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7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湖北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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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省国家级开发区的减排效应及其对策研究 卢雨萌   何芷若  冯丛蕊 张燕华  罗幼喜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湖北赛区 湖北科技学院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性差异研究 毛生雪   吕涵  王惠泽 桂咏新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城市的市场规模及发展测度分析 王汝瑛   张泳泳  王雨康 王连文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湖北赛区 湖北商贸学院 湖北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段勇   贺晓倩  金磊 高爽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科技发展测度——以民众关心的产
业为例

洪嘉俊   于亮  李思宇 吴莺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湖北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三孩政策下人口现状的影响因素与年龄结构预测及经济
耦合分析

王灵鑫   王菡雨  涂晓帆 秦磊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基于弹性网络回归的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分析与预测 随阳帆   王艺萤  朱逸程 易鸣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冯晓曦   刘蓉桦  徐子涵 王林珠  一等奖 本科生组

9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新冠疫情对全球关键金属市场影响研究：以铜和镍为例 任逸霏   郭瑞  陈黎 朱永光  徐德义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0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省域通信发展指数及其对CPI预测精度分析 ——基
于BiLSTM-Attention模型

夏文青   张可沁  许宇澄 杨青龙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1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绿色发展背景下，城市生态效率的统计测度与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的面板数据

徐恺辰   吴齐龙  黎文林 无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2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区域异质性差异测度 刘笑蒙   田子文  朱鑫 金林  杨超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3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智慧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探究——
基于4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罗振嘉   张艺冉  韩宁 李庆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4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内国际双循环参与度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冯雅涵   闻永怡  杜君霄 杨青龙  一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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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结构方程和机器学习的在线问诊满意度影响因素探
究

张秀雯   常红月  何中涛 郭丽莎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6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绿色物流背景下 循环快递盒的意愿调查分析 赵斤瑜   景佳乐  黄罗宇 罗敬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7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时空视域下多民族交融地区的特色旅游、文化产业与地
区防返贫能力耦合发展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
象

李睿思   谭橙焱  梁艳辉 金亚男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8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双碳”背景下基于融合模型的用电量预测分析-以美的暖

通公司为例
革新欣   张时琪  何茜悦 刘晶  罗敬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9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研究：效率与公平 吴倩   金哲彬  李筱羽 白勇军  刘家悦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0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区域交通与循环经济耦合研究 张帆远航   吕盛  武龙祥 胡军浩  张军好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1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省绿色发展状态评估与预测体系构建 柳子豪   兰武洋  华汶乐 罗幼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2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 汤婧宜   戴君豪  南辕 罗幼喜  李翰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3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决策树和神经网络的卷烟设备参数优化与情景仿真 胡孜睿   杨柳  张成伟 罗幼喜  胡二琴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4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共同富裕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研究 罗子洋   宋翔宇  陈宏宇 郑瑞坤  罗幼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5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付费”甄选品质，用心“会员”服务 －基于武汉市付费会

员制商超会员购买意愿统计测度研究
朱婧琳   周尚楠  樊俊锋 曾霞  叶提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6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后疫情时代C端预制菜行业满意度提升与潜在客户挖掘
研究

刘思宇   秦梦琪  马婧雅 叶提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7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基于ERNIE模型的市民热线文本自动分级研究 徐露露   鲍馨怡  金琴 张耀峰  张志刚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8 湖北赛区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省空气质量指数统计模型研究 杜曼良   刘晓燕  肖飞龙 钟绍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9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以国内和入境旅游为双循环的统计测度研究--以湖北省
为例

田泽林   张倩  杨希佳 王清龙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0 湖北赛区 湖北商贸学院
数字经济与地区协调发展：机遇还是鸿沟—基于长江经
济带的实证研究

许德立   包云琦  席状君 高爽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1 湖北赛区 湖北中医药大学 基于Apriori算法的儿童哮喘中医药用药规律分析 陶琳   周若洁  王欣怡 孙扬波  胡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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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湖北赛区 湖北中医药大学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对中医药治疗和预防新冠肺炎用药规
律研究

