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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文件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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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

成功举行。本次竞赛全国共有 29 个赛区 110944 人报名参加预赛，从中选拔

出 414 人进入决赛，其中，数学专业组 189 人，非数学专业组 225 人。经全

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小组评定，授予： 

复旦大学朱民哲等 12 人数学专业组（低年级）一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王翌宇等 24 人数学专业组（低年级）二等奖，台州学院余旭呈等 24 人数

学专业组（低年级）三等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浩浩等 24人数学专业组（高年级）一等奖，南开大

学叶天昊等 35 人数学专业组（高年级）二等奖，广州大学范伯全等 50 人数

学专业组（低年级）三等奖； 

同济大学郭靖等 55 人非数学专业组一等奖，安徽大学张仲毅等 67 人非

数学专业组二等奖，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陈果等 92人非数学专业组三等奖。 

现予公布。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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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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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SD048 24-上海 复旦大学 朱民哲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 2018SD004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齐思广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3 2018SD007 02-北京 北京大学 黄峄凡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4 2018SD046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陶中恺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5 2018SD041 21-山东 山东大学 刘奔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6 2018SD050 24-上海 复旦大学 杨锦文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7 2018SD010 02-北京 北京大学 黄凯旋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8 2018SD009 02-北京 北京大学 卢维潇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9 2018SD024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杨雪琴 女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0 2018SD040 21-山东 山东大学 孙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1 2018SD026 12-湖北 武汉大学 陈弈霖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2 2018SD051 24-上海 复旦大学 徐钰伦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3 2018SD003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翌宇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4 2018SD027 12-湖北 武汉大学 邓钧元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5 2018SD012 03-福建 厦门大学 徐天航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6 2018SD049 24-上海 复旦大学 郭宇城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7 2018SD032 15-江苏 南京大学 张昕渊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8 2018SD052 24-上海 复旦大学 杨钊杰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19 2018SD005 02-北京 北京大学 席国栋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0 2018SD033 15-江苏 南京大学 顾德禹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1 2018SD054 25-四川 四川大学 李卓远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2 2018SD011 02-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新煜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3 2018SD035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李德维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4 2018SD001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曹鸿艺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5 2018SD025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但镇武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6 2018SD008 02-北京 北京大学 李通宇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7 2018SD045 23-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王双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8 2018SD042 21-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 郑元问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9 2018SD053 24-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严嘉伟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0 2018SD017 06-广西 广西大学 顾浩楠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1 2018SD034 15-江苏 南京大学 梁宴硕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2 2018SD002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林不渝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3 2018SD047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刘美奇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4 2018SD031 14-吉林 吉林大学 杨思奇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5 2018SD036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肖光强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6 2018SD055 25-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陈书凝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7 2018SD058 28-浙江 台州学院 余旭呈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8 2018SD061 29-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杨耀松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39 2018SD016 05-广东 中山大学 姚键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0 2018SD013 04-甘肃 兰州大学 于恒旭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1 2018SD022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许圣琴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2 2018SD037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何雨格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3 2018SD043 23-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刘苏豫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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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8SD060 29-重庆 重庆大学 苏星亮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5 2018SD056 26-天津 南开大学 谢炯铎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6 2018SD023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余玉童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7 2018SD059 29-重庆 重庆大学 宋家宇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8 2018SD015 05-广东 中山大学 张亦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49 2018SD021 10-河南 河南科技大学 杜文帅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0 2018SD029 14-吉林 北华大学 姚炳君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1 2018SD044 23-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马畅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2 2018SD018 06-广西 广西大学 申友球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3 2018SD020 10-河南 郑州大学 俞骆遥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4 2018SD057 28-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 黄兆彬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5 2018SD006 02-北京 清华大学 胡颀轩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6 2018SD014 05-广东 中山大学 林诗韵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7 2018SD028 13-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李锐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8 2018SD039 20-宁夏 宁夏大学 李娜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59 2018SD038 20-宁夏 宁夏大学 刘文婷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0 2018SD062 29-重庆 西南大学 郭芳君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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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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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SG001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浩浩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 2018SG005 02-北京 北京大学 余璞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3 2018SG048 12-湖北 武汉大学 张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4 2018SG002 02-北京 北京大学 周康杰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5 2018SG102 24-上海 复旦大学 谢灵尧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6 2018SG015 04-甘肃 兰州大学 周胜铉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7 2018SG003 02-北京 北京大学 夏铭涛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8 2018SG008 02-北京 北京大学 窦泽皓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9 2018SG047 12-湖北 武汉大学 黄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0 2018SG049 12-湖北 武汉大学 帅毓博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1 2018SG006 02-北京 北京大学 曹阳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2 2018SG054 13-湖南 湘潭大学 何益钦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3 2018SG007 02-北京 北京大学 陈子昂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4 2018SG084 21-山东 山东大学 茆凯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5 2018SG103 24-上海 复旦大学 杨光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6 2018SG046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唐天昊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7 2018SG055 13-湖南 湖南科技大学 徐政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8 2018SG056 14-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王长虎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19 2018SG122 28-浙江 浙江大学 李彤彤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0 2018SG010 02-北京 清华大学 黄伟智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1 2018SG017 04-甘肃 兰州大学 吴泳晟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2 2018SG082 21-山东 山东大学 张亦煌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3 2018SG014 03-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林赵锋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4 2018SG107 25-四川 四川大学 李佳 男 数学专业 一等奖 

