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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北京交通大学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16项,48人）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1 

姚蕴杰 20271107 理学院 

任展彤 20271132 理学院 

周逻雁 20251172 交通运输学院 

2 

崔业康 2021112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周雷竣 202111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封晓露 20241268 经济管理学院 

3 

马彬 20251160 交通运输学院 

武子仪 20251196 交通运输学院 

韩旭晨 20251150 交通运输学院 

4 

宁鑫鑫 2028122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胡月 2028121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王晓语 1928101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5 

方晨芳 2028130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蔡子祺 2028120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张开元 20301059 詹天佑学院 

6 

成家明 20271232 詹天佑学院 

熊豪 20311018 詹天佑学院 

贾倩茹 20322042 詹天佑学院 

7 

齐致远 20291017 电气学院 

范琳倩 20271209 理学院 

杜海玮 2028127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8 游梓良 2021145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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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岳一凡 2021145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赵晨远 2021145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9 

任岩松 2021117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子琛 20292055 电气学院 

郜轩艺 20271272 理学院 

10 

祁禹狄 2021138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涵 2021141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白昱萱 2021136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1 

汤斯嘉 19241224 经济管理学院 

王元 19241225 经济管理学院 

庄雨锦 19241234 经济管理学院 

12 

刘鸿 19301121 软件学院 

刘宇 19301122 软件学院 

左烜 19301165 软件学院 

13 

曹希雯 2021139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邱佳玮 20291183 电气学院 

谢锌蓝 20291186 电气学院 

14 

邱雨 20271187 理学院 

胡超恩 20271035 理学院 

陈怡月 20271207 理学院 

15 

邱云祺 20271131 理学院 

杨雨桐 20271142 理学院 

许斯淇 20271139 理学院 

16 

陈丹宁 20271001 理学院 

柴源 21241134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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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王淼 20398040 电气学院 

 

二等奖（32项,95人）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1 

郁聪 20281061 詹天佑学院 

王纪元 20271161 詹天佑学院 

付晋吉 20271271 詹天佑学院 

2 

张志清 1922114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伍学文 1922114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李小龙 1922112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3 

张婧慧 19271056 理学院 

于佳瑞 19231233 理学院 

4 

牛梦宇 2028128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储文静 2028127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欧奕仪 2023116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5 

高凡茜 2022109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丁赏 20251234 交通运输学院 

宋阳春 20251019 交通运输学院 

6 

程维森 21231264 詹天佑学院 

张根瑞 21211311 詹天佑学院 

韦舒羽 21281202 詹天佑学院 

7 

易浩宇 21271275 理学院 

方梓懿 2128121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李蔓琪 21301070 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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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8 

范佚辰 1922200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肖晗 1922202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马禾旺 18311012 建筑与艺术学院 

9 

刘恒枫 20281142 詹天佑学院 

李大榕 2022135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兰文锴 2022135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10 

何一骞 2021113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胡韵琦 2021110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刘子晗 2021131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1 

刘元铭 20301012 软件学院 

杜剑宇 20301003 软件学院 

梁杰玉 20301008 软件学院 

12 

侯雨桐 2028131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肖金林 2028129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程伽雅琪 2028130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3 

张艺文 2021145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玟 2021137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房小鸥 2022128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14 

林俊良 2022125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许志龙 1928114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郑雨欣 1928115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5 

卜程庆 2028110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田禹 2028122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黄钰尧 2028110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6 周丽琪 1928123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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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王文宜 1928123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苏慧敏 1928122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7 

柯劲帆 2128128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唐昆鹏 21241296 经济管理学院 

李至鹏 21271154 理学院 

18 

陈俊东 20291103 詹天佑学院 

刘晨 20281082 詹天佑学院 

娄馨月 20241254 詹天佑学院 

19 

沈紫静 2039806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薛奕松 2021130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万子源 2021145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 

李雨欣 2028114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韩博轩 2028131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夏心雨 20241071 经济管理学院 

21 

王星赫 2121110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梓琪 2121117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曹智伟 2121132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2 

张登甲 20271108 理学院 

范冰冰 20271267 理学院 

梁思瑜 20271092 理学院 

23 

马逸飞 2028118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翟凯智 2028119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何嘉琪 2028117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24 

田璐 21291024 电气学院 

朱超夷 2122119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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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赵思源 21291253 电气学院 

