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3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贵州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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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医学大数据背景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的风险
评估与预测研究

田宏玉   葛航  何盈盈 王飞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省旅游业的影响分析及预测 周香   杨智先  罗昱婕 崔鹏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基于Leslie人口模型对三孩生育政策下人口发展的探究
和预测

卢涛   任雪丽  龙家贵 吴雪萍  陶朝英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碳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

因素研究
刘晓丽   向东艳  马韶徽 张应青  赵慧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甲状腺髓样癌患者癌症特异性生存率列线图开发与验证 郑桃   涂路漫  吴绍平 靳帅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贵州赛区 贵州中医药大学
信息化时代大学生在疫情下的幸福感现状调查及提升策
略分析——基于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建模

韦蓉   李娟  朱立德 韦杰  曾萍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贵州赛区 贵州中医药大学
基于SEM模型的新形式下高校闭环管理的大学生心理状
况研究——以贵州大学城为例

杨文   张良  刘守军 韦杰  曾萍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经济发展影响测度分析 戴祥卫   张娜  李灿 赵静  黄英芬 一等奖 本科生组

9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与预测
模型

冉连熊   莫兴波  高前浪 杨龙仙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0 贵州赛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疫情下的贵州经济发展分析与预测 张雪春   文霄宇  敖芸 邓桂骞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1 贵州赛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多元文化背景下藏族青年对藏语言总体认识的统计分析 周宝茹   祥巴利社  李想 蒲虎  何星钢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2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公共卫生和环境经济等因素对传染病的风险评估 龙正海   王思义  骆书怀 王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大数据技术健全“康复养老服务体系”多元化的研究 黄倩倩   姜紫薇  陈远灿 章茂庭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4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糖尿病预测分析研究 项琴   覃一飞  尚银行 皮赛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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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影响冠心病因素分析研究 胡东琴   黄垚  黄海堂 皮赛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6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省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卿光鑫   罗忠秀  潘忠林 马家丽  胡继魁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7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机器学习在新材料中的晶体塑性成型性能
预测研究

郭章龙   赵勋  孟坤圣雅 邓伟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8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民用家电——空调产量研究分析 赵维   王桃  周子云 陈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9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统计测度调研——以贵州
省毕节地区为例

尹端江   卢甜甜  李玉婷 何海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0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研究 ——基于贵州省数据实证分析 孙扬   孙明静  闵红云 丁红发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1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型冠状疫情背景下气溶胶对病毒传播的影响研究 武必炼   赵语  徐终梅 朱淑娟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2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省艾滋病月死亡人数的预测与防控研究分析-基于
ARIMA与BP时间序列模型

方晓芳   黎旭  罗佳伦 潘仁龙  王建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3 贵州赛区 贵州商学院 贵阳市高校校内店铺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潘龙娜   王丽  黎兴月 刘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4 贵州赛区 贵州商学院 基于PCA-BP-神经网络的贵州省碳排放预测研究 潘龙高   谢敏  杨再飞 戚宏亮  刘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5 贵州赛区 贵州师范学院 中医药养生发展新格局 马庆航   黄桂振  邓芳
任善静  令狐雨

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6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慢性肾脏疾病预测研究 周承星   徐佳欣  周胜 胡思贵  黄文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7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基于用户点击行为的个性化广告受众性别建模分析 杨青松   刘浩坤  吴朝友 朱映雪  吴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8 贵州赛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基于多种机器学习方法的重大传染病研究——以
COVID-19疫情为例

徐传传   罗梦婷  冯嘉琪 王曼菱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9 贵州赛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基于VAR模型贵州省房地产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研究 陈伙金   岑邦霞  刘治汛 王曼菱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0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客运发展水平统计测度研究 张涵   卢丽  杨益 杨英杰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1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贵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中耦合协调性研究 李馨   姚芩飞  夏远航 夏林丽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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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贵州赛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流淌在“经济大动脉”中的货物 ——基于贵州省公路货运
量的统计分析及预测

陈欢   李霞  魏美江 查如琴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3 贵州赛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贵州省生产总值分析以及预测 卢义娥   潘国银  费礼旺 蒲虎  杜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4 贵州赛区 安顺学院 贵州省数字文化赋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研究 赵庭   张露露  陈绍春 张满姣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5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下农村地区高血压治疗情况的研
究

徐红彩   管庆义  陈千里 王宏  王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6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数字经济驱动下对新商业模式的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陈霓萍   穆华娇  桂腾灿 章茂庭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7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ARIMA-GARCH模型的网上零售经济预测及研究 胡伟   杨人林  王金锁 王飞  郭金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8 贵州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评估 周宇   陈娜  袁聪 郭金  王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9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基于回归分析模型预测贵州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罗嘉伟   陈其靖  胡所珍 李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0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大学生减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肖海杰   张杰  吴思琪 胡继魁  罗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1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化水平与现金股利 万金如   曹禀淳  杨慎源 熊浩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2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贵州省绿色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与统计测
度

吴长兰   覃飞  谢满 吴雪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3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省域协调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黎鸿雁   吴埜  李达 于桂海  胡继魁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4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城乡基础教育师资力量需求变化预测分析 姜欢兰   焦超  田春 洪霞  胡继魁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5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统计模型量化评估新国发2号文件对贵州债务风险的影
响

