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各获奖档次内排名不分先后）

特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姓名

1 华东师范大学 特等奖 陈家琛 汤博 孔维娅 谢秉圻

2 南京大学 特等奖 赵思杰 刘琪 任春宇 胡羽晴

3 南京师范大学 特等奖 朱可欣 杨阳 高世莹 李子桐

4 河北师范大学 特等奖 刘畅 杨日辉 史泽旭 原靖茹

5 浙江大学 特等奖 张泽川 方晗熙 王子墨 孟令雨

6 东北师范大学 特等奖 王楠 李雨竹 梁成程 欧阳凌婧

7 中山大学 特等奖 杜韵琦 施泓羽 郑枭于 朱方杰

8 兰州交通大学 特等奖 李雅君 孙俨哲 马犇 殷硕硕

9 广州大学 特等奖 陈川 焦镇志 杨柳 刘景豪

10 厦门理工学院 特等奖 柯张镭 孙亚欣 洪幼婷 彭佳慧

11 北京师范大学 特等奖 林袆凌 张之羽 徐嘉晨 贺其颖

12 南通大学 特等奖 杨柯 姬文翔 王子龙 吴义豪

13 山东科技大学 特等奖 杨鹏程 刘旋 许道坤 房浩然

14 华中师范大学 特等奖 周小允 赵睿一 张雯钰 丁聿铭

一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姓名

1 湖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刘宇婷 邢芳淼 王奕欣 尹潇淦

2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一等奖 孙博一 华健聪 陈戴荣 刘王军

3 安徽师范大学 一等奖 戴义博 曹春艳 甄娜 冯海蓉

4 兰州大学 一等奖 丛裕 李红艳 周伟 于建业

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等奖 刘知非 杜雨潞 李佳宁 詹睿祺

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一等奖 涂可龙 祁婧娇 陈柏舟 蔡豪爽

7 河海大学 一等奖 祝开心 孙立扬 宋縯蛟 李余郁

8 长江大学 一等奖 许林瑞 付兴宽 李伊凡 文中冠

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等奖 赵吉祥 王雪洁 许奥 詹妮

10 北京林业大学 一等奖 徐竞怡 郝洛瑶 张睿聪 张雯悦

11 浙江农林大学 一等奖 俞海伟 裴文杰 陈智雄 王恒哲

1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一等奖 周子滢 周子钦 汤芸淇 宋知霖

13 湖南农业大学 一等奖 朱星龙 蔡丽燕 王馨蕾 熊莹盈

14 河南大学 一等奖 王永久 闫姝婉 许金龙 齐铭辉

15 武汉理工大学 一等奖 冯心怡 顾星光 朱浩然 肖智雄



1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等奖 唐文健 谭诚凯 童谣 彭思思

17 重庆师范大学 一等奖 马祥龙 谢崇丹 贺家军 辜庆渝

18 南宁师范大学 一等奖 陈浩 黄雨欣 梁海霞 杨家杰

19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任毅 武成龙 高华明 饶然杰

20 大连海事大学 一等奖 吕前程 孙浩 胡泽 于宛荻

21 东华理工大学 一等奖 马哲严 孙凯 吕俊俊 王莉

22 太原理工大学 一等奖 武金琛 王婕 李青宇 李爱静

23 嘉应学院 一等奖 龙超活 李杰明 池颖桁 陈佩烨

24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兰晓东 马逸彬 尹乃馨 许吉

25 广西师范大学 一等奖 郝立新 任清楷 白莹 郭薇

26 成都理工大学 一等奖 吕玲凤 冯海鹏 韩龙宾 曾见闻

27 西南大学 一等奖 涂智琴 何苗 段春晖 肖 菁