王睿涵   汪芸  魏新怡 周婷  孙扬波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3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碳中和森林碳封存与综合效用多维度测度的分析研
究

王基之   张子恒  蓝冰瑛 吴莺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4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公共卫生事件次生衍生事件识别、风险
预测和演化机制研究

马世拓   张飔扬  李鹏坤 王然  邹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5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数读书香，墨韵留芳——纸质书阅读现状与发展研究 许全   许傲  聂亦俊 潘灯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6 湖北赛区 华中农业大学 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度研究 刘睿   袁娟  张可惠 郭明月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7 湖北赛区 华中师范大学 聚类算法下的移动通信网络站址规划 付蕾蔓   李艳燕  阮睿怡 郭玉劲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8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于后
疫情时代中国城镇失业人口数的统计测度

邵曼婷   孙梓怡  王鑫能 石先军  雷鸿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9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基于跨境电商产业生态链视域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统计研究

李思祺   刘子健  杨拔 郭雪  向秀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0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基于贝叶斯优化-随机森林回归预测的二手车估价模型 谢晓波   曹金辉  徐陈果 刘燕丽  何晓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1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中国省际统一市场评价体系构建及分区实证研究——基
于BP神经网络与DART回归模型

叶龙飞   杨志毅  车清妍 王德运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2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中国2020—2050年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脱钩测度研究

吴永晖   刘彤  杨梦婷 王林珠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3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IDC产业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 高一涵   董洁  宋雅琦 蒋锋  李素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4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双碳背景下中国服务业能源效率测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何雨秋   王嘉仪  龚文崎 王许亮  张传海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5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于EEMD-LSTM模型的股指价格短期预测 潘欣怡   黄珮诗  张雨昕 张婧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6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李佩霓   鄢泓  杨梦瑶 赵目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7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夏荣博   尚书凡  方涓 李占风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8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经济与双循环发展测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
31个省市自治区视阈的实证分析

任倬萱   黄昱杰  付天华 蒋锋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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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ARIMA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的预测分析

于洁莹   赵文琦  刘洋 贾小英  周乐为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0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
研究

陈星芸   王丽坤  于群意 汪政红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1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预测 王宇飞   战雨琦  彭丽娜 陈晨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2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市居民大病救助众筹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与二元 Logit 模型

宋草   吴嘉鸿  戴仁可 娄联堂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3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抗肿瘤药品遴选与临床
应用评价体系

张芷惠   尹蜜  普欣芮 周乐为  贾小英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4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人口老龄化测度研究 覃雅诗   李小娜  毕梦晗 汪政红  叶小青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5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电车行万里，绿动新格局——武汉市新能源汽车使用现
状及前景研究

蓝梓伦   佟杉  胡樱子 汪政红  叶小青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6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清洁能源车内需增长路径探索——基于LR和SEM模型 龙昌群   黄超志  张政 汪政红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7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内原油价格波动分析及预测 周洲宇   张明珠  高嘉铭 陈晨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8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中国城市群创新发展与创新空间联系 章彩云   刘淑芳  覃智科 佘纬  金亚男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9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新能源汽车的新发展格局及环保效应研究——以上海市
为例

吴菌豪   贺沩  刘志桐 任恺  二等奖 本科生组

60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双碳”背景下电力行业何去何从——基于气象数据与机

器学习融合模型的电力负荷统计分析与预测
陈紫文   孙嘉怡  王京平 罗敬  二等奖 本科生组

61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后疫情时代无接触服务消费需求调查 李诚楷   雷文  郭晋杰 胡二琴  罗幼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2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双循环统计测 柳睿   王鹏皓  刘念 罗幼喜  郑瑞坤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3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数据挖掘的心脏病预测模型的研究 王聪   邱昊  王茜 罗幼喜  李瀚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4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基于面板数据的湖北省

