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大学 2017 年度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

名单 

湖南大学于 5 月 18 日至 5 月 21 日成功举办了 2017 年大学生

数学建模选拔赛，本次竞赛共收到 78 份参赛论文。经过专家认真评

审，共评出一等奖 5 个队，二等奖 9 个队，三等奖 17 个队，现公布

获奖名单如下： 

序  号 参赛学生 学号 学院 奖项 

   

1 

谢琦 201517020427 工商管理学院  

一等奖 王欢 201518070125 金融与统计学院 

彭欢洁 201518050319 金融与统计学院 

 

2 

袁诗迪 201506010205  工商管理学院  

一等奖 易殊玥 201511020418  工商管理学院 

徐梓双 201506010219 工商管理学院 

 

3 

刘琦峰 S1602W0127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一等奖 刘明明 S1602W0134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张云 S1602W0135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4 

庞俊飞 201507020107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等奖 黄晓珂 20150703040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张雨强 20150702010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5 

刘璐嘉 201506010107  工商管理学院  

一等奖 闻小萱 201506010206  工商管理学院 

李书慧 201506010211 工商管理学院 



 

6 

张楚娴 201506010410  工商管理学院  

二等奖 江美 201506060109  工商管理学院  

林鹏锦  201506010411  工商管理学院  

 

7 

王曼亚 201617020407  工商管理学院  

二等奖 丁倩 201617020420  工商管理学院 

陇永鑫 20160801061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8 

吴林山 201607030118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郑锶 20160703011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陇健智 201611020217  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 

 

9 

石莹 201511020502 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  

二等奖 陇伦旺 201504060514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刘颖 201521120415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10 

杨泽坤 2015080601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奖 陇玉枚 2015080601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翔宇 20150806010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夏砚雯 201617020608 工商管理学院  

二等奖 郭文 201617020315 工商管理学院 

李翰 201617020313 工商管理学院 

 

12 

陇兆阳 201518070213 金融与统计学院  

二等奖 陆玮婧 201518070220 金融与统计学院 

任紫薇 201518070103 金融与统计学院 



 

13 

 

陇宇婕 201617020310 工商管理学院  

二等奖 胡佳君 201617020318 工商管理学院 

李雨昕 201617020120 工商管理学院 

 

14 

左欣婷 201578010224 工商管理学院  

二等奖 沈涛 201510040207 工商管理学院 

武文超 201526010527 信息科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15 

孔祥仁  201504060805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三等奖 胡瀚珮 201504060827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胡磊 201504060813  土木工程学院  

 

16 

彭安峰 201611020201  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  

三等奖 于晓戈 201610040105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戴凌锋 201608060209  信息科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17 

招雅萌 201610040117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三等奖 

 

刘健吾 201610040114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徐珲 20160901032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8 

王雨 201614010304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三等奖 

 

宋效百 201614010303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丁思琪 201614010308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 

盛秋语 201510040416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三等奖 宗邱昊 201510040414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吴柯萱  201507040208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0 

蔡林 201617020510 工商管理学院  

三等奖 

 

肖启伟 201604060709 机械与运载学院 

刘星彤 2016080601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若尘 20140803030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史银龙 20140803010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杨忠委 20140803032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旭仕 20141401060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2 梁德琅 2015140103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王家乐 2015140202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文灿 201609020109 化学与化工学院  

  23 罗晓悦 201609020221 化学与化工学院 三等奖 

 黎子豪 201609020106 化学与化工学院  

 曹广旭 201610040205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24 夏一卓 201678010213 生物学院 三等奖 

 张新颖 20160701010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徐家琪 20150703030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5 周杰 20150703031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耿凡 201507030304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季宏坤 201510040110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26 陇咏言 201510040107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三等奖 

 张静 201510040111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27 

闻天歌 201517020216 工商管理学院  

三等奖 

 

潘梦霞 201506060106  工商管理学院 

陇欣楠 201517020318  工商管理学院 

 孙景 201514010208 材料科学与工程  

  28 张雄 201514010222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三等奖 

 朱诗瑶 201514010211 工商管理学院  

 姜轶楠 201518070106 金融与统计学院  

  29 谭哲昊 201518070115 金融与统计学院 三等奖 

 杨文翰 201507010604 金融与统计学院  

 陇翔 201518050515 金融与统计学院  

  30 程星宇 20150803010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李姝佳 201408030426 经济与贸易学院  

 罗忠辉 201521120215 经济与贸易学院  

  31 张奇 201521120410 经济与贸易学院 三等奖 

 杨懿 201521120411 经济与贸易学院  

                                                   

 

  教务处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2017 年 6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