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8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新疆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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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疫情非药物干预措施防控效果的统
计测度 --基于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信息

曹淼   栾婧洁  宋曦 闫贻忠  胡云华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券推广影响因素及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李元畅   王志强  朱昊杰 张倩  严俊潇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共同富裕的统计监测、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化 魏婷   郝雨薇  江思嘉 克甝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西北地区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研
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璞   孙一迪  傅宇涵 闫海波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抑制了碳排放吗？——基于中国省面板数据的
研究

孙梓椒   肖烈  刘莺莺 克甝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空间特征、动态演进及
驱动因素研究

胡水灵   王若霖  王驰 马卫刚  二等奖 本科生组

7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新疆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预测 彭赵星   郝宇星  刘航希 陈龙  二等奖 本科生组

8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基于情绪感染社会力疏散模型的人员疏散影响分析 胡丹娜   尚剑波  卢浙蒙 杜义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9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意愿及影响
因素研究

杨晓鹏   朱娟婵  朱娜婵 周保平  刘云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0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智慧医疗发展的统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
析

王梅   徐雯  陈龙亮 刘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1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统计监测、
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梁思煜   许鑫  李海清 克甝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股票流动性、投资者情绪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阚洪强   董振阳  王艺博 马晓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新疆赛区 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某地州农村维吾尔族居民总胆固醇变化轨迹与高血
压发病关联的队列研究

闫明海   张晓峰  周小丁 戴江红  罗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4 新疆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消费、供给侧的新发展格局统计测度研究 ——基于广东
对贵州帮扶政策分析

张梁伟   张根  李小雨 孙嘉敏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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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疆赛区 昌吉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的房地产投资的统计测度——基于多元回
归模型

甘兴旺   徐瑶  张兴佳 杨吉斌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6 新疆赛区 喀什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基于因子分析的中国各省市综合评价 陈浩   尹秉权  刘杏尧 唐子兴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7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 陈先银   程铭杰  韩佳雪 吴艳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8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数字新动能驱动企业数字化评级指标体系研究 罗小丫   虎家俊  刘桐 曾德斌  杨忠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9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疫”无情，“苗”有情———新发展格局下高校大学生新冠

疫苗接种观点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赵磊   闫帅强  孔向阳 张倩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0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基于不同地区科技发展对教育资源分布的影响 孙荣达   高佳丽  龚雪微 严俊潇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1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城镇各行业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协调性诊
断（以新疆为例）-基于异常值诊断技术

王一鸣   何晓燕  王涵 刘熙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2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大数据视角下学生消费行为的测度分析 蔚迦南   苗昌  栗媛媛 孙丽丽  刘熙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3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新疆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及综合评价预测 梁静静   黄玲  李冕 刘博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4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春风已度玉门关，奋发笃行正当时”——双循环战略下

电子商务予新疆经济发展的机遇
李堃宇   许瑞  豆路路 克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5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点面相接，“链”接未来-基于区块链在各区域发展的研究 王冠霖   杨海帆  黄锦瑶 克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6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马颜龙   丁志骏  唐铭健 葛晓燕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7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河南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与预测研究 吴倩婷   孙继颖  许家城 刘茜  韩桂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8 新疆赛区 新疆师范大学
基于互联网迅猛发展下的在线教育发展现状及制约在线
教育质量提升的因素探析

向巧仙   孙茜玲  胡佳钰 鲁海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9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马悦   邱珺莹  王一峰 王江  一等奖 研究生组

30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应分
析

王振涛   王尊文  陈航天 许英  一等奖 研究生组

31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王珂凡   李明达  刘德宇 何文彬  张文中 一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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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基于蒙特卡洛罗与有限元模拟仿真的桥梁健康状态分析 周慧娟   白若宁  罗昊楠 马莉  淡丹辉 一等奖 研究生组

33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失踪人口时空特征分析及信息匹配模型构建 黎峰林   王芳芳  谭璐瑶 孙毅  赵建平 一等奖 研究生组

34 新疆赛区 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市空气污染物对结膜炎发病的影响因素研
究