绿色发展指数测算
梁鑫   谈佳玟  刘心雨 罗幼喜  商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5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国潮商品”营销现状及发展前景分
析——基于武汉市城区抽样调查

王华森   李卓骏  汪慧 胡二琴  罗幼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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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聚类-随机森林的电商异常商品辨别模型 赵航   刘晓慧  张霄雨 罗幼喜  李翰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7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冰雪再启程，育东北振兴新格局——基于北京冬奥会对
东北三省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喻欣   张亦容  鲁冰彬 王磊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8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居民福利的统计测度研究 刘钰信   李英豪  杨升 叶提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9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市付费会员制超市满意度的统计测度研究——以山
姆会员商店为例

沈航   管弦  杨京诗 叶提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0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基于SARIMA模型的湖北省季度GDP预测 王诗雅   陈家俊  乾翱翔 祝丹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1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生鲜电商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及潜在客户挖掘 宋雨萌   李信钧  李国海 卢米雪  耿智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2 湖北赛区 湖北科技学院 文化扶贫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研究 刘悦   徐晶勇  李梦媛 华锐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3 湖北赛区 湖北科技学院 基于时间序列对贫富差距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谢瑶   龚雨蓉  刘海婷 钟绍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4 湖北赛区 湖北科技学院 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湖北省核心CPI测算与评估 王莹   车帅洋  刘佳豪 钟绍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5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当代大学生学习效率的评估 潘敏   余晴阳  李连娥 向会立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6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心血管病患病及治疗的影响因素研究 聂志远   邹昌文  刘文超 魏代俊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7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统计建模大赛 孙思扬   阮明子  李彦霖 王连文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8 湖北赛区 湖北中医药大学 基于药典中成药的数据挖掘及统计分析 于博   伍蓉  姚浩波 王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9 湖北赛区 湖北中医药大学 基于AFT模型的肺鳞状细胞癌数据的逐步回归分析 李婷婷   柳佳怡  梅星月 金凌辉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0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回归分析的医疗服务业质量水平因素分析与测度构
建

张峻瑞   汪剑  朱翰绅 吴莺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1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采用主成分因子法探究人
口年龄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李思语   马杰  王雨柔 邹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2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疫情背景下基于winters时间序列平滑法的典型地区客货
运量预测

陶砚盟   李松  李文鹏 段爱媛  徐学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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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ARIMA-BP综合预测模型的城市物流的指标建构
与需求预测——以武汉市为例》

李伶丽   王一名  刘俊 潘灯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4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在碳中和背景下对产业绿色化程度的构建及对贸易竞争
力的影响的测度 --对“波特假说”的扩展与再检验

邹俊杰   王子鸣  王舒熠 彭斌  李楚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5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企业智能化发展水平测度体系构建 何朋羽   皮雅欣  张雨婕 李楚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6 湖北赛区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共同富裕空间特征及其实现路径探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温兴玥   孔瑶  孙永玮 王江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7 湖北赛区 三峡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电力系统负荷预测分析 付雨晗   王润  苏致鉴 马德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8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监测分析研

究
李雅婷   贾晶晶  余婧 向秀莉  郭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9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决策模型的建构与统计检验 姜南坤   钱琛  白玉棋 赵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0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工程造价专业本科生职业能力竞争力模型建构 张佳怡   胡思琪  秦雅琪 赵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1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碳排放问题 袁紫涵   黄燕姿  程倩 王彦波  雷鸿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2 湖北赛区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大学生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与影响未来购买因素研究 王震   李俊杰  万佳鹏 王颖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3 湖北赛区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防疫常态化背景下旅游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朱方成   郑亚君  胡贻婷 孙颖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4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邻里关怀，购物新宠”——武汉市社区型购物中心需求

与发展分析
宋思梦   杜乾  刘晨曦 王林珠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5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口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 田恬   黄心怡  付文清 金林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6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政府干预对物流业影响的统计测
度研究

