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文件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获奖名单 
 

各省、市、自治区数学会、解放军院校协作中心数学联席会：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科技大学

成功举行。本次竞赛全国共有 28 个赛区 86946 人报名参加预赛，从中选拔出

284 人进入决赛，其中，数学专业组 95 人，非数学专业组 198 人。经全国大

学生数学竞赛工作小组评定，授予： 

北京大学余佳弘等 9 人数学专业组（低年级）一等奖，复旦大学宁盛臻

等 13 人数学专业组（低年级）二等奖，辽宁师范大学杨方白等 11 人数学专

业组（低年级）三等奖，陕西师范大学李芳等 3 人数学专业组（低年级）鼓

励奖； 

北京大学张钺等 15 人数学专业组（高年级）一等奖，河南师范大学刘亚

茹等 20 人数学专业组（高年级）二等奖，江西师范大学郑文涛等 18 人数学

专业组（低年级）三等奖，北华大学刘勃等 5 人数学专业组（高年级）鼓励

奖； 

电子科技大学何翎申等 47 人非数学专业组一等奖，哈尔滨工业大学缪成

宗等 66 人非数学专业组二等奖，兰州大学臧敦局等 63 人非数学专业组三等

奖，宁夏大学尹俭芳等 3 人非数学专业组鼓励奖。 

现予公布。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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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数学专业组（低年级）获奖名单 

序号 考号 赛区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奖项 

1 02106 北京 北京大学 余佳弘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 12103 湖北 武汉大学 黄 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3 04103 甘肃 兰州大学 周胜铉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4 02104 北京 清华大学 许星宇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5 24103 上海 复旦大学 谢灵尧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6 12102 湖北 武汉大学 何方涛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7 21103 山东 山东大学 张亦煌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8 23103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宋寅翀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9 01102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吴天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0 24102 上海 复旦大学 宁盛臻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 24104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赵越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2 25104 四川 四川大学 周子涵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3 08101 海南 海南大学 汪小俞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4 17102 军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魏居辉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5 12104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唐天昊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6 02102 北京 北京大学 陶炳学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7 17101 军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李哲民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8 23102 陕西 西北大学 慕苗苗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9 11103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谢泽华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0 25102 四川 四川大学 张万华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1 20101 宁夏 宁夏大学 曹刚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2 25103 四川 四川大学 赵航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3 18104 辽宁 辽宁师范大学 杨方白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24 05102 广东 南方科技大学 谭洪泽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25 08102 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 王志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26 14103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张月异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27 26102 天津 南开大学 亓培凯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28 27103 浙江 浙江大学 张世萌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29 25101 四川 四川大学 唐伦潇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0 26101 天津 南开大学 牛钧葆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1 03102 福建 厦门大学 吴量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2 19102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李泽塬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3 23105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万晓萌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4 23101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李芳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35 28103 重庆 重庆大学 彭昱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36 19101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包玮维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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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数学专业组（高年级）获奖名单 

序号 考号 赛区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奖项 

1 02107 北京 北京大学 张钺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 02108 北京 北京大学 郑亦如 女 数学专业 一等奖 

3 02105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杨成浪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4 02101 北京 北京大学 牛泽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5 11104 黑龙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许云中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6 15105 江苏 南京大学 朱晗晔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7 15104 江苏 南京大学 阮宇平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8 09103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乔文潇 女 数学专业 一等奖 

9 10103 河南 郑州大学 饶一鹏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0 24101 上海 复旦大学 何东辰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1 15101 江苏 苏州大学 李祥飞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2 10102 河南 河南大学 倪大地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3 05101 广东 中山大学 陈锋杰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4 21104 山东 山东大学 赵子路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5 26103 天津 南开大学 张君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6 10101 河南 河南师范大学 刘亚茹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7 12101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吴华伟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8 03101 福建 厦门大学 宋逸伦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9 27102 浙江 浙江大学 潘逸骋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0 05103 广东 中山大学 唐瑜韬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1 02103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田鑫源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2 01101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俊良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3 11102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金逸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4 23107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张睿航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5 01103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易琦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6 23106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许锐航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7 13101 湖南 湖南大学 胡   广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8 27101 浙江 中国计量大学 罗阳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9 17103 军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周贤琛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0 15103 江苏 盐城师范学院 吕汝源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1 18101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蒋理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2 16101 江西 南昌大学 万子文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3 21102 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 臧晓平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4 06102 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波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5 21101 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 鲍丽颖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6 16102 江西 江西师范大学 郑文涛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7 28102 重庆 西南大学 蒋璐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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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07101 贵州 贵州师范大学 陈鹏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9 04102 甘肃 兰州大学 章炳伟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0 18102 辽宁 大连海事大学 徐晨钊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1 28104 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 周礼全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2 28101 重庆 重庆交通大学 陈一源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3 23104 陕西 西北大学 田甜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4 11101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白宇浩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5 15102 江苏 江苏大学 李亚男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6 06101 广西 广西师范学院 陈海潇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7 07103 贵州 遵义师范学院 王君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8 09102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付倩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9 13102 湖南 长沙理工大学 黄幼苏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0 22101 山西 吕梁学院 田雨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1 09101 河北 邯郸学院 崔皓昂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2 04101 甘肃 兰州财经大学 吕洁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3 07102 贵州 贵州大学 解文明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4 14101 吉林 北华大学 刘 勃 男 数学专业 鼓励奖 