28 云南大学 一等奖 江乐怡 陈若璇 张宇凡 谭鑫

二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姓名

1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奖 钱涛 陈苏皖 贾豪 陈雨琪

2 天津师范大学 二等奖 郭昱含 刘近兰 吴国凤 马万军

3 阜阳师范大学 二等奖 潘直上 张桦 沈芸 闫润孜

4 天津工业大学 二等奖 史文博 陈伟 彭晶莹 刘星池

5 唐山师范学院 二等奖 王浩宇 王佳佳 解茹凯 张健

6 山东建筑大学 二等奖 补沅坤 齐文瑞 张晓岩 柳玥

7 华北科技学院 二等奖 杜奕霖 李泽航 赵新坤 张晟铭

8 合肥工业大学 二等奖 廖舟 张士雷 史潇汉 陈百荷

9 湖北大学 二等奖 王子睿 黄嘉新 陈逸凡 王子怡

10 华南农业大学 二等奖 王安易 侯锐涛 刘柱深 林妙龙

11 南京晓庄学院 二等奖 万纪晨 范震 阳林 李晓环

12 上海师范大学 二等奖 陈振宇 谭乾田 邓瑜 高凯

13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二等奖 韦良锐 张宸源 孙小茗 王慎山

14 郑州大学 二等奖 陆炫之 巩曙光 杜弘宇 陈兵

15 吉林大学 二等奖 马慧 陈智超 李纪超 夏涛

16 临沂大学 二等奖 杜剑城 罗润双 王鑫乾 王金升

17 安徽理工大学 二等奖 李贵程 洪洋 张嗣奥 沈涵

18 长春师范大学 二等奖 冯雪迪 肖乐 甘佳林 刘世卓

19 江西农业大学 二等奖 王辰 江雅萌 张贺猛 黄露露

20 许昌学院 二等奖 尚高远 王旭 朱媛 张曼

21 西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王万里 康芮敏 何秀荣 王汝佳

22 南京林业大学 二等奖 刘财琴 刘子钰 岳恩馨 詹越

23 华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杨凯程 彭俊宏 周海盛 林育豪

24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吕明睿 杨清源 宋卓恒 邵伟

25 莆田学院 二等奖 许泽松 赵久凭 曾海文

26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陈春阳 董飞 喻恒松 封炳丞



27 西安科技大学 二等奖 张丽媛 丁雪倩 李雯莉 付书娟

28 安徽大学 二等奖 方红梅 吴晓斌 蒋德健 张向宇

29 防灾科技学院 二等奖 孙旭涛 张龙 陈清琳 罗奕创

30 江西师范大学 二等奖 骆玲霞 郑乐然 余国斌 叶婷婷

31 福建师范大学 二等奖 赵楚雯 游子榕 李嘉诺 温智奇

32 集美大学 二等奖 张威 童一峰 王心怡 李泽晶

33 山东师范大学 二等奖 石羽佳 刘烨菲 史舒懿 许丁琳

34 石家庄学院 二等奖 叶鹏 赵国梁 赵腾龙

35 北京建筑大学 二等奖 张超群 朱慧娟 陈晓 孙雨晴

36 武汉大学 二等奖 陈亦勤 陈宇 段安祺 陈凌伟

37 中南大学 二等奖 吴谷盛 刘智龙 陆泽鑫 刘奕汛

38 延边大学 二等奖 陈艳 张雪 方晓玲 吕军鹏

39 惠州学院 二等奖 国毅 张冲 林少凡 吴宇欣

40 哈尔滨师范大学 二等奖 韩子琳 黄福星 汪培鑫 周涛

41 吉林师范大学 二等奖 许佳慧 杨琪 宋妍 王玉婷

42 湖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刘铭 林豪杰 陆亮天 雷拼

43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二等奖 王耀东 王镕泰 陈瑞凯 郭新宇

4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二等奖 马梦赫 胡景龙 祁俊杰 王茜