25 2018SG113 26-天津 南开大学 叶天昊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6 2018SG104 24-上海 同济大学 刘裕德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7 2018SG121 28-浙江 浙江大学 覃相森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8 2018SG020 05-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郭政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29 2018SG115 26-天津 天津大学 张珈铭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0 2018SG059 15-江苏 扬州大学 李子戌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1 2018SG016 04-甘肃 兰州大学 徐瑾涛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2 2018SG009 02-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王子豪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3 2018SG053 13-湖南 中南大学 熊照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4 2018SG060 15-江苏 苏州大学 王淋生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5 2018SG064 15-江苏 淮阴师范学院 高杨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6 2018SG021 05-广东 广州大学 蔡佳宜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7 2018SG073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杜斌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8 2018SG116 26-天津 天津大学 左丰恺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39 2018SG011 03-福建 福州大学 王一可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0 2018SG034 09-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杨柳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1 2018SG013 03-福建 厦门大学 初保志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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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8SG050 12-湖北 武汉大学 李昱言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3 2018SG085 21-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 王景胜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4 2018SG099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陶宸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5 2018SG018 04-甘肃 兰州大学 刘海波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6 2018SG037 10-河南 河南大学 黄成超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7 2018SG062 15-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 吴承原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8 2018SG072 17-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 冷宁益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49 2018SG109 25-四川 四川大学 尚宝龙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0 2018SG038 10-河南 信息工程大学 王泽彬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1 2018SG051 12-湖北 湖北工程学院 王淼源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2 2018SG074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潘吉星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3 2018SG093 23-陕西 西北大学 慕苗苗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4 2018SG112 25-四川 四川大学 桂弢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5 2018SG012 03-福建 福州大学 余鑫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6 2018SG044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振国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7 2018SG078 19-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张旭峰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8 2018SG094 23-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杨昕雅 女 数学专业 二等奖 

59 2018SG105 24-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张瑞 男 数学专业 二等奖 