刘文婧   王正扬  李若璇 陈荆松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7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建设法治社会视角下我国居民消费环境测度及时空演化 吴昱亭   廖媛媛  赵祎璠 刘寅  赵目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8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减负何以增质？——基于SEM模型的“双减”政策成效及
路径机制研究

杨黄佳怡   黄超男  葛丽颖 慈兆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9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土地集约利用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毛书舟   陈文俊  黄曼希 魏巍  刘寅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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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贡献统计测度 汤蕴迪   任蔷冰  陈竟雅 李庆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1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聚焦一主两翼，引领经济腾飞——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
测度研究

袁艺馨   段圳科  周泽宇 刘寅  叶琴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2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下人群心理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层次分析法

刘琦   刘旭东  占丽卉 阎国光  熊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3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疫情风险预测指标和社会经济状况分析模
型

李绵旺   左君  马永杰 王维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4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影响因素分析 王青云   李冰  张静怡 郭丽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5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和灰色靶权决策模型对大病众筹参与
情况的统计测度研究和影响因子分析

王若宇   刘姗  田国琳 郭丽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6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双减政策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市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

帖金博   陈文凤  赵朗润 李学锋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7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城市碳中和的统计测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黄艳丹   李玉娜  李偲珩 李学锋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8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数字经济下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和消费者直播购买农产品
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吴萍萍   莫京霖  马永志 叶小青  汪政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9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全球粮食系统的重新优化 覃澳洋   李雨虹  张帆 曹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0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省二手房交易量的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梁寒驰   罗玉娟  朱顺显 胡军浩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1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加权残差组合法下LASSO-指数平滑模型对民航客
运量进行预测

肖可君   黎盈江  严潇潇 汪政红  曹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2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教育减负背景下“双减”政策的落实情况及群众满意
度分析

付雪晴   许晨曦  马妍 汪政红  罗敬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3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研究老龄化程度对各省GDP的影响 马文慧   姚欣茹  周菁园 王维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4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森林资源影响力评价模型及其固碳能力分析 程琢霖   吴璇  代菁钰洁 曹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5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SEM模型的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开伟   刘柃汐  廖健行 甘天琦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6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宫疾防患”——关于武汉市HPV疫苗认知程度与接种意

愿的统计分析
宋汶轩   姬怡萌  彭泽娴 叶小青  汪政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第 7 页，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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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LSTM神经网络的价格预测与量化交易策略 苏睿   罗汝琪  张悦 帖军  刘晶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8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DPSIR模型的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前
景分析

项明   童舒雅  谢琳 郭丽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19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电影产业及电影消费行为的影响
分析

董启辰   杨文杰  曾凡迅 贾小英  周乐为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20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耦合
协调测度——基于长江经济带省域面板数据

文铭阳   张雪  王墨 刘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21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不去体检就没事儿？”——武汉市健康体检现状实证分

析
龚嘉文   胡旗  胡果 刘展  邹斌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2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守护好我们的粮袋子——疫情和战争背景下我国粮食安
全产量预测及多情景模拟分析

陈佳怡   邵洋琳  任丹丹 罗幼喜  郑列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3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多异学习器融合Stacking集成学习的贷款违约预测 杨璐瑶   石霞  叶丹 郑瑞坤  罗幼喜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4 湖北赛区 三峡大学 新发展理念背景下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胡雪儿   陈玲  华克骥 薄会娟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5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时去光来，报之以爱——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分析

王圆圆   王杜荣  唐宇钥 张星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6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基于集成学习与LSTM的上市公司信用评级研究 李文卓   付思雨  聂德庆 诸艳霞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7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和预测建模研
究

