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山西赛区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赛区 参赛学校 论文题目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组别

1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少儿绘本市场统计测度研究 杨佳欣   邢译匀  杨博乐 王曦璟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黄河流域省域数字经济的区域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佳惠子   王梓宁  侯王菲 陈佳佳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统一大市场环境下，建立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评价
测度模型

高旭扬   崔博雅  郭可君 师海燕  张海涛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山西赛区 忻州师范学院
基于新发展格局下财政教育资金配置效率的统计测度研
究

冯佳音   张思雅  何宜鸿 刘芳  孟靖华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低碳发展，绿见未来”——多维度减碳的地区差异化路

径探索研究
马佩莹   韩雁来  李德兰 王曦璟  二等奖 本科生组

6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网”助经济，“红”出未来——数据新动能下的网红经济评

价体系研究
张必嘉   梁馨文  董彦妤 陈治  二等奖 本科生组

7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碳排放与产业耦合关联分析——基于山西省面板数据 李璐瑶   赵宇彤  胡宇峰 朱波  二等奖 本科生组

8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评价
与测度研究

刘圣昊   阴帅丞  王碧璇 赵海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9 山西赛区 忻州师范学院
我国经济发展与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
1990—2020的数据研究

荣庆坤   武佳鹏  李桢 杨虹  侯利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0 山西赛区 忻州师范学院
“开启智慧新时代”——基于数字化转型下“互联网＋政务

服务”公共服务平台的现状与满意度调查
王玉珏   马琳  韩丹丹 李新云  曹啸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1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雾天能见度检测与预测方法研究 赵国鑫   刘云兰  杜董飞 赵山林  罗雨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法治中国建设下犯罪时空分布测度——基于贝叶斯分布-
核密度估计模型

董雨婷   杨佳  肖凌燕 薛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方便食品安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提高路径 赵亚慧   宋佳宇  卫江娇 张晓琴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4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半导体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路新宇   郭思梦  李慧 陈治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5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老城区城市更新路径探究 张添泽   刘伊宁  徐子超 陈治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6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山西省旅游业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

任鹏   李朋昊  廖鑫权 刘宝亮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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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电商物流指数研究我国电子商务物流影响因素及发
展

路茹茹   程致霖  朱晓楠 师海燕  张海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8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部分医疗器械在疫情影响下的数量及经济情况分析 贾盈盈   王淑娴  张芃康 师海燕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9 山西赛区 山西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对上海经济影响的测度分析 郭江玲   高阳阳  于磊 杨杏丽  牛奉高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0 山西赛区 忻州师范学院 基于手机用户感知的通信基站建设统计策略 袁宝宝   康勇钤  桂维驰 张慧琛  武晓敏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1 山西赛区 忻州师范学院 消费税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统计测度 任晓月   赵明燕  张宁 武晓敏  刘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2 山西赛区 长治学院 大数据时代各年龄段网民对抖音直播类型的偏好分析 陈艳娇   李潇  杜晨妍 党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3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基于新兴媒介及相关衍生功能下的统计测度 范钰坤   郭一璇  周梓仪 张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4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人群健康与环境质量对经济影响程度的衡量 库玉洁   吉嘉茹  周倩 张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5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黄河流域“三生”功能耦合测度及其生态环境时空演变分
析

马雪姣   景靓  杨孟珂 刘洋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6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关联视
角

朱彬瑕   王瑶  白玉 王涛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7 山西赛区 山西医科大学
多模态影像学与临床信息不同建模策略的阿尔茨海默病
辅助诊断模型

秦瑶   陈杜荣  易付良 余红梅  崔靖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8 山西赛区 山西医科大学
融合遗传影像多元张量特征预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生存
模型的建立

王鑫超   崔曹哲  胡奕奕 武志芳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9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 李琳   王天娇  杜欣欣 赵丽琴  李原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0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地区间经济关联特征解析——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
”研究视角

王靖瑞   余亭亭  刘柯婷 王涛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1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研究 张婧   李钰  任倩文 赫永达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2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城市COVID-19累计确诊病例幂律分布实证研究 杨喜霖   武雪飞  白娟 王峰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3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下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与效应研究 李宇芳   李萌萌  苗雨霏 秦翊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4 山西赛区 山西大学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张佳璇   张睿轩  赵冠婕 李顺勇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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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山西赛区 山西医科大学
SSA-ARIMA-LSTM组合模型及预测能力测度在流感中

的应用
任浩   赵执杨  任家辉 仇丽霞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6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老年人失能等级界定及影响因素分析 任佳琦   刘鹂  王妮 刘晓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7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养老保险和医疗服务的供需缺口测度 王昕阳   李丽晴  贾晓敏 刘晓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8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基于博物馆的文化消费倾向研究 冯晓楠   王丽丽  王小青 李毅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9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基于半监督协同训练算法的虚假评论测度方法研究 司育   郭睿芳  张一彤 陈治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0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研究 程子新   胡少敏  李丹丹 朱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1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域面板
数据的实证研究

易红桔   张峥莹  刘思懿 李俊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2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
究

管健帆   曹鑫萍  薛颖博 陈佳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3 山西赛区 山西财经大学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
因果森林模型

王金海   薛璐瑶  吴巧荣 张晓琴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4 山西赛区 山西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贸易研究——基

于灰色预测和面板回归
武宝欣   张慧如  张梦茹 王钰  杨杏丽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5 山西赛区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BKMR与BBMD对重金属暴露与2型糖尿病之间的风
险评估研究

杜斯丹   黄颖  王青青 余红梅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6 山西赛区 山西医科大学
深度多任务因果网络模型的构建及其在心衰因果通路分
析中的验证

闫晶晶   杨晓敏  解赛君 张岩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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