60 2018SG019 05-广东 广州大学 范伯全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1 2018SG052 13-湖南 中南大学 周括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2 2018SG058 14-吉林 吉林大学 曹 杰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3 2018SG117 27-新疆 石河子大学 隋胜玉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4 2018SG118 28-浙江 浙江科技学院 应勇军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5 2018SG098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赵文喆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6 2018SG028 08-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  凌云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7 2018SG045 11-黑龙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 张正奇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8 2018SG065 15-江苏 南京晓庄学院 吴狄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69 2018SG101 23-陕西 咸阳师范学院 汤宁丽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0 2018SG029 08-海南 海南大学 汪小俞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1 2018SG040 11-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 宋彦涛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2 2018SG063 15-江苏 江苏师范大学 李硕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3 2018SG025 07-贵州 贵州大学 杨富元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4 2018SG069 16-江西 江西师范大学 王悦丽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5 2018SG071 17-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 李鑫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6 2018SG075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严庆丰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7 2018SG076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王娜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8 2018SG120 28-浙江 浙江大学 黄柯熹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79 2018SG022 06-广西 广西大学 黄文俊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0 2018SG035 10-河南 河南工业大学 陈意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1 2018SG061 15-江苏 南理工紫金学院 赵宇航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2 2018SG106 25-四川 西华师范大学 罗里博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3 2018SG124 29-重庆 西南大学 巩飞羽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4 2018SG125 29-重庆 重庆文理学院 钟凌锋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5 2018SG087 21-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 项泽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6 2018SG111 25-四川 乐山师范学院 方芳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7 2018SG036 10-河南 安阳工学院 史俊杰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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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018SG043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宇杰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89 2018SG119 28-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 林书凝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0 2018SG026 07-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 薛娇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1 2018SG027 07-贵州 凯里学院 张英杰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2 2018SG077 18-辽宁 沈阳师范大学 张驰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3 2018SG079 19-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陈芮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4 2018SG083 21-山东 山东大学 王舵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5 2018SG024 07-贵州 贵州师范学院 谭龙泽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6 2018SG080 19-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赵学妮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7 2018SG097 23-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贞辰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8 2018SG110 25-四川 四川大学 胡瑞琪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99 2018SG057 14-吉林 北华大学 冯晨露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0 2018SG096 23-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维婵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1 2018SG081 20-宁夏 宁夏大学 周立凯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2 2018SG086 21-山东 聊城大学 王明龙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3 2018SG088 21-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 俎成霞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4 2018SG090 22-山西 山西大学 王伟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5 2018SG108 25-四川 四川大学 丁兆宸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6 2018SG039 10-河南 黄淮学院 曹永申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7 2018SG100 23-陕西 西北大学 何启斌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8 2018SG114 26-天津 南开大学 李佳辉 男 数学专业 三等奖 

109 2018SG126 29-重庆 重庆文理学院 邵正梅 女 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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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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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F182 24-上海 同济大学 郭靖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 2018F005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杜昕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 2018F180 24-上海 复旦大学 王韵哲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 2018F003 01-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孙欢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 2018F007 02-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刘陈波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6 2018F079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宁嘉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7 2018F087 12-湖北 武汉大学 周新宇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8 2018F122 17-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 余升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9 2018F192 25-四川 西南石油大学 王周哲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0 2018F065 10-河南 郑州大学 冯鹏蒴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1 2018F084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彭梓洋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2 2018F009 02-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张智恒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3 2018F081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黎冰凌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4 2018F163 23-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 党浩东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5 2018F010 02-北京 北京大学 凌弘毅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6 2018F063 10-河南 信息工程大学 曹金政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7 2018F004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杨万旺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8 2018F112 16-江西 江西理工大学 刘昊继关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19 2018F139 21-山东 山东大学 徐硕勋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0 2018F200 26-天津 南开大学 李聪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1 2018F011 02-北京 北京大学 赵彤阳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2 2018F018 02-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余方涛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3 2018F120 17-解放军 陆军工程大学 张琨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4 2018F189 25-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刘意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5 2018F008 02-北京 北京大学 罗天创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6 2018F016 02-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霍凯达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7 2018F027 03-福建 华侨大学 陈谱陆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8 2018F196 26-天津 天津大学 刘子正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29 2018F067 10-河南 郑州大学 许竣飞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0 2018F105 15-江苏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孙郭鹏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1 2018F181 24-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徐浩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2 2018F202 26-天津 天津大学 王永杰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3 2018F221 29-重庆 重庆大学 徐扬哲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4 2018F013 02-北京 清华大学 王梓俨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5 2018F141 21-山东 海军航空大学 姜乔文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6 2018F019 02-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耀国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7 2018F073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力帆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8 2018F075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晨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39 2018F086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成家林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0 2018F152 22-山西 太原科技大学 林昱隆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1 2018F026 03-福建 华侨大学 黄天旭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2 2018F108 15-江苏 河海大学 史立地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3 2018F144 21-山东 山东大学 冯润发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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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8F035 05-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潘建辉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5 2018F101 15-江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汤晓虎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6 2018F123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苏宇鹏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7 2018F066 10-河南 信息工程大学 汪文琪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8 2018F090 13-湖南 湖南大学 杨文建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49 2018F103 15-江苏 盐城工学院 邱亮亮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0 2018F142 21-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 宋炎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1 2018F015 02-北京 北京大学 苏英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2 2018F021 02-北京 清华大学 张京辉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3 2018F117 17-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 李峻洋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4 2018F177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曹玉磊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5 2018F222 29-重庆 重庆大学 詹天予 男 非数学专业 一等奖 