55 22102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王英英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56 20102 宁夏 宁夏大学 田小娟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57 18103 辽宁 东北大学 薛语佳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58 14102 吉林 吉林师范大学 张丽人 女 数学专业 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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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非数学专业组获奖名单 

序号 考号 赛区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奖项 

1 25208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何翎申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 26207 天津 天津大学 王鑫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 03204 福建 厦门大学 林正阳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 17205 军队 海军工程大学 李豪杰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5 12206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程欢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6 12208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胡斌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7 24213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邹君逸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8 25209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李子豪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9 25206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冯天琦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0 12205 湖北 武汉大学 陈宇菲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1 01207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唐无忌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2 02218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任文博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3 24205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 曹彦卿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4 03207 福建 厦门大学 赵允超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5 12210 湖北 武汉大学 李光耀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6 17207 军队 军事经济学院 廖雪文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7 26209 天津 天津大学 闫震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8 16205 江西 东华理工大学 吕俊杰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19 21205 山东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包丞瑞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0 02216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鲁智德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1 23216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发强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2 24207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何可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3 15207 江苏 河海大学 龚  正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4 27207 浙江 浙江大学 张宸赫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5 01204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代华强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6 18211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余俊廷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7 26204 天津 天津大学 崔凯华 女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8 02212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贯瑞杰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29 02209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巴光明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0 22205 山西 山西财经大学 袁康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1 12207 湖北 武汉大学 高维清 女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2 13206 湖南 湖南大学 汪   桥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3 11210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耀光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4 05207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张圳畅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5 13203 湖南 湘潭大学 段一豪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6 02211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程浩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7 12213 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 袁木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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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5210 四川 四川大学 阳港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39 27208 浙江 浙江大学 郑琪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0 15210 江苏 河海大学 史立地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1 23221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程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2 23209 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陈贤聪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3 11206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嘉伦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4 12212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杨田洁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5 13207 湖南 湖南大学 张广续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6 25205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陈宇轩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7 27204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 华聪 男 非数学类 一等奖 

48 11209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缪成宗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49 02215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何均懿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0 03206 福建 集美大学 徐韬锐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1 09208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 周灵杰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2 18210 辽宁 辽宁大学 姚辉程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3 23217 陕西 长安大学 秦继鹏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4 01208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韦龙伟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5 10208 河南 河南工业大学 许 蔚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6 16204 江西 江西理工大学 姜健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7 21208 山东 山东建筑大学 蒋仁子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8 24206 上海 同济大学 郭林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59 09207 河北 唐山学院 张韩飞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0 12211 湖北 三峡大学 王龙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1 05208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钟亚衡 女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2 28207 重庆 重庆大学 巫宇锋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3 16203 江西 东华理工大学 胡云雷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4 18205 辽宁 东北大学  曹勐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5 25207 四川 四川大学 郝宇诗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6 02225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张梦圆 女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7 02222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杨勇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8 02214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何斌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69 21212 山东 济南大学 魏志强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0 12209 湖北 三峡大学 江强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1 21209 山东 山东大学 李思儒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2 01205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郭伟生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3 05205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郭侯佐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4 24209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姜沁源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5 06205 广西 广西大学 王文龙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6 09206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 王义凯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7 14204 吉林 延边大学 黄杰涛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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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6207 江西 东华理工大学 王忠阳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79 21206 山东 山东大学 陈蔚然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0 03205 福建 厦门大学 王仕捷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1 21207 山东 山东农业大学 丁寿康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2 25211 四川 四川大学 朱勇铮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3 17208 军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余升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4 27205 浙江 中国计量大学 麻哲瑞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5 02221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杨善明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6 02217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倪刚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7 11207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明康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8 23218 陕西 火箭军工程大学 邱洪彬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89 23213 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李明杰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0 05206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王欣翰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1 06207 广西 广西大学 郑  午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2 15215 江苏 徐州工程学院 张金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3 15212 江苏 南京工业大学 王文真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4 28205 重庆 重庆大学 廖国波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5 10209 河南 郑州大学 许竣飞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6 21210 山东 青岛理工大学 刘蒙蒙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7 21211 山东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刘旭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8 22206 山西 太原科技大学 张百威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99 18207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

