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十二届MathorCup高校数学建模挑战赛获奖名单
专科生组

参赛编号 奖项 学校 指导老师姓名 队员1姓名 队员2姓
名

队员3姓
名MC2203063 一等奖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尹社会 卢海静 王梦慧 夏恩豪

MC2205330 一等奖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刘君 李城 余文锋 林浩政

MC2205667 一等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郑一诺 莫俊 李晨晨

MC2206205 一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谢秀桔 沈剑斌 张敏婷 陈畑

MC2207904 一等奖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孟思含

MC2211691 一等奖 火箭军士官学校 赵静静 袁胜昆 肖正豪 蔡酥

MC2211695 一等奖 火箭军士官学校 王运行 杨金道 张哲宇 周永辉

MC2212422 一等奖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凌巍炜 钟鑫 邹志鹏 刘业俊

MC2212428 一等奖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凌巍炜 张良奇 曾祥龙 杨晨欣

MC2212688 一等奖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临昱 周兴兰 庹江湖 罗欣媛

MC2201337 二等奖 重庆市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郑冬 谢欣杨 李武杨 章蕊

MC2201604 二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 宁楠 考鑫凯 曹艳洁 许晓晗

MC2201744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陈云 陈星宇 潘阳光 赵清帅

MC2202832 二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 李涛

MC2203414 二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赵剑英 檀文阳 方铮 汪泳芩

MC2203460 二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刘有新 辛蕾 冯志杰 窦彬涢

MC2203465 二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黄家云 王义萍 沐俊梅 汪宏鹏

MC2203578 二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午 俞晓华 凌华娟 葛宝山

MC2203579 二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申睿 曹松 肖琼 王进

MC2203633 二等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威 周乐天 杨倩 徐龙

MC2204831 二等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张小玲 黄尧

MC2205644 二等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陈宇航 蓝伟杰 杨轹文

MC2205898 二等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智章 张丽平 周凤玲 魏敏芝

MC2206192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谢秀桔 尤彬鸿 游佳欣 陈荣煊

MC2206198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谢秀桔 黄俊爵 龚耀国 叶紫怡

MC2206214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吴瑞溢 吕佳伟 陈炜泽 叶震啸

MC2206245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田敏 黄长泉 王珍珠 卜子洋

MC2206246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田敏 郭鑫浩 姚佳棋 林璐瑶

MC2206259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陈方芳 陈超 叶永贵 黄柔

MC2206260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陈方芳 王玉凤 白少权 廖玉豪

MC2206263 二等奖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曾慧平 金超 黄志刚 赵新利

MC2206281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侯阔林 张隆涛 刘茹玉 杨权

MC2206314 二等奖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郭红军 梁轩萌 侍凤成

MC2206466 二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李蕙萱 李炜 张瑞珍 林龙振

MC2207780 二等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徐欣 许久 何昕忆

MC2208617 二等奖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周浩 陈成板 周兆选 陈汉杰

MC2208632 二等奖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李杰 梁玉豪 任秀丽

MC2209874 二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黄俊鹏 郑灿桂 张晓雨

MC2209916 二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江梦儿 官可欣 曾雨欣

MC2210596 二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卢念 岑舒行 高鹏

MC2211693 二等奖 火箭军士官学校 秦文斐 向智强 高钰洁 彭一航

MC2212031 二等奖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胡桐春 刘昭文 蒋安安 高伟

MC2212479 二等奖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俊捷 王嘉豪 宁浩宇 唐粟勋

MC2212596 二等奖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程鹏 何志琳 张文平 袁宁

MC2000019 三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士官学校 年福耿 吴江煜 严行漪 蔡沁璇

MC2200579 三等奖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王利方 陈生阳 陈贺洋 邹文韬

MC2200585 三等奖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任晓美 孟文明 朱郭帅 李华强