56 2018F002 01-安徽 安徽大学 张仲毅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57 2018F088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张劲逸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58 2018F125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甄中函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59 2018F149 22-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邹易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0 2018F170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温玉聪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1 2018F121 17-解放军 陆军工程大学 王瑞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2 2018F080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郭俊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3 2018F156 23-陕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钟定洪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4 2018F184 24-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 刘宇扬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5 2018F193 25-四川 西南交通大学 石岗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6 2018F001 01-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孟昭远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7 2018F024 03-福建 福州大学 王凡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8 2018F057 09-河北 河北工业大学 马雨欣 女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69 2018F190 25-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立业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0 2018F012 02-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翟津黎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1 2018F076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章泰锟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2 2018F118 17-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 饶斌裕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3 2018F169 23-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陈贤聪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4 2018F197 26-天津 天津大学 吕玲玲 女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5 2018F199 26-天津 天津大学 贺杭鑫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6 2018F219 29-重庆 重庆大学 侯德尚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7 2018F032 04-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程言行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8 2018F077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赵天昊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79 2018F104 15-江苏 南京理工大学 汪亮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0 2018F171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张钰峰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1 2018F083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张潇文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2 2018F114 16-江西 东华理工大学 胡云雷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3 2018F116 17-解放军 海军工程大学 曾梓涵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4 2018F143 21-山东 海军航空大学 刘旭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5 2018F179 24-上海 同济大学 张智扬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6 2018F186 24-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谢之源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7 2018F220 29-重庆 重庆大学 董泓成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8 2018F006 01-安徽 安徽大学 叶中杰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89 2018F038 05-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吴泽恩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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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2018F085 12-湖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雨薇 女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1 2018F106 15-江苏 徐州工程学院 张金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2 2018F119 17-解放军 海军工程大学 邵鹏程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3 2018F157 23-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贺华瑞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4 2018F174 23-陕西 火箭军工程大学 尹承志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5 2018F023 03-福建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黄增勇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6 2018F128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陈振宇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7 2018F178 24-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张浩磊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8 2018F212 28-浙江 浙江大学 庞淇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99 2018F036 05-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谌绍泉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0 2018F044 06-广西 广西大学 李才涛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1 2018F074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刘琛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2 2018F209 28-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 强意扬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3 2018F214 28-浙江 浙江大学 宋志豪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4 2018F025 03-福建 厦门大学 黄梓宸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5 2018F030 04-甘肃 兰州大学 陈警伟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6 2018F082 12-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叶锡娟 女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7 2018F089 13-湖南 南华大学 徐仲行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8 2018F167 23-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蒋承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09 2018F194 25-四川 四川大学 缪君杰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0 2018F198 26-天津 天津大学 王康生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1 2018F022 02-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林坤海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2 2018F072 11-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胡寅秋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3 2018F094 14-吉林 长春理工大学 黄俊杰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4 2018F165 23-陕西 西北大学 李源 女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5 2018F201 26-天津 天津大学 邹秋博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6 2018F223 29-重庆 重庆大学 刘书恒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7 2018F047 07-贵州 贵州大学 饶永朝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8 2018F059 09-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 冀介文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19 2018F064 10-河南 河南工业大学 苏行松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20 2018F147 21-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 张媛媛 女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21 2018F154 23-陕西 长安大学 袁翊竑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22 2018F207 27-新疆 石河子大学  李明 男 非数学专业 二等奖 

123 2018F102 15-江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陈果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24 2018F029 04-甘肃 兰州财经大学 李良兵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25 2018F158 23-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胡启春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26 2018F205 27-新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

