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内蒙古赛区获奖名单（初稿） 

现将 201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初稿）公布如

下，异议期为一周，即 2017 年 11 月 17 日-2016 年 11 月 23 日。今年共 319 队

参赛，正常提交论文 266队，获成功参赛奖及以上奖项的 228队。为配合各学校

的第二课堂，赛区组委会研究决定今年起增设赛区三等奖。本名单只公布获成功

参赛奖及以上奖项的名单，不含未获奖名单。没有获奖的主要原因是未按要求提

交论文、纸质论文与电子版不一致或重复率（知网和大雅系统）较高，查重结果

已反馈到各学校，请学校酌情予以处理。 

一、按照《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章程》第六条“异议期制度”的规定和

全国组委会公示日程，说明如下： 

1．赛区获奖名单公布之日起的一个星期内，任何个人和单位可以提出异议，

由赛区组委会负责受理。  

2．受理异议的重点是违反竞赛章程的行为，包括竞赛期间教师参与、队员

与他人讨论，不公正的评阅等。对于要求将答卷复评以提高获奖等级的申诉，原

则上不予受理。  

3．异议须以书面形式提出。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工

作单位、通信地址（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地址等），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

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写明联系人的姓名、通信地址（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地

址等），并加盖公章。赛区组委会对提出异议的个人或单位给予保密。  

4．与受理异议有关的学校管理部门，有责任协助赛区组委会对异议进行调

查，并提出处理意见。赛区组委会应在异议期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申诉人答复处理

结果。  

二、对名单中的文字打印错误进行修改的程序及说明： 

 1．凡发现“学校”名称、“队员”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打印有误，各校

请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前汇总本校的修改名单告知赛区组委会（电话：

0471-4993615，传真：0471-4991650，联系人：钱进，Email：qj405@163.com）。

由赛区组委会，统一告知全国组委会。过期将按该名单印制奖状，若有错误由各

校负责。 

 2．每个队最多只能有一名“指导教师”（集体名称最多只能包括五个汉字）。

原则上不受理改变“指导教师”名称的请求。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内蒙古赛区组委会 

2017 年 11 月 16 日 



2017内蒙古赛区本科组获奖名单（初稿）（奖项加*的作品报送全国奖）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赤峰学院 孙雪,李成然,刘易松 牛潇萌 赛区一等奖 

赤峰学院 周雅茹,闫红利,曲莹莹 白莉 赛区二等奖 

赤峰学院 王明浩,申钰,张萌萌 冯海琴 赛区三等奖 

赤峰学院 吴姗姗,刘倩倩,罗润钰 杨永霞 赛区三等奖 

赤峰学院 郝帅,胡晓辉,宋文钰 白莉 赛区三等奖 

赤峰学院 李昕,王欢,李雷 李玉叶 赛区三等奖 

赤峰学院 曾亚萍,祝杨成,郭红建 牛潇萌 赛区三等奖 

赤峰学院 王园园,刘彩红,陈丽娜 李玉叶 赛区三等奖 

赤峰学院 卢路路,李东跃,党胜 牛潇萌 成功参赛奖 

赤峰学院 若明,王忠岩,王睿 李文娟 成功参赛奖 

赤峰学院 马宏媛,何勇,焦迪 李文娟 成功参赛奖 

赤峰学院 陈琦,何杰,罗红梅 王日栋 成功参赛奖 

赤峰学院 刘洁,孟杨,王皓 王日栋 成功参赛奖 

赤峰学院 张雁宇,张瑜,王蓉 白莉 成功参赛奖 

赤峰学院 段美玲,薛嘉慧,赵欣雅 牛潇萌 成功参赛奖 

河套学院 于宝倩,李雪冬,史荣飞 靳玲花 赛区一等奖 

河套学院 郭新霞,明明,宇文龙飞 贾利东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侯通,郭宽宏,吕浩东 王海霞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王一飞,王振扬,王海宾 王帅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陈进伟,杨海丽,朱成祥 郭占海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吴国珺,李楠,王小丹 李珊珊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李悦,石豪达,张晓敏 李珊珊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赵蕙,赵宇桐,李强 李权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杨艳芬,杨兰兰,郝春祥 刘迪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邢吉斌,王荣,马靖 刘越 赛区二等奖 