优胜奖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姓名

1 安徽农业大学 优胜奖 王晨 周䶮 刘庆雨 许亚洲

2 福建农林大学 优胜奖 马伟杰 池学斌 舒翔 黄楠鸿

3 聊城大学 优胜奖 陈其航 赵亚 段念慈 尹照鑫

4 桂林理工大学 优胜奖 韦芳 黄雯婷 曾鸿祥 梁晓霞

5 绵阳师范学院 优胜奖 张兴辉 沈中奇 雷诗蕊 代鸿州

6 西北师范大学 优胜奖 刘荣辉 靳家奕 委才人 杜娟娟

7 九江学院 优胜奖 何启凡 徐洋真 李梦婷 钟全伟

8 韶关学院 优胜奖 李慧欣 何适 吕倩 徐婉婷

9 江苏海洋大学 优胜奖 庄启扬 韦思雨 王雨洁 何耀宇

10 河南工业大学 优胜奖 王廷秀阳 黄资钦 辛典 雍倚

11 天水师范学院 优胜奖 杨春燕 刘健 景雅茹 李建学

12 贵州大学 优胜奖 曹浩宇 骆艳松 黄凯 王丹

13 河南理工大学 优胜奖 荣彩霞 张泳涓 王江峰 孙龙旗

14 宁夏大学 优胜奖 王帅 冯自贤 韩留帅 刘瑞航

15 长安大学 优胜奖 赵海峰 杨特 臧铭慧 陈子航

16 鲁东大学 优胜奖 唐浩晨 孙冉 马伟 于郑

17 四川农业大学 优胜奖 段昱韩 曹瀚方 杜雨秋 吴语涵

18 新疆农业大学 优胜奖 梁倩倩 房新玲 刘宝 吴浩龙

19 江西理工大学 优胜奖 胡志辉 聂圣东 贾俊奇 胡金志

20 山西师范大学 优胜奖 王晓雨 李佳璐 赵勇博 李清梅

21 安徽建筑大学 优胜奖 臧旭堃 赵畅 陈佳丽 陈贵航



2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优胜奖 王琪皓 臧明润 左雨慧 王中一

23 重庆交通大学 优胜奖 陈明珠 百晓莹 王彩虹 彭培洺

24 湖北科技学院 优胜奖 涂毅强 黄亦凡 袁维华 杨菊

25 商丘师范学院 优胜奖 周晓莹 梁雪悦 侯幸男 杨亚南

26 重庆财经学院 优胜奖 杨中雨 杜彭 黄丹 张若菲

27 东北农业大学 优胜奖 高晓红 侯雪婕 姚溢洁 张佳楠

28 电子科技大学 优胜奖 熊海洋 姜霁轩 高建波 闫玉祥

29 滁州学院 优胜奖 张雨薇 张婉玉 毛玉环 王梦雨

30 德州学院 优胜奖 冯嘉豪 姜勇 孙宽 王德庆

31 河北工程大学 优胜奖 遆倡 董家璇 刘寿臣 石语琳

32 青海师范大学 优胜奖 王培君 毛佳 李东明 雷博洋

33 吉林建筑大学 优胜奖 张宏博 宋世涛 肖伯纳 陈霁阳

34 无锡学院 优胜奖 张志银 彭晓飞 刘虎子 邱开贵

35 南京农业大学 优胜奖 吉文沁 杨婧怡 吴江楠 党晨睿

36 赣南师范大学 优胜奖 黄福华 聂莉莉 朱晨熙 罗永思

37 广东财经大学 优胜奖 邓延鹏 潘英倩 陈斯明 李之林

38 陕西师范大学 优胜奖 刘嘉媛 欧胜亚 吴少静 张颢骞

39 河南城建学院 优胜奖 程岩 平英豪 武佳乐 俞云

40 北京联合大学 优胜奖 杜斌豪 阎旭东 林硕 何培纶

41 首都师范大学 优胜奖 王子健 朱雪骐 刘东宜 栾雨芃

42 华东交通大学 优胜奖 刘雨婷 戢翔宇 朱冀星 张申强

43 四川师范大学 优胜奖 姜帅 胡嘉毅 廉洁子璇 黄鹏飞

44 山东交通学院 优胜奖 谭壮 韩鑫 付全兴 丁馨

45 兰州理工大学 优胜奖 魏巍 陈丽丽 张平财 魏彤

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教师

1 华东师范大学 余柏蒗，吴宾

2 南京大学 张学良，李飞雪

3 南京师范大学 郭飞，李发源

4 河北师范大学 杨成，潘宁

5 浙江大学 陆丽珍，李雪靖

6 东北师范大学 郭笑怡，王楠

7 中山大学 刘凯，刘小平

8 兰州交通大学 牛磊，杜萍

9 广州大学 骆仁波，曹峥

10 厦门理工学院 黄于同，朱晓铃

11 北京师范大学 杨建卫

12 南通大学 周侗，陶菲

13 山东科技大学 赵相伟，艾波

14 华中师范大学 涂振发，吴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