刘晓燕   王大力  廖绪蘭 李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6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开放发展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统计研究 王昌炼   肖雪  谢雪 胡继魁  于桂海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7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绿色引领高质量发展 蒲静蓉   穆仕蔓  曾莉 于桂海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8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省33家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研究 周忠虎   马福江  赵训超 姜晴琼  蔡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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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贵州赛区 贵州商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带动式”经济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任子刚   龙海秋  吴虹静 刘熹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0 贵州赛区 贵州商学院 贵州地区受教育程度影响因素研究 杨脂晔   潘丹丹  穆天平 刘熹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1 贵州赛区 贵州商学院
创新驱动发展下企业知识生态结构及其运用研究——以
食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刘庆   闫娟娟  谢青秀 罗艺  刘熹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2 贵州赛区 贵州师范学院 益发洗护新篇章 班仕滔   田雅绮  赵晓丽 任善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3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乳腺癌预测研究 张浪   张星  钱佳怡 胡思贵  黄文竹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4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基于聚类分析对传染病传播问题的研究 陈建   张进  王斌 张岳鹏  赵斌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5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新冠肺炎下对旅游的影响分析 马兴菊   郭珊  蔡登上 张岳鹏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6 贵州赛区 贵州医科大学 BMI指数对大学生体质健康影响的统计分析 刘雪花   陈晓艺  吴定苹 代玉林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7 贵州赛区 贵州中医药大学
建立"不识不吃"安全意识,有效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现象
——贵州省大学生对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认识状况研究调

查

陈超莹   杨云艳  饶娴 韦杰  曾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8 贵州赛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新冠疫情对国内旅游业发展影响分析 田瑶瑶   马新芳  叶应杰 刘平清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9 贵州赛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贵州省水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实
证分析

郜卜林   李爱  张洪梅 刘平清  杨倩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0 贵州赛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双碳“ 背景下中国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梁远交   潘玉美  罗婉情 卢贵慧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1 贵州赛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受疫情冲击程度及量化分析 黄莎莎   刘玉霞  彭世玉 卢贵慧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2 贵州赛区 茅台学院
基于VAR模型的贵州省白酒进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实
证研究

李文勇   邓仕旭  赵雪肖 杨娇  傅清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3 贵州赛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后疫情时代下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高
校为例

张姗姗   陈蓉  王军 吴光娴  潘春燕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4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旅游与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以贵州省为
例

李长青   陈永嘉  龚吕 隆蓉  张东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5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生育形势统计监测 徐晔   杨越萍  蒙勇 颜宝平  杨英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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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贵州赛区 铜仁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省旅游业的影响测度 吕元河   覃娜  阴琴凤 龙红兰  杨英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7 贵州赛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基于多分类Logictis回归模型对农村医疗卫生院满意度
的调查分析

雷久林   罗雨雨  鲍敏 蒲虎  张钊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8 贵州赛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融山地旅游  助乡村振兴 李家英   张鹏雁  王丽霞 蒲虎  杜宇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9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农业碳排放时序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凡   赵飞  何跃 鲁静芳  于伟咏 一等奖 研究生组

70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基于AdaBoost算法对客户贷款行为的研究与预测 孙悦   陈明粉  王舜 段星德  一等奖 研究生组

71 贵州赛区 贵州大学
后疫情时代下中国进出口贸易形式分析与预测——基于
P-L-A模型研究

丁铭   任梦欣  张林 杨剑锋  何清龙 一等奖 研究生组

72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大学生与问卷平台的那些事 杨长虓   王志凯  陈丽曲 高伟  一等奖 研究生组

73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心肌梗死并发症预测 孔宇萍   胡春月  尚美欣 徐明  龙文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4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绿色税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兼议地方税
负压力的门槛作用

管韵   卫潇  佘陈凤 黄江玉  冯芳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5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杨华   汪丽  郭华蕾 张梅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6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基于LDA-CNN-BiLSTM与四象限法则的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下社交媒体舆情事件演化与预警研究

陈登建   赵银  赵浩宇 夏换  王游滨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7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我国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
演变研究

张昌柱   孙凯  韩韬 陈文美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8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社会保障、居民消费结构与消费潜力 姬思敏   范静  黄丹阳 陈文美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9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中国分省资本存量测算与增长核算 李芳菲   程涵  程成 燕安  二等奖 研究生组

80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宫颈癌致病因素与行为风险研究 王杰   潘凤  张艳莎 蔡静  姜晴琼 二等奖 研究生组

81 贵州赛区 贵州师范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微博抑郁用户识别 牟帮军   贾良智  毛阳 杨平  赵守盈 二等奖 研究生组

82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基于CiteSpace的碳达峰碳中和研究可视化分析 崔安鑫   杨慧颖  黄日光 胡剑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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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冠疫情下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时空变化测度与生态补偿
权衡

唐文灵   陈治大  杨溪源 陈波  廖婧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4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中国出口行业动态全要素碳生产率研究 王楷文   李恺怀  姜崟明 胡剑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5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省重要湿地碳储量时空变化测度与碳中和潜力分析 张美琪   吴爽  李佳 陈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6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的量
化评估分析——以安顺市为例

范云翼   周雨萌  何亭葶 李顺毅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7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测度的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曾凡莎   李海兰  张峻康 鲁静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8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复杂网络视角下省际创新关联水平测度研究 熊超   万一博  徐熊飞 于桂海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9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国内大循环网络分析——以省际贸易网络与省际数字贸
易网络为例

汤玲佩   董继远  陈永洁 于桂海  刘九强 三等奖 研究生组

90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余坚   胡金  郭娜 任亚运  三等奖 研究生组

91 贵州赛区 贵州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 赖志琪   张宽元  赵晓梅 胡剑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92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效应测度与分析 周珍胜   周遵富  李伟 姜晴琼  蔡静 三等奖 研究生组

93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HPV疫苗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以贵州地区为例

干霞   来小孟  张红艳 高伟  三等奖 研究生组

94 贵州赛区 贵州民族大学
基于智慧医疗的临床疾病风险精准预防研究——以糖尿
病预防数据为例

韦小多   潘兰  秦信芳 魏嘉银  夏大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第 6 页，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