MC2200863 三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陈云 黄勇智 周子迅 冯雅萍

MC2201049 三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陈云 杜斌 张民华 陈炜鹏

MC2202568 三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袁力 姚骏 曹俣璠 孙强

MC2203149 三等奖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邵帅 王皓然 金鑫怡 李曾洪

MC2203302 三等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惟建 刘春 高悦 谭玉华

MC2203400 三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居子月 侯晨亮 杜文秀

MC2203406 三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午 闫雪洋 陈美琳 蒋志涛

MC2203461 三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陈倩倩 李俊 梅玲娜 张远发

MC2203481 三等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谢超 沈雨婷 王金玲 郭聪

MC2203803 三等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威 肖尊波 肖苗苗 刘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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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编号 奖项 学校 指导老师姓名 队员1姓名 队员2姓
名

队员3姓
名MC2204335 三等奖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凌巍炜 陈功 李恒 倪羽凡

MC2204764 三等奖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
学院　

王孟雅 刘振宇 刘凯 胡文卓

MC2205138 三等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红 肖欣 胡自满 刘进义

MC2205900 三等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智章 艾依雯 牛莉 宁咏娜

MC2206237 三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侯阔林 范凯琳 周永辉 蔡思怡

MC2206254 三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叶小华 张子豪 何文龙 黄倩倩

MC2206324 三等奖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曾慧平 李光源 于长升 周琦

MC2206326 三等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陈晓 周晨阳 蒋旭明 邵祖狄

MC2206481 三等奖 黎明职业大学 李蕙萱 吴橦炜 周玮鸿 聂宇

MC2208472 三等奖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陈骑兵 胡峻菠 袁若菡 陈锐

MC2208493 三等奖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练队 赵江洪 王彬著 贾方玲

MC2208622 三等奖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张维国 钱熙然 龚佳燕 胡雨欣

MC2209943 三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罗一苗 陈燕 连雪贤

MC2209944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邹青 余梦祺 郭伟 王思富

MC2210048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田维萍 杨昌柳 任小美

MC2210173 三等奖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潘冬 张俊超 黄伊圣 杨东应

MC2210587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王兴军 韦绍勋 胡远贵 王鑫楠

MC2210629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唐亮 刘青青 娄侠

MC2211037 三等奖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定能 孙贵龙 陈徽 陈忠盖

MC2211074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赵伟 鄢中燕 韩明东

MC2211131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龙洪 刘少华 胡文 黄庆彬

MC2211364 三等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朱群松 李益江 吴寿琴 姚山林

MC2211629 三等奖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符繁强 汤涛 杨发波 谭思敏

MC2211631 三等奖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符繁强 王衣军 王兰 王泽兰

MC2211637 三等奖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符繁强 周荣兰 李元鑫 刘娜

MC2211675 三等奖 广西水利电力技术职业学院 交叉学科建模
组

石唐权 涂日升 田轩铭

MC2211782 三等奖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马晗茜 沈佳瑶 张洲 侯龙辉

MC2212302 三等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芳 陈添奕 杨家乐 段芳

MC2212591 三等奖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凌巍炜 欧阳建辉 钟坤德 刘勇

MC2212701 三等奖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田飞 陈微微 王建杰 罗倩

MC2213036 三等奖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孔新海 桑玉 石春萍 庞大兰

MC2000020 成功参赛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士官学校 宋岑 王海涛 黄冶 马康康

MC2000022 成功参赛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士官学校 陈兰兰 王哲 王岩 翁建峰

MC2000023 成功参赛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士官学校 韩西志 陆晓鹏 卢一凡 宋乐检

MC2200252 成功参赛奖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张仕尧

MC2200575 成功参赛奖 宁夏理工学院 孙河川 刘文徳 潘尚盛

MC2200593 成功参赛奖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王翠 徐航 刘桐 张金豪

MC2200595 成功参赛奖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王翠 王昆 郭宇航 刘柏镇