付文菲   朱泓  高元欣 易鸣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28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基于CNN-XGBoost组合模型的信用贷款风险预测 王家伟   李娟  应玲玲 姜峰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9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文本数据驱动的教育智能硬件用户评价分析 李旺   李淑玉  王可楚 罗幼喜  商豪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0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中国
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田红   杨晨思  吴昊天 袁毅阳  罗幼喜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1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及动态
演进

魏玻   王雪松  杨舟 耿亮  郑瑞坤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2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DNA甲基化数据特征测量个体间亲缘关系 曲铭晗   闫雨  丁览博 王超龙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3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流域径流预测 陶一陶   侯栋凯  吴松霖 莫莉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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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湖北赛区 三峡大学 基于CNN-LSTM的房价预测研究 李庚泽   吕相霖  孙伟 蔡政英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5 湖北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关联分析及产量预
测研究

韩业凡   施申亮  毛子庄 无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6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电商平台客户群体与商品价值研究 陆欣逸   罗明轩  赵彤 肖海军  郭万里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7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空间统计技术及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算法研究——以痢疾
为例

雷明日   汪鹏  林钰珩 胡鹏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8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发展格局统计测度与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 郑铿城   况明月  涂达伦 李素芳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9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我国充分就业和就业质量的动态演进及耦合协调性测度 温和铭   韩颖  喻淑敏 张璇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40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东北平原地区智慧农业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分析 姚璐   何彬  王飙 金亚男  张劲松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41 湖北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长江经济带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建构及实现路径分析 韦锦慧   许芷萌  王朝航 汪政红  罗敬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42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减低返贫风险 方旎   张小茹  张璐瑶 许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3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基于融合算法的直播带货用户群购物行为预测研究 王坦   毛莎  周祺胤 姜峰  刘松林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4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VMD-LSTM模型的金融时间序列上证指数预测 孟洋   李太宇  樊若月 罗幼喜  吴聪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5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耦合关系研
究

彭灵通   刘奥  荀竹 耿亮  罗幼喜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6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灰熵关联分析和遗传神经网络的货运量与客运量预
测

吴瀚海   李其良  张岩松 张文谦  罗幼喜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7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SVR—GridSearch的湖北省碳排放预测 任一竹   吴柔慧  曾强 罗幼喜  吴聪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8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我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统计测度研究 梅克辉   袁珍  张抒尘 郑瑞坤  安彧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9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双碳”背景下的全国CO2浓度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Kriging插值法和灰色系统理论

伍绪龙   谢荣雪  任怡静 李翰芳  商豪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0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新冠疫情对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旅游业影响的统计研究 董存娟   任晓华  黄贤峰 向长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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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评估与预测研究——基于
ARIMA建模方法

陈茜   彭亨杰  陈义 向长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2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数字助农挑稳“金扁担”——基于恩施州农户种植道地中
医药材意愿研究

吴亚枝   贺小杰  褚奔 向长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3 湖北赛区 三峡大学
面向公共突发事件的小样本谣言检测方法——以新冠
（COVID-19）疫情为例

王恒涛   张紫燕  陈想 徐守志  但志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4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武汉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成玲   洪甜甜  王子欣 李小丽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5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基于Mallet-LDA模型与社会网络的物流识别标识技术演
化研究

匡燕   王天悦  李宇 李小丽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6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多模型下的COVID-19抗原试剂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
究和预测

王楠   王园  黄洁 张星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7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基于文本挖掘的武汉市旅游形象感知研究 穆克亮   胡美婷  蒋志博 吴金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8 湖北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2022年长春市COVID-19疫情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

子分析
周雯楠   鲜于甘可  师远 无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9 湖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基于机器学习的矿产资源可供性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 周之逸   樊锦绮  龚玉娜

徐德义朱永光  
徐德义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0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于文本挖掘的广播剧行业听众偏好量化测度 钱智勇   吴越  徐惠康 胡淑兰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1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张天鑫   王梦圆  李晴 金林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2 湖北赛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效应分析--基于复杂
网络视角

陈瑜洁   刘婉如  臧一诺 赵慧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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