25 

李鑫 1921127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陈晓依 1927106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闫荣君 1923131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6 

刁卓然 20241130 经济管理学院 

鹿逸文 2121116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丁蕾嘉 20271233 理学院 

27 

代一乐 20291227 电气学院 

庄梓伸 20291226 电气学院 

张向鑫 2128123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28 

曹彤彤 1922100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陈一铭 1921125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刘婷婷 1921104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9 

毛雪莉 20291178 詹天佑学院 

李东宸 20251283 詹天佑学院 

杨迈 20291025 詹天佑学院 

30 

胡文畅 20292034 电气学院 

朱颜麟 20292029 电气学院 

何锦仪 20292033 电气学院 

31 

刘家豪 20231253 詹天佑学院 

周翼龙 20271058 詹天佑学院 

朱子铭 20271201 詹天佑学院 

32 

周乐凯 2122128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陈佳辉 2122129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朱浩然 2122128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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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80项,232人）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1 

张馨木 2021112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崔芳宁 2021106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彭文越 2021107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 

刘启繁 21271122 理学院 

刘奕贝 21271123 理学院 

林俊轩 21271121 理学院 

3 

晏雪妮 1922115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陈子莹 1922124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唐赞 1922101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4 

谈吉 2022107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方野 2022106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李嘉宁 1922103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5 

陈博游 19241287 经济管理学院 

王珂 20241303 经济管理学院 

肖凡 20301147 软件学院 

6 

刘湘楠 1921104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董晓双 1921103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宗桐 1921106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7 

祖力皮卡

尔·阿山 
2028110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丁璞骏 2028110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8 

郑建轩 20301151 软件学院 

郭佳源 20291265 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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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余萧 20291127 电气学院 

9 

周瑞鹏 20271146 理学院 

杨鹏翔 20271140 理学院 

李佳洋 20271122 理学院 

10 

张警予 2121102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杨小磊 2121102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赵帅皓 2121102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1 

陈悦佳 2128118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金恒柘 2128118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任星宇 2128119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2 

李东洋 2122104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闫辉 2022118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张寅 2123125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3 

郑璐明 2028126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董子路 20271234 理学院 

苏琪 20241038 经济管理学院 

14 

余润仪 1928120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韩津 1928121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张芷毓 1929102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5 

王思远 1921134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黄子谦 1921126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茼 1821111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6 孟禹彤 2021138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7 

邸捷 20398033 电气学院 

张秋豪 1928120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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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赵晨烁 20398038 电气学院 

18 

梁斐然 20251280 詹天佑学院 

徐榕 20241122 詹天佑学院 

刘赫 20251065 詹天佑学院 

19 

王是 2028105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王子扬 2028105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许根瑞 20231022 詹天佑学院 

20 

彭永琪 19271127 理学院 

王孟菲 1928108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刘泽平 19271185 理学院 

21 

任楚珣 2021129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杨喻捷 20321045 詹天佑学院 

郭哲文 2021124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2 

雷强 2023127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海日罕 2022134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黄天兴 20221316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23 

方颖 2021133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陈珵 2021133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孟凡一 2021128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4 

颜瑜 2023114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肖平 2023117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唐林 2028108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25 

齐睿 20281284 詹天佑学院 

王金文 20291281 詹天佑学院 

张灿 20241148 詹天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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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26 

刘天慧 2121112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汪于茹 2121113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凌一 212111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7 

付家齐 21301034 软件学院 

邓人嘉 21301032 软件学院 

俞贤皓 21301114 软件学院 

28 

万科 2022117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王汀弘 2022117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王若舟 2022117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29 

黄键楠 2122135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沈益达 2122133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麻佳富 21221336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30 

刘鑫博 1922110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高宇 19221096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黄玮 1922110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31 

许子健 2022133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程建洋 2028117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才仁巴丁 2028117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32 

孙玮艺 20271223 理学院 

李娜 21271011 理学院 

郭驰宇 21271118 理学院 

33 

谢佩谕 20292049 电气学院 

韩金 20291038 电气学院 

张子桐 21291220 电气学院 

34 赵书禾 2121117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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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孔政权 2128124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于森吉 21291126 电气学院 

35 

林韫哲 1922113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韩世硕 1922112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王家乐 1922119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36 

余楷凯 2128123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杨蕙绮 2128123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郝一川 2128121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37 