玛依校区     
郭涛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27 2018F113 16-江西 江西财经大学 葛良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28 2018F187 25-四川 四川大学 陈宣全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29 2018F206 27-新疆 石河子大学  王娇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0 2018F215 28-浙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徐晨锋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1 2018F037 05-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郭俊锋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2 2018F045 06-广西 广西大学 杨建国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3 2018F058 09-河北 河北工业大学  滕汉超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4 2018F092 13-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武迪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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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2018F109 15-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王成承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6 2018F126 18-辽宁 大连海事大学 蔡澄奕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7 2018F131 19-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 傅帆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8 2018F132 19-内蒙古 内蒙古财经大学 韩镕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39 2018F014 02-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郝赫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0 2018F164 23-陕西 武警工程大学 谷国栋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1 2018F191 25-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张欣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2 2018F217 29-重庆 重庆大学 熊帮伦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3 2018F061 09-河北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张帅洋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4 2018F129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张鹏远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5 2018F162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李猛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6 2018F218 29-重庆 重庆大学 顾家辉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7 2018F069 10-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王树太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8 2018F093 13-湖南 长沙理工大学 严定帮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49 2018F124 18-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许琴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0 2018F195 25-四川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王洁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1 2018F203 27-新疆 石河子大学  王苏云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2 2018F210 28-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 许峥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3 2018F211 28-浙江 浙江理工大学 张钿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4 2018F213 28-浙江 宁波大学 沈奕成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5 2018F053 08-海南 海南大学 谢和辉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6 2018F096 14-吉林 吉林大学 董 朔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7 2018F097 14-吉林 吉林大学 王宇强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8 2018F100 15-江苏 江苏大学 陈泽洲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59 2018F111 16-江西 南昌航空大学 俞宏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0 2018F150 22-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张超宇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1 2018F159 23-陕西 空军工程大学 田江源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2 2018F068 10-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孙全震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3 2018F078 11-黑龙江 黑龙江大学 刘宇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4 2018F224 29-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 黄元熙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5 2018F017 02-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乔依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6 2018F091 13-湖南 湖南科技大学 刘业鑫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7 2018F148 22-山西 山西财经大学 田静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8 2018F040 06-广西 广西大学 江俊贤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69 2018F043 06-广西 广西大学 邹锦林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0 2018F145 21-山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曲雪莲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1 2018F161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张冬瑶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2 2018F176 23-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杨家伟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3 2018F183 24-上海 复旦大学 龚祝萍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4 2018F185 24-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胡润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5 2018F028 04-甘肃 兰州大学 马柔柔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6 2018F039 05-广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何沛丰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7 2018F138 20-宁夏 宁夏大学 胡秉蔚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8 2018F146 21-山东 济南大学 胡广富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79 2018F151 22-山西 中北大学 刘伟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0 2018F173 23-陕西 西安工程大学 黄振强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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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2018F188 25-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唐嘉翔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2 2018F034 05-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吴武威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3 2018F042 06-广西 广西大学 王二鹏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4 2018F060 09-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 吴再驰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5 2018F041 06-广西 广西大学 刘立武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6 2018F107 15-江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希晨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7 2018F137 20-宁夏 宁夏大学 王进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8 2018F054 08-海南 海南大学 柏苏桐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89 2018F127 18-辽宁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李全铮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0 2018F135 20-宁夏 宁夏大学 郑明明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1 2018F168 23-陕西 西安理工大学 王宁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2 2018F031 04-甘肃 甘肃政法学院 马超雄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3 2018F049 07-贵州 贵州大学 杨潍泽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4 2018F136 20-宁夏 宁夏大学 李佳文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5 2018F155 23-陕西 长安大学 刘永雄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6 2018F160 23-陕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邵宪枫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7 2018F050 07-贵州 贵州大学 何妮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8 2018F166 23-陕西 西安科技大学 李春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199 2018F175 23-陕西 西安邮电大学 王倩雯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0 2018F204 27-新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

玛依校区     
薛琪山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1 2018F115 16-江西 赣南师范大学 姚贤坦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2 2018F070 10-河南 郑州轻工业学院 傅衡成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3 2018F020 02-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张耀斌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4 2018F056 08-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 申康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5 2018F055 08-海南 海南大学 刘胜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6 2018F110 15-江苏 盐城师范学院 马帅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7 2018F134 19-内蒙古 内蒙古财经大学 侯润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8 2018F095 14-吉林 空军航空大学 周昌昊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09 2018F098 14-吉林 延边大学 秦德状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10 2018F051 07-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 李勇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11 2018F140 21-山东 青岛科技大学 刘金磊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12 2018F071 11-黑龙江 齐齐哈尔大学 于胜男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13 2018F033 04-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胡可昊 男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214 2018F052 08-海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晏琦 女 非数学专业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