河套学院 田凯,程研,范文斌 贾利东 赛区三等奖 

河套学院 袁小芳,吕晶,白美玲 魏育飞 赛区三等奖 

河套学院 韩旭,赵丹,贾东卫 斯琴 成功参赛奖 

河套学院 邢志鹏,闫振华,董娜 贾冬义 成功参赛奖 

河套学院 于晓东,李昊东,郭丽凤 张晓菊 成功参赛奖 

河套学院 李金,谭妮华,鲍淑娟 王维娜 成功参赛奖 

河套学院 翟浩伟,刘宇鹏,王浩田 刘迪 成功参赛奖 

呼伦贝尔学院 彭彦茹,钟婷婷,尹舒婷 张娟 赛区一等奖 

呼伦贝尔学院 宋晶,马晶,赵爽 林洪燕 赛区二等奖 

呼伦贝尔学院 陈鸿达,肖美艳,徐维娟 李洪明 赛区三等奖 

呼伦贝尔学院 闫亮,张磊,杨亚萍 张丽娟 赛区三等奖 

呼伦贝尔学院 何旭,喻鹏,安雪峰 李洪明 赛区三等奖 

呼伦贝尔学院 吕小芳,王雪怡,庞彬 包来友 赛区三等奖 

呼伦贝尔学院 陈佳蕊,何海波,高浩竣 包淑华 成功参赛奖 

呼伦贝尔学院 王向虎,石云凤,薛东晶 包志华 成功参赛奖 



呼伦贝尔学院 于美媛,郭佳男,张瑞霞 张志莉 成功参赛奖 

呼伦贝尔学院 吴晓利,邢丽荣,朱婉露 长林 成功参赛奖 

集宁师范学院 郭元元,贾雁宇,李旭佳 王艳 赛区一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郭鑫,张雪冬,骆艳茹 张宏智 赛区一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弓志芳,曹丽娜,韩雪雷 王晓利 赛区二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赵草,刘佳玲,段聪 张宏智 赛区二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温青,乔石,崔靖民 王艳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任伟,赵瑞峰,霍辉 夏俊杰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李晓宁,张宏敏,乔磊 董文华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钟岩,段晓苑,孙秀凤 董文华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杨敏,刘子陌,郭婷 王栋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郭秀春,张利霞,亓禹涵 张宏智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闫帅,杨文杰,张昊睿 王晓利 赛区三等奖 

