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测绘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2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 

开发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创新开发类 

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 获奖等级 

1 南京师范大学 吴明光 陈菲，宋嘉璇，吕沛娴，张营营 特等奖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明华 吕卓宸，范乘嘉，吕诚，顾思睿 特等奖 

3 同济大学 吴杭彬 周亦鑫，王虹量，杨雨时 特等奖 

4 武汉大学 孟庆祥 周家豪，李勃衡，林思行，罗婷瑜 特等奖 

5 中国矿业大学 孙亚琴 肖俊，陈欣梅，丁融靖，俞友齐 特等奖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

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王安成 李昌俊，张华林，张文博，李雪婷 特等奖 

7 长沙理工大学 廖中平 汤佳强，江本锋，管骞，林韦宏 一等奖 

8 东华理工大学 谭永滨 陈诚，黄思晗，吴骏，周相羽 一等奖 

9 桂林理工大学 姜建武 王博，李美璇，罗天宇，王文杰 一等奖 

10 河海大学 王山东 洪榆萌，张吴斯琴，朱宣霖，任茹晴 一等奖 

11 辽宁科技学院 李泽 杨浩伟，苏春垠 一等奖 

12 南京林业大学 郑加柱 杨逸舟，杨晓峰，许胜茂，马文萱 一等奖 

13 太原理工大学 隋刚 郁博涵，向雨潇，陈德伟，谭楚蔚 一等奖 

14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李军 张广斐，高瀚，王华轩，袁博祺 一等奖 

15 中南大学 陶超 章湘粤，高伊，刘宁，姚英豪 一等奖 

16 中山大学 张翔 胡郑浩，高尚，易启亮，王梁炜 一等奖 

17 安徽理工大学 陈健 谢涛，陶振强，董彪，周小雨 二等奖 

18 安徽农业大学 过家春 何源，张俊锐，付家豪 二等奖 

19 北京建筑大学 赵江洪 池美娜，牛心羽，王鑫，华新楠 二等奖 

20 池州学院 陈元非 吴士妍，朱正军 二等奖 

21 东北大学 张胜军 郭宏伟，张骏飞，苏旻，兰天行 二等奖 

22 东南大学 蔡先华 吴锦航，金宇，孔琳 二等奖 

23 金陵科技学院 吴有龙 周圩颖，徐智凡，卓冲，梁楷博 二等奖 

24 兰州交通大学 李伟 王倩雯，程文玄，赵睿冲 二等奖 

25 南京工业大学 宫金杞 谢峥峰，王铁，王毅，闫宝瑞 二等奖 

26 南京邮电大学 杨立君 鲍幼锋，李玮霖，吴彤馨，王俊杰 二等奖 

27 南通大学 周侗 王子龙，武奇，吕亚乔，冯方圆 二等奖 

28 山东建筑大学 柴大帅 张冲，邢奕轩，王可爽，姜雪蓉 二等奖 

29 沈阳建筑大学 谢志伟 张维浩，吴文俊，于永楷，杨卢意 二等奖 



30 武汉大学 李英冰 刘波 二等奖 

3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姚一飞 张斌鹏，王滢涓，冀欣怡，张三策 二等奖 

32 西南交通大学 龚晓颖 陈人楠，周瑞林，成雪，张琪琪 二等奖 

（注：各获奖等级内排名不分先后） 

 

 

 

 

创新设计类 

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 获奖等级 

1 江苏海洋大学 尹智 何燿宇，吴键，毛佳伟，胡悦 特等奖 

2 山东建筑大学 桑文刚 许东冉，王姿蘅，毕梦真 特等奖 

3 武汉大学 郭迟 王滢莉，郭照辉，赵辰硕，龙飞凤 特等奖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