MC2201162 成功参赛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张春阳 张倬 徐薇 曹佳鑫

MC2201404 成功参赛奖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徐鹏 陈镓焌 沈逸凯

MC2201420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黄家云 胡朝安 任欣悦 徐朝伟

MC2201467 成功参赛奖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真 季建徽 吴蓉蓉 秦飞捷

MC2201468 成功参赛奖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郑冬 潘良 蔡显 孙习钊

MC2202073 成功参赛奖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职业技术学
院

邓瑞娟 苏雪薇 张从国 佘平安

MC2202532 成功参赛奖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徐瑞 米常辉 陶辰

MC2203010 成功参赛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数模组 孙乐熠 黄艺 刘其韩

MC2203243 成功参赛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芳 林继坤 王毅 罗骞

MC2203259 成功参赛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鹿高杰 侯智昊 沈文涛 陈鹏帆

MC2203361 成功参赛奖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游晋峰 李佳乐 张琦 张佩佩

MC2203398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林仁龙 许海燕 潘一波

MC2203402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邓瑞娟 金世鹏 杨从好 陶灿

MC2203404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孔生林 李元昌 彭良增 童春

MC2203410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谢超 葛春杰 王剑波 张飞翔

MC2203412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邓瑞娟 张家莲 李长青 户孝庆

MC2203415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宋庭武 李亚文 马良 王雪峰

MC2203416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陈倩倩 孙宁 段贵云 汪宁

MC2203419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赵剑英 汪兆杰 张斌 袁朝

MC2203467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陈倩倩 赵传雨 徐旭东 郑东森

MC2203468 成功参赛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袁力 赵艳培 李春 母春风

MC2203473 成功参赛奖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职业技术学
院

胡克弟 杨秀富 陈默 郭广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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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编号 奖项 学校 指导老师姓名 队员1姓名 队员2姓
名

队员3姓
名MC2203690 成功参赛奖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闫永芳 王治统 任佳钰 卫辛艳

MC2203867 成功参赛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芳 夏诗怡 张刘阳 罗芙蓉

MC2204206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付顺开 唐浪 胡科香

MC2204305 成功参赛奖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曹利 赵景源 张文静 郭鑫鹏

MC2205392 成功参赛奖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游晋峰 武晓倩 李姚燚 刘超

MC2205654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王皖申 沈文斌 曾泽

MC2205655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缪文晖 张浩楠 马傲迪

MC2205659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陆雨欣 陈灿 陈晴晴

MC2205662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杨娜娜 吴梦婷 牟鑫婷

MC2205664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邓志轩 范可凡 李亚伦

MC2205665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康建斌 胡金秋 王晨源

MC2205666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朱迦勒 舒佳进 郑子豪

MC2205733 成功参赛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彭丽娟 李杰 周科材 雷韩燕

MC2205842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智章 林斌斌 王嘉伟

MC2205854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智章 曹培雨 熊真意

MC2205858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黄春松 刘颖轩 谢晓妮 洪小霞

MC2205867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黄春松 朱倩 余姿谊 唐晓钰

MC2205906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黄春松 林婧 唐敏 张依宁

MC2206001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陈晓萍 吾童话 郑可莹 蔡思婷

MC2206026 成功参赛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数模组 王中涵 邓杨 肖舟

MC2206230 成功参赛奖 黎明职业大学 吴瑞溢 连志高 朱榕涛 卞文杰

MC2206262 成功参赛奖 黎明职业大学 叶小华 翁湟镔 崔海龙 洪宏祥

MC2206270 成功参赛奖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段祥宇 李瑞 罗路香 吴伯润

MC2206283 成功参赛奖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胡美菱 包子渊 俞浩 万润涛

MC2206978 成功参赛奖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芳 封俊耀 谢俊 刘凯

MC2207034 成功参赛奖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 教练队 郭仁杰 韦良君 杨怡

MC2207147 成功参赛奖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凌巍炜 郑宇桐 徐雪晴 习世平