区） 
姜延鑫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0 10205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孙全震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1 14205 吉林 长春理工大学 孔岩松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2 19204 内蒙古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夏帅帅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3 09204 河北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韩华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4 15211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王成承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5 23208 陕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陈吉通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6 23220 陕西 武警工程大学 吴元凯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7 24212 上海 同济大学 杨耀斌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8 06206 广西 广西大学 王亚星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09 11212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尹航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10 24208 上海 同济大学 胡特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11 27206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 颜鸿溢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12 10207 河南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王耀麟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13 23219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涂世成 男 非数学类 二等奖 

114 04207 甘肃 兰州大学 臧敦局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15 04206 甘肃 兰州大学 孙振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16 13204 湖南 湖南大学 彭云枫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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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21213 山东 山东大学 余登科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18 02213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韩丰远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19 14208 吉林 空军航空大学 杨智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0 02210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曹越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1 05204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程东鹏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2 14206 吉林 长春工业大学 欧远辉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3 15213 江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杨显轲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4 23210 陕西 西安理工大学 侯思钦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5 24211 上海 同济大学 许鹏选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6 26208 天津 天津大学 许航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7 15214 江苏 南京理工大学 张 杰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8 23211 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胡东愿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29 01206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洪德祥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0 02220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吴超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1 22203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郝晨良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2 23215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凌力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3 24210 上海 同济大学 王子恒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4 26205 天津 天津大学 冯涛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5 06204 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卢俊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6 07205 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 李秋怡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7 08206 海南 海南大学 谢和辉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8 10206 河南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王  鑫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39 15208 江苏 解放军理工大学 龚红卫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0 17204 军队 解放军理工大学 艾青旺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1 19206 内蒙古 内蒙古财经大学 张雪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2 02224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张德鑫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3 16206 江西 南昌航空大学 沈小雨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4 20204 宁夏 宁夏大学 李佳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5 23214 陕西 武警工程大学 李强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6 07206 贵州 贵州大学 罗迷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7 07207 贵州 贵州理工学院 石鹏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8 17206 军队 解放军理工大学 李坤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49 18209 辽宁 沈阳化工大学 司政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0 04208 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张晨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1 11205 黑龙江 佳木斯大学 陈新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2 18206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黄娟娟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3 20203 宁夏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

院 
贾家科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4 23222 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周剑平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5 28208 重庆 重庆交通大学 杨文武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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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3205 湖南 湖南大学 唐艳萍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7 15206 江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崔梦诗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8 26206 天津 天津大学 王心怡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59 04204 甘肃 兰州财经大学 杜盼盼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0 11211 黑龙江 东北林业大学 徐博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1 27210 浙江 浙江科技学院 朱启航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2 22207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张晋杰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3 27209 浙江 宁波大学 周海南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4 28209 重庆 重庆大学 张睿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5 02226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朱荣培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6 02219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王礼伟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7 08205 海南 海南大学 夏燃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8 11208 黑龙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 林智超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69 28210 重庆 重庆大学 郑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0 07204 贵州 贵州大学 冯传文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1 09205 河北 军械工程学院 刘新陆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2 02223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詹芳媛 女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3 08204 海南 海南大学 王新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4 19205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于志力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5 19203 内蒙古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卞大抗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6 22204 山西 中北大学 明杰 男 非数学类 三等奖 

177 20205 宁夏 宁夏大学 尹俭芳 女 非数学类 鼓励奖 

178 04205 甘肃 甘肃农业大学 葛庆红 男 非数学类 鼓励奖 

179 23212 陕西 西安科技大学 李春 男 非数学类 鼓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