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王安成 向赟，李杰，尹昌龙，尹兆邦 特等奖 

5 安徽大学 朱晓峻 曹阳，黄长宇，杜子涵 一等奖 

6 安徽理工大学 杨旭 王杰，吴亚玲，高亮，汪艺涵 一等奖 

7 北京建筑大学 曹诗颂 王子雨，赫子悦 一等奖 

8 河海大学 李嘉 
王崇飞，安诗豪，陈楠，艾比布姑

丽·阿布拉 
一等奖 

9 河南城建学院 杨甲 何沛梓，赵乐文，洪志强，郑永胜 一等奖 

10 金陵科技学院 吴有龙 许佳彤，庞启明，陆昱帆，潘星颖 一等奖 

11 山东科技大学 李泽宇 胡家森，武振生，王博文，孙西唱 一等奖 

12 武汉大学 李英冰 郑堃宁，郝鑫卓，杨婷婷，熊恒 一等奖 

13 东华理工大学 肖根如 李珺怡，廖家铭，王淇，胡玉民 二等奖 

14 东南大学 于先文 于浚清，黎钊溢，袁昊麟 二等奖 

15 黑龙江工程学院 梅晓丹 赵凌龙，杨在蔚，李明禹，郭林洋 二等奖 

16 淮阴师范学院 陶叶青 居旭薇，郭雨楠，刘庆雅 二等奖 

17 南京工业大学 吴东金 涂建军，陆佳宜，谢翔羽，魏佳 二等奖 

18 南京邮电大学 陈德良 李旭，郜闻，嵇婕，葛雨轩 二等奖 

19 南通大学 陶菲 韩琪乐，王瑜，王楚玲，冷宏骏 二等奖 

20 内蒙古农业大学 翟涌光 赵晴，秦孟瑶，郭涛，翟家骥 二等奖 

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余卫华 蒋萱，刘博雅，李欣洁，陈静一 二等奖 

22 宿迁学院 孟丽媛 黄迪楠，郭若丹，殷嘉媛，王月华 二等奖 

23 中国矿业大学 张秋昭 王龙雨，朱守庆，先宇玺，乔凯 二等奖 

24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赵恒谦 张瑞彬，卜令琛，张少聪，牟泓睿 二等奖 

25 中南大学 唐建波 王一帆，赵妍，杨静，黄婧 二等奖 

（注：各获奖等级内排名不分先后） 

 

 



创业计划类 

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 获奖等级 

1 成都大学 姚远 张乾豪，朱佳洋，李致红，陈泉旭 特等奖 

2 东北大学 马保东 姬春生，于佳卉，李梦飞，何志奇 特等奖 

3 河海大学 贾东振 杨亚楠，莫遥光，赵骏，段馨妍 特等奖 

4 河南理工大学 闫伟涛 高艺荣，张俊涛，屈金鹏，王红郦 特等奖 

5 安徽理工大学 李静娴 荆成，罗昱洁，庞练，张燕妮 一等奖 

6 长沙理工大学 徐鹏 王胜祥，刘子昂，雷承卓，张涵 一等奖 

7 桂林理工大学 殷敏 蒋如梦，刘静，陆楠桦 一等奖 

8 河南城建学院 杨甲 马腾，谢雨迪，袁俊俨，周雨溪 一等奖 

9 江苏海洋大学 孙佳龙 于浩，鞠子夏，袁淑婷，王秋雅 一等奖 

10 金陵科技学院 吴有龙 何淼，牛帅，朱禹杭，朱子轩 一等奖 

11 南京邮电大学 曹书生 白娜，陈仕伟，陈瑾瑜，杨永杰 一等奖 

12 山东科技大学 李泽宇 房俊呈，钟亚妮，郭文杰，丁玉娇 一等奖 

13 北京建筑大学 赵江洪 周紫依，崔园园，刘茈菱 二等奖 

14 长安大学 孟妮娜 彭旭，钱志慧，王辉 二等奖 

15 广州航海学院 张子文 彭云锋，肖柔美，李镇松，黄弘祯 二等奖 

16 黑龙江工程学院 李刚 司睿涵，张莘悦，马素奈，王安爽 二等奖 

17 南宁师范大学 马骥 蓝择华，梁云菲，蒋小雪，夏天鸿 二等奖 

18 南通大学 周侗 吴义豪，秦广辉，余健晨，吴俊杰 二等奖 

19 内蒙古农业大学 翟涌光 张滢，王嘉慧，张姝柔，景琦 二等奖 

20 沈阳农业大学 高振东 田洋，卢宇佳，张永胜，罗君玉 二等奖 

21 同济大学 王超 柯小雪，杨帅，何相宜 二等奖 

22 武汉大学 李星星 闫倬豪，吴飞扬，丁海娟 二等奖 

23 武汉大学 李星星 肯嘎，赵龙，孙之远，崔宇璐 二等奖 

24 盐城师范学院 张云峰 徐畅，孙海文，陈雅丽，肖燕 二等奖 

（注：各获奖等级内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