集宁师范学院 王梦,谢欣欣,宋颖 张宏智 成功参赛奖 

集宁师范学院 李任博,董健儒,王磊 王栋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子姝,成欣,邱妍 王志刚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苏玮玮,陈思宇,朱丽影 王君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窦晨,贺琦,卢佳楠 李明远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张华强,刘东梅,郑旭 王春枝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赵怡璇,张春鹏,胥海敏 李明远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蔡瑜靓,雷园,苏日娜 高博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魏义鸿,郑战岭,韩宇 高博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常洋铭,薛莹,毛新宇 高博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郭娜,张浩坤,岳潭蓉 刘阳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浩,吕志敏,冯舒南 高博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高俊,李金泉,李学鹏 高博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郭子辰,张琦,顾阳 李明远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杜瑞霞,卢文华,郭晓丽 吕喜明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致远,高中慧,李昕 李明远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贾欣蕗,高凯杰,王宇晨 王春枝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高宇婷,吴桐,常钰 吕喜明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黄嘉迪,周佳富,刘茂 高博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康雨欣,李佳琦,俞子函 乔节增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杨娜,王晓琪,陈志英 王春枝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吉亚楠,王烁,鞠泽萍 高博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孙浩楠,肖婷婷,刘嘉慧 王婧哲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元帅力,马莉,吕慧子 王婧哲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周星艺,郭凤,任丽娜 李明远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赵若尘,罗小丽,任昱舟 李明远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孙国富,赵旭瑞,史敏 王靖哲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张烨,王赟权,田璐璐 赵洁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杨福锁,刘雪琴,田甜 孙艳军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冀海龙,王力军,王琦 高博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包雅婷,任雅茹,殷福顺 刘佳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常晓倩,王坤,张斌 高博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孟灵敏,张宇婷,张燕茹 王婧哲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财经大学 刘晨晖,赵晨浩,赵晓莉 李明远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魏永峰,陈彦冰,王念 马壮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亚君,冯宇杰,武娜 金其余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武新伟,陈芮,李晓雯 方志朝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吴羽纶,米子豪,刘洋 金其余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杨爽,李奉孝,高巍 李成兵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王宇,马圣文,杨哲 马壮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韦嘉程,池智慧,刘银惠 丁兆东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宏宇,安雅欣,闫慧 高巍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姜琳,常悦,赵玉新 方志朝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徐慧渊,任玥珍,刘乐 陈金设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黄志成,董烨霏,于盈 高巍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王旭涛,张嘉誉,刘晶鑫 陈金设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韩雨欣,宋明慧,万姝超 马壮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李泽宇,郭彦文,李姝含 马壮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王媋瑗,刘昱呈,刘晓彤 周立娟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 付青云,许桓庸,秦与皓 刘洋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帅,时颖,冯昭慧 李成兵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于水霞,李晗,魏星睿 刘洋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杨佳乐,李晓燕,张陛圣 方志朝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李沁,邱士业,王敏 方志朝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薛润涛,何玮钰,任芝慧 秦虎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郭佳俊,曲宏林,谢俊 方志朝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高艳,陈圣洁,刘萱 赵金星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贾源,刘雪峰,张喻芳 方志朝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吴雨桐,冉雪琦,王立坤 丁兆东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静,孟荣,肖文娟 方志朝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王旭,闫一波,杨国发 马壮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钰泉,杨森,余馨咏 丁兆东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郭宇,宋多琪,康嘉胤 陈金设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胡晓飞,陈甜微,罗晓朋 何斯日古楞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刘正荣,曾令慧,梁韵笛 何斯日古楞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大学 包玮维,郭云泰,于志力 韩海涛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美娜,薛晓宏,高宏红 赵金星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陈思远,管毓淑,李美鑫 丁兆东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石蕊,张艳龙,温凯凯 刘洋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郝进祥,张哲,孟超钰 刘洋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王羽丰,刘文楷,李剑 赵金星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张少军,吴娟,李佳欣 赵金星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大学 赵学妮,张艳,韩瑞龙 方志朝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王浩宇,杨浩,王迪 高巍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曹艳娟,刘佰静, 高巍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鲍聪慧,胡宝月,李星蓉 马壮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董滢,苏钰,刘春雨 高巍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孙会颖,肖志宇,彭磊 丁兆东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刘佳伟,赵锦芳,孙自杰 吴德玉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何启茹,安晓琴,王犇 方志朝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任玉桥,郭宁,王晨颖 丁兆东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王丹,陈洁,张文静 丁兆东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郝泽华,李静涵,崔钠淇 木仁 全国一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田宇,郭扬,任子璇 李娜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韩涛,隋朋洲,赵龙 崔继锋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兴中,姚太功,牛宇辰 卢静莉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米鑫,刘佳奇,刘欢 李娜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魏坤昊,翟梓棫,鹿红媛 曹艳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金跃,黄斐,孙文慧 李磊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杜晓东,李毅,甘智高 齐雅茹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范轶杰,史恋,闫增熠 文竹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梓童,王馨,李云贵 侯剑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闫红峰,牛敏,米文娟 文竹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迟云瑞,刘淳,贺慧超 侯剑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常吉祥,纪壮,刘毅 曹艳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傅帆,关志会,张文博 齐雅茹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阙文政,霍伟航,席会东 崔继峰 未获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李臻,徐珍珍,马鸣 董艳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秦晨辉,康文强,许哲 董艳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姚小芳,蔡新庭,吴鹏 曹富军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白栩东,李想,龙沁怡 赵娜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朱博远,侯丹星,徐晓 赵娜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柯志成,罗珊,孟繁茹 郭青宇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韩小琪,罗东风,高源 葛素琴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帅,包凌云,王喆 李纹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璐,王春艳,冯美霞 郭青宇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况理,汤号号,何新超 李玉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臧永超,彭跃,李政 章树玲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舟,李航,谭瑞宇 袁冬芳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郑君,裴宇婷,王一帆 王娟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杨敏,范淑琦,郝新宽 郭鹏云 赛区一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赵珂娅,刘旭媛,王岩 赵国忠 赛区一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贾凯,王美林,尚亚星 辛小青 赛区二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乔婷婷,吴丹,张达衢 宋志平 赛区三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边源远,刘俊洁,成妍 赵国忠 赛区三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张鑫,刘新瑶,陈明智 郭虹平 赛区三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陈曦,贺茹霞,王颖 宋志平 赛区三等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田欣宇,郭秀芳,杜欣 郭鹏云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郭智圣,陈佳佳,赵东芳 赵国忠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王雅娜,贺志飞,白苏雅乐图 郭鹏云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贾丽,高芳,杜旭东 田兵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陈亚男,曲慧娟,李晓雪 郭鹏云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房玲,郝震杰,田鸿珲 郭鹏云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李日娜,郑丽娜,吴宇丹 赵国忠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尚亚姝,魏震,张瑜 赵国忠 成功参赛奖 

