

晏子祎 三等奖

21390100161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吉各子合 唐谢美 陈芳 三等奖

210203400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朱嘉俊 林少华 徐千超 成功参赛奖

21130260020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周赟 江丹丹 潘炜文 成功参赛奖
21130280001 黎明职业大学 洪礼焕 罗天桢 蔡吉昌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18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闵蕾 付林 吴萧萧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70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邱林洁 张书琴 高靖荣 成功参赛奖

21130280001 黎明职业大学 洪礼焕 罗天桢 蔡吉昌 成功参赛奖
21130260020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周赟 江丹丹 潘炜文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18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闵蕾 付林 吴萧萧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70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邱林洁 张书琴 高靖荣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朱嘉俊 林少华 徐千超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0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李洋博 芮心如 郭茹芳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0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王寒 凌雅静 张雨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2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朱立江 朱迪 朱进鑫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3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桂国程 刘克洲 陆海龙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4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肖尧 杨佳奥 陈俊果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4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吴和东 徐雪阳 刘振

成功参赛奖

2102034004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勤务学院 禚峻辉 白枭 邵明远

成功参赛奖

21040420004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王娅楠 刘佳惠 张慧玉

成功参赛奖

21040420008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张毓欣 刘一洁 陈自华

成功参赛奖

21040420009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常倩倩 应雨欣 施锦琪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0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陈迅 朱婉娟 龙碧云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04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李厚兴 谢文静 赵伟琦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0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王羽婷 王可可 杨雅洁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07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尹鑫 高艺轩 李梓晗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1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龚思晴 王弘坤 张子煜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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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029001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张子琦 陈超 储海艳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20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马辰蓉 刘家强 赵松 成功参赛奖
2112029002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马良 文乐 张科云 成功参赛奖

21120660002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
技术学院 陶刚强 李群 胡婉香

成功参赛奖

21120660004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
技术学院 宋大浩 王嘉豪 祝笑宇

成功参赛奖

21120660005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
技术学院 王朱 方嘉程 徐格淳

成功参赛奖

21130260001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宇恒 苏丽梅 李良杰 成功参赛奖
21130260010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萧森森 吕蓥莹 纪宏宇 成功参赛奖
21130260016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邵丰 赵霖 洪永炫 成功参赛奖
21130410003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林艳红 曹骏 俞志明 成功参赛奖
21140520001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邱乐彦 阮克彪 余文邦 成功参赛奖
21140520002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汪良臻 周骏腾 吴丰乐 成功参赛奖
21150070011 临沂大学 张雪萍 赵书龙 成功参赛奖
21150070028 临沂大学 江依 周春苗 赵帆 成功参赛奖

21160100001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徐泽辉 王俊雅

成功参赛奖

21160100002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彭旭 闫正浩 荀祺

成功参赛奖

21170310005 文华学院 唐建 陈靖依 李静 成功参赛奖
21170660001 鄂州职业大学 龙晓洁 陈英娣 成功参赛奖

21170670001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夏子健 胡玉玲 徐志红

成功参赛奖

21170670003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彭俊杬 程家瑞 罗萍

成功参赛奖

21170670006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王振兴 刘佳龙

成功参赛奖

21180350004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吴文俊 吴海燕 杨坤

成功参赛奖

21180350006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蒋沅圃 谭婵娟 苏莉

成功参赛奖

21180350007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吴锡 刘礼平 彭亦辰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05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何芳 廖丽娟 吴欣妍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06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周微 罗盛 肖海霞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1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滕召海 雷龙 江艳采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14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周如 颜祥英 张秀云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17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丹 濮双玉 黄珊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2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肖煌 陈佳琪 李思美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21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朱弘文 龙昊翔 陈乐添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2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付婷 张璇璇 刘娜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25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秦道现 刘海平 肖湘钰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31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宇佳俊 成功参赛奖
2118044003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春成 付文言 宁鑫 成功参赛奖

21190590001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陈镇松 林彩仪 沈俊杰

成功参赛奖

2119073000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马超龙 成功参赛奖

2119074000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张清龙 黄俭豪 张伟华

成功参赛奖

2123030000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刘潇键 李帅 刘建军

成功参赛奖

2123032000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如灿 周子渝 吕欢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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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0320004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刘轩彤 杨洪 杨其川 成功参赛奖
21230320009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戴晨曦 赵怡 唐然 成功参赛奖

21230390002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王德平 曹建宏 吴长容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01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陈飞 罗石林 任华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03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祝国洪 王磊 龙开成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05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郭荣飞 覃小林 李董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08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刘青青 唐亮 陆义满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09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杨志 王小毓 梁四超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13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嬴永妮 彭超超 余玉嫦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14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黄啟芬 张梦莹 郝祥芳

成功参赛奖

21240280022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谈深 付顺开 钟涛

成功参赛奖

21270280001 西安翻译学院 夏量浩 庄悦 张世纪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00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宋皎 蒲华容 郭智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01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思熠 陈莹 李汶璐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021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吴明正 曾浩东 王宁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214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宋幸汝 黄巧玲 梁婕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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