朱一阳 21251058 交通运输学院 

赵鑫 2022127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麦林昊 20301136 软件学院 

38 

蔺梦想 2023112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陈旭瑞 1922109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39 

高德超 2021137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凌曾毅 2021137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肖路平 2021138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40 

王一尘 20271247 理学院 

伍鑫 20271250 理学院 

张芝玮 20271259 理学院 

41 

汪佳佳 1928101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宋雨霏 1928101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杨博凯 1928102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42 

王柯勋 1922205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初小楠 1922200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李秉谦 20271239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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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43 

李佳骏 21271260 詹天佑学院 

唐茂成 21261081 詹天佑学院 

伍舜鸿 21241047 詹天佑学院 

44 

李佳骜 20251156 交通运输学院 

赵洪杰 2028126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李德邻 20251282 交通运输学院 

45 

王佳子 2028112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姜泳妤 2028107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田栩萌 2028112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46 

张海斌 2122103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何方 2122106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邱志敏 2122108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47 

贺银飞 2022113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何林峰 2021109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刘才源 2023125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48 

赵天乐 1928109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赵高亮 1928108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白泽军 1928109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49 

王业康 2021132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赵徐硕 2021133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杨胜期 2021132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50 

谢锦翔 21271050 理学院 

吴承楷 21271080 理学院 

余文博 2123116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51 王子元 20271249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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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庞元恩 2023128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罗辰悦 20241111 经济管理学院 

52 

常博 20271264 理学院 

郑榕隆 20271288 理学院 

张超骏 20271284 理学院 

53 

高成 2023106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刘雅倩 19271270 理学院 

陈佐悦 20271060 理学院 

54 

卢晓雯 1921136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文琪 1921124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谢美玲 1921106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55 

郑佳明 2022112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李明澳 2022113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沈腾云 2022114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56 

陈海丽 19311001 理学院 

王汶佳 19291020 电气学院 

苏禹嘉 19271160 理学院 

57 

王挥海 202113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师乾丰 2021132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璟年 2021131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58 

李默妍 20251184 交通运输学院 

胡婧璇 20241156 经济管理学院 

李悦瑄 20221202 詹天佑学院 

59 

赵梓杰 2022106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肖明子龙 20271103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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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李扶勋 20271121 理学院 

60 

胡轶凡 1923116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潘媛媛 1923117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61 

陈家昊 2023124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白瑞 2022124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62 

禹航 2028116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张守正 2028116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杨佩贤 2028115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63 

季子铭 2021143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黑国曦 2023100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刘俊男 2028108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64 

双毅伟 2128116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周荣智 2128115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张德宇 2128114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65 

朱筱宇 2028126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赵子怡 2028126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汪文凯 2028129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66 

卢江琳 21252013 交通运输学院 

李佳鑫 21241243 经济管理学院 

陈于扬 2122135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67 

华正佳 2028131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周笑妍 2028133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马奥欣 1928101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68 

刘一霖 20291207 电气学院 

许馨予 20291217 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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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赵雨晴 20291255 电气学院 

69 

赵锦轩 21251117 交通运输学院 

柳百川 21251158 交通运输学院 

辛少寒 21251141 交通运输学院 

70 牛世浩 19301123 软件学院 

71 

张宇洋 21231173 詹天佑学院 

庞雪波 21211128 詹天佑学院 

李龙飞 21271209 詹天佑学院 

72 

林昊鹏 2021125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郑文文 2023124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林孟珅 2021125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73 

侯乐颜 20251003 交通运输学院 

余圣嘉 20251026 交通运输学院 

高斐 2023115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74 

杨守昆 20281262 詹天佑学院 

廖圆振 20231160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赵海波 20291193 詹天佑学院 

75 

李柳平 19241268 经济管理学院 

彭浩 1921127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高宽宇 2022115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76 

邱寒钺 21271244 理学院 

宋涛宇 2121125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赖奕佳 2121124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77 

杨文德 21301056 软件学院 

刘逍 21301074 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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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彭薏仰 20251069 交通运输学院 

78 

刘冲 1928113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李浩宇 1928112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李逍骏 1928113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79 

黄小忠 1923111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吕艺媛 2021134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曹况 2023124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80 

刘佳 20221288 詹天佑学院 

德庆白姆 1928130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高薪芸 21252007 交通运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