内科大包头师范学院 郭静,白慧,智雅青 郭鹏云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肖宇婷,吴佳丽,赵忠元 韩海山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白杨,程璋,乌云塔娜 韩海山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吕钰莹,辛佳楠,赵立冬 韩海山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刘天宇,周月月,任静雅 韩海山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高振权,吉赫,李佳美 韩海山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郝鑫坤,刘得志,周光伟 韩海山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高显,韩灵云,刘宁 韩海山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单添渊,郭媛媛,刘玲 韩海山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李娜,杨云波,刘雨 韩海山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杨毅,郭宏蕾,武彩艳 韩海山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隋明颖,张晓云,徐中浩 韩海山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民族大学 张征,吕岩,尹晓蓉 韩海山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于申宜,刘瑞,张振超 吴国荣 全国二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曹梦娜,马利利,白皓宇 李月鲜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胡小月,王艳丽,王志影 姚贵平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靳文星,郝志同,杨璐 吴国栋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邢子鑫,高旭,盛晓彤 尹晓军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康玥,倪鑫,闫丝雨 尹晓军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文亮,张文强,夏志恺 赵真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月影,胡思梅,冯雅琪 贾子君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浩,范玲玉,曹欣欣 赵真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倩,李鹏,刘秀霞 刘媛媛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于宏亮,贺小兵,赵天宇 解云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杨诗聪,蔡诗佳,吕晓璐 周兰锁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晓丹,林一平,曹欣磊 刘媛媛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农业大学 王梓晗,吕怡楠,陈晨 解云 成功参赛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媱澜,林志辉,曹磊 梁显丽 赛区二等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阮维耶,陈庚,田俊文 吉日木吐 赛区三等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张学星,李培培 张保霞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徐孟艳,杨澜,谢健 萨和雅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腾挽坤,张然,刘欣然 徐俊文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张诗洁,张露露,李爽 徐俊文 赛区二等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侯乔宇,于晓倩,王家玮 辛智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董晓睿,赵哓英,邢田宇 李臻臻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丁丽萍,成思瑶,何杰 米宇平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苏新,尹彦春,李松硕 海泉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任聚婧,李思琪,栗艳娜 李臻臻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师范大学 许轶博,胡学佳,王雅楠 李臻臻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医科大学 崔少东,颜克达,刘瑞 曹莉 赛区一等奖* 

内蒙古医科大学 吴阶良,刘亚南,高云 孔建霞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医科大学 王远东,陈宝玉,韩婉新 贾荣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医科大学 李飞,朝乐木格,孙佳慧 教练组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医科大学 郝文欣,张瑞聪,常洁 杨素青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医科大学 鲁斓,卫亚娟,汪敬轶 薛康 成功参赛奖 

 

 

2017内蒙古赛区专科组获奖名单（初稿）（奖项加*的作品报送全国奖）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内蒙古医科大学 罕盖,赵磊,刘帅 谢桃枫 全国二等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王宏宇,徐超,王柒鼎 梁显丽 赛区一等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李玉,王霞,贺晓霞 媛媛 赛区二等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马云怡,岳进宝,庞乐乐 吉日木吐 赛区三等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利民,韩希雅,闫晓霞 李江鹏 成功参赛奖 

内农大职业技术学院 杜双全,娜荷雅,郑伟 张保霞 赛区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