栾泽民   王正业  彭凯 王凯  一等奖 研究生组

35 新疆赛区 新疆医科大学
2011~2021年新疆乳腺癌患者住院费用长期变化趋势及

影响因素研究
张燕   张晓旭  玛依沙·达肯 曹明芹  一等奖 研究生组

36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低碳治理效应研究——基于智慧城市
建设的准自然试验

付奎   刘炳荣  马万里 张杰  吴艳霞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7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基于文本分析的交易所网络互动平台信息效应研究 韩文静   许阳  董今威 王生年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8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测度分析

张坤   梁津铭  曹锦 宋香荣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9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数字经济与环境污染 王旭霞   滕飞  马克红 雷汉云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0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双循环背景下产业智能化减贫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非期望Super-SBM模型

李佳殊   杨尹钰  王彤 马长发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1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
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宇   靳园园  赵文斌 张庆红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2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人体疾病医疗诊断分析——以心血管疾
病及糖尿病为例

杜东旭   朱江伟  戴泽强 闫海波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3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居民消费升级 郝福莱   李雪和  刘宇哲 李季刚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4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新型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
响研究

王纪龙   袁世昌  来比·艾尼 马连发  敬莉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5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新疆旅游业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珂   赵浩  汪怡珊 梅雪晖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6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价值链分工视角下“双循环”统计测度及特征事实——基
于改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陈李强   张玥  顾振洋 孙景兵  黄晓燕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7 新疆赛区 新疆医科大学
探索预防结核病感染的第二道防线——基于时间序列模
型分析环境因素与肺结核发病的关联

高春洁   王迎丹  吴梦娟 王蕾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8 新疆赛区 新疆医科大学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肺结核防控效果评价 毛宏凯   梁智超  王小敏 曹明芹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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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疆赛区 昌吉学院 新冠疫情对新疆旅游业影响的统计测度研究 李兵   夏宇  张悦 祝丽萍  李硕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0 新疆赛区 喀什大学
全国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研判——基于“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

张渝基   郏聚宝  宋清雪 王丰效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1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 王雅莉   侯林岐  杨濛 葛元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2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数字经济能成为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新动能吗 吕太升   王玲莉  南楠 黄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3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土地市场化、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 王卓   王艺梦  周庆峰 程中海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4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孙司祺   刘洋  魏夙杰 王磊  徐秋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5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新疆经济活力的测度与评价 刘慧慧   贾润蕾  侯天宝 王爱银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6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韧性——基于产业水平的动态
面板门限模型

赵若男   张峰  池义训 陈小昆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7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金融支农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李阳   朱华  胡晓雪 陈海龙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8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研究

张娅   池亚星  李帅文
马长发  艾麦提
江·阿布都哈力克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9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中国电子商务的网络结构分析 林明明   梁晓贞  赵丽青 侯震梅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0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研究 井艺雷   朱子珍  吴蕾 何文彬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1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制造业出口增长效应分析 徐顺勇   胡峻北  谢帅光 李翔  马长发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2 新疆赛区 新疆财经大学 穿越资本周期看大宗商品价格与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 李阅   杨帆  朱子彬 张喜玲  王爱银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3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Bayesian-INLA算法的肺结核发病
时空特征分析——以新疆地区为例

陈晓蝶   李奕潼  丁记威 胡锡健  张辉国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4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未富先老”趋势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孙少威   郭容含  黄敬华 徐晓莉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5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基于k均值的物流中心选址与优化研究 姜毅为   陆佳云  李雨杭
王兵  买买提江·

吐尔逊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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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模型在股票预测中的应用 陈劲展   毛博  张彤彤 肖正清  于海征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7 新疆赛区 新疆大学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地震预测——以新疆地区为例
戴金   杨晓兰  艾克拜尔·艾孜提

力
张辉国  胡锡健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8 新疆赛区 新疆师范大学
疫情约束下中欧班列战略举措的经济影响 ——基于
GTAP模型的分析

郝伟静   王璐  古力斯坦·热合曼 董玉成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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