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8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黑龙江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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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赛区 东北林业大学
多因素视角下，中国省域电力结构优化及其对碳排放的
影响研究

刘德承   付鑫怡  陈粤 李洪敏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黑龙江赛区 东北农业大学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经济和环境对人群健康影响程度的研
究

刘英姿   刘雨晨  司尚萱 吴秋峰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黑龙江赛区 东北农业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糖尿病重要影响因素分析和预测模型构建 常铭凯   红羊门德  朱英豪 汤岩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黑龙江赛区 东北农业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我国水稻产量影响因素统计分析和预测
研究

孙显赫   陈以致  曹美熙 姚澜宁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打工人生存指南——基于数据新发展下工资水平测度的
研究

但坪峡   白露  李金鸽 刘宏亮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疫情冲击下我国房地产的走势分析 高艺   陈思  孙映琪 高鹤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疫情下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评估 冯时   刘唯  杨雅洁 李持磊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国31省域森林公园和地区人口的时空耦合测试研究 赵文静   佟姝睿  付战南 李淑凤  一等奖 本科生组

9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美贸易摩擦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陈铮   王琦  黄启泽 潘伟  祖培福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0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针对出租车经济问题的统计测度研究 毕航宇   李诚  沈晓双 张水胜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1 黑龙江赛区 东北林业大学 碳中和背景下区域森林碳汇统计测度及经济效应研究 谷晓阳   马思雨  王泠焜 郝立丽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黑龙江赛区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居民食品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问卷法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

宋佳琪   秦茜茜  周偌妍 王鹏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应用CAPM模型对（国内）股票市场上可能的高回报率
策略进行实证检验

方子扬   孙晓宇  刘微微 王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4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统计测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测度（以黑龙江省为例）

郭玉溪   刘佳琪  刘畅 王涛  张馥菊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5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国内旅游情况发展探究 李维玉   刘天源  何木 高鹤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6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性别就业失业人口差异的统计测度研究 邓然心   王宝霞  陈嘉枫 王涛  刘宏亮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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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于大规模癌症细胞系药物反应数据的肿瘤耐药异质性
分析

田苗苗   张楠  陈玉玲 王书元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8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工程学院 基于九轴传感器的帕金森患者体征定量研究 查星异   彭俊辉  梁嘉宜 牛蕊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9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科技大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污染气体对于地区环境和
GDP影响的研究

刘翊楚   陈浩  窦歆毅 徐秀艳  赵岩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0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基于PSR模型的黑龙江省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胡仙桢   王雪  朱宇静 马妍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1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熵值-因子分析下国内水泥制造企业的财务能力研究 张本东   张爽  周川博 祖培福  褚文杰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2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东盟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
析

李艾瑀   司汉文  王肖健 潘伟  祖培福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3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基于 PCA-逐步判别的我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王雪莹   赵健博  董恒宇 褚文杰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4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张琳   刘亭玉  王晓菲 褚文杰  赵文英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5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金融数学专业学生就业前景评价分析 刘畅   孙洁  金子 谢威  赵文英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6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国纺织类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动态评价研究 陈雨露   文冠祥  王敏 祖培福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7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改进灰色关联分析法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评价中的应用 刘浩   叶汶建  姜子森 赵文英  谢威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8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基于 GPM(1,1,m)模型的中国能源消费 的分析与预测 鲁小桐   刘晨旭  余津 李淑凤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9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医学院 “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新经济统计测度研究 李超   蒋玉贤  段鹏飞 滕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0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新发展格局下的汽车产业研究 邱泓森   钱雨聪  曾妍涵 周永春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1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理工大学
新冠疫情下运输业的统计测度研究——聚焦河北省运输
业

彭斯琪   李燕  张诗芸 袁丽丽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2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理工大学 疫情影响下消费行业及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分析 林静   陈泉胜  赵雨蒙 袁丽丽  杜扬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3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理工大学 基于主成分回归分析的重庆市铁路货运量统计测度 李嘉悦   毕欣燃  米聚增 杜扬  袁丽丽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4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新冠疫情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分析 张子俊   夏婷婷  陈秋男 刘宏亮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5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今天你点外卖了吗？——大学生外卖情况分析 葛骏波   丁贵阳  宋瑞宇 王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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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基于ARIMA模型对全国生猪价格的分析与短期预测 王子涵   和应娜  汪念 高鹤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7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基于“新冠疫情”政策下大学生网课软件使用现状及发展
方向的预测

吴媛媛   崔佳溪  尚欢 刘宏亮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8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快递业务的发展规律与前景 王香媛   裴杨洋  王嘉宁 高鹤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9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半导体产业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共同发展预测：以新
能源车载芯片为例

冯祺祺   刘寒驰  汪梓航 关伟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0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关于传染病的流行规律、风险评估与预测指标测度 鲍欣怡   李璇  张兴培 高鹤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1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疫情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 魏昊哲   谢家亮  李静伟 刘宏亮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2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础研究投入对科技创新影响的测度研究 邓英杰   崔晓敏  胡欣 原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3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大学 《基于偏正态分布的中国碳排放强度统计建模研究》 王睿   林雨菲  沈雅心 周亚晶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4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工程学院 对不同社会特征国家新冠病毒流行情况的研究 乔洪超   王子豪  宋复杨 王佩臣  张可为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5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工程学院 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统计测度 杨彤   孙银浩  金宇鹏 王佩臣  樊玉环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6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科技大学 数字乡村建设的测度及评价模型研究 肖堋辉   梁明达  周庆 于海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7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测度研究 冉红霞   候博文  袁野 于海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8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与分析 许世强   王琳  李湘嫒 赵文英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9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基于AHP-DEA的黑龙江省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田伟   王鹏云  王宇哲 马研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0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城镇失业率的综合评价 赵东学   钟海匀  张妍 褚文杰  赵文英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1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粮食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文男   徐洪福  陈佳美 马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2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上海自贸区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张静琪   何方  王金鑫 潘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3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云南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马世丞   车海洋  祖张依 褚文杰  祖培福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4 黑龙江赛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 何鑫   柴宇鑫  李高翔 谢威  赵文英 三等奖 本科生组

第 3 页，共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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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艾滋病感染流行趋势与分析 杨瑶瑶   郭欣宇  吴天莹 张水胜  丁永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6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 蒋甜甜   姜珊珊  孙梦 丁永胜  张水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7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癌症及其相关产业的问题 彭琪   任静怡  黄丽娇 张水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8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新冠疫情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测度研究 崔海越   李佳欣  何羽欣 张剑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9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大学 基于SEER数据库的乳腺癌生存预测研究 李凤翔   刘豹  闫映君 王化琨  一等奖 研究生组

60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大学 双碳目标下对碳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的综合探究及预测 张译文   张祺  冀晋宙 王楠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1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大学 基于XGBoost方法对胎儿健康判断的相关分析 张婉钰   郭子玉  薛梦宇 周亚晶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2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var模型分析 吴迪   李美兰  曹秋爽 宇世航  张水胜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3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多因子选股策略 杨松   郭桂爱  黄维琪 王紫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4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在线新经济的指标测度及重要发展领域预测研究——以
上海市为例

郭婷婷   张筱  李晋如 宇世航  张水胜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5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石油消耗量的影响因素及预测 郄慧娟   王珂  徐晓侠 宇世航  张水胜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6 黑龙江赛区 齐齐哈尔大学 基于ARMA-BP组合模型的居民储蓄意愿预测研究 赵焕霞   贾欣怡  朱艳娇 宇世航  张水胜 三等奖 研究生组

第 4 页，共 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