MC2207583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方心瑶 黄烨琳 林俊美

MC2208454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指导组 余浩 吕蓥莹 纪宏宇

MC2208484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指导组 杨博 陈家宝 魏铭祯

MC2208487 成功参赛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指导组 邹建泰 谢雪晖 管振文

MC2208791 成功参赛奖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沈亚丽 李吉祥 王盼 刘昌锦

MC2209148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柯孙城 赖子健 黄振诚

MC2209624 成功参赛奖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林丽娟 帅飞 鲁全华 杨静

MC2209753 成功参赛奖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交叉学科建模
组

岑颖怡 黄国俊 徐鸿东

MC2209847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龙冰 谢丽煌 李杭

MC2209848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林耿宇 袁梦琪 陈思凯

MC2209853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陈兴建 陈茜 吴伟河 姚庆思

MC2209857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何蓝天 苏雅婷 潘文谢

MC2209863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黄盛文 杨志境 陈苏萍

MC2209869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陈玉莹 徐帅辉 黄康娜

MC2209882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黄婷 王铮哲 陈卓悦

MC2209884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刘泽璇 钟思婷 邱翰

MC2209888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陈嘉怡 莫小清 张子勤

MC2209894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何子奕 杨丽娟 张军

MC2209930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付玉霞 唐天麒 曹正茂 龚启星

MC2209935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郑冰谊 郑诺婷 黄基裕

MC2209936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郑泽海 梁梓然 柯文秀

MC2209950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林若雪 黄嘉敏 许泽君

MC2209954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邹青 曾雄 邱小艳 何建云

MC2209970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邹青 李孟娅 雷艳 杨文龙

MC2209976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 文来红 谢郭锋 谢水娣

MC2209990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朱群松 邱治运 何沙 唐也芝

MC2210010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邹青 赵胖 杨辉晴 贺莲欢

MC2210042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李俊斌 丘易瑾 李紫姚

MC2210053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何容 张守雪 张兴静

MC2210054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闻钧跃 叶书芹 付松强

MC2210063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艾克代木·艾

合买提
韦燕流 岑文青

MC2210343 成功参赛奖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凌巍炜 刘祥飞 尧小芬 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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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编号 奖项 学校 指导老师姓名 队员1姓名 队员2姓
名

队员3姓
名MC2210571 成功参赛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情 利旭辉 刘文振 刘艺波

MC2210649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涂光洪 郭珍兰 石围

MC2211253 成功参赛奖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钟满田 胡德润 李骏 陈惠敬

MC2211497 成功参赛奖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唐荣秀 黄卫 梅良坤 解瑞彤

MC2211674 成功参赛奖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黄浩 王先敏 周丽霞 顾青山

MC2211820 成功参赛奖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交叉学科建模
组

李颖 梁淦 陈春权

MC2211838 成功参赛奖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交叉学科建模
组

覃锦锐 莫奇飞 梁东琼

MC2211891 成功参赛奖 上海健康医学院 陈立范 宋如意 彭程 高雨新

MC2211981 成功参赛奖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周婷 臧延超 董路兵 韩枚秀

MC2212150 成功参赛奖 武汉理工大学 熊和金 蒋明航 谭超

MC2212490 成功参赛奖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文杰 蒋钰如 曹慧

MC2212550 成功参赛奖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张伟 陈先翠 李思琪 吴迪

MC2212556 成功参赛奖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张伟 刘铁 陈文刚 谭登科

MC2213046 成功参赛奖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宏 吕玲馨 饶秀兰 曾雪敏

MC2213068 成功参赛奖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王秀秀 张树枫 张成 吉力伍加

MC2213075 成功参赛奖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孔新海 马兰 刘雨婷 陈良

MC2213095 成功参赛奖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佳佳 万心怡 张红莲 蔡豫婷

MC2213152 成功参赛奖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帅培 叶昌青 李星夜 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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