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项目名称 学校 队伍名称 队长 队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工程机械行业标准国际化助推产品“走出去” 湖南大学 希而思（CSAS） 郭佳朋 方海婷、国敬轩、梁栩、黄蓝、汪笑涵 侯俊军、张利飞 一等奖\见微知著奖

2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发展现状调研与建设标准研制 中国计量大学 纳米队 王子鑫 崔乐靖、范博凯、姚立杭、迪丽娜尔.艾尔肯、马紫钰 庞宁、赵春鱼 一等奖

3 标准化促进乡村民宿健康发展的调研——聚焦生态、安全、服务视角 中国计量大学 爱会消失对不队 戴筱毛劼 叶毅豪、佘雨菲、窦菲、赵惠婧、杨涵栩 顾兴全 二等奖

4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视角下“一地六县”美丽乡村放心消费标准体系建设实证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放心队 黄霁 朱娜、朱园园、零琼芝、施佳琳、胡锦盈 胡玉华 二等奖\调研设计奖

5 标准化视角下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调查研究 聊城大学 Standard Team 张帆 刘美华、高志江、黄潇潇、王冰、刘俐 李绍东 二等奖

6 基于校园旧书智能循环的标准化体系研究与应用 中国计量大学 赢了回去开派队 李昊泽 孙浩楠、任正露、苏雨童、姚里霞、李瑞雪 杨慧娟 二等奖

7 标准化视角下南通市智慧社区建设指南研究 南通理工学院 社区保安大队 张玲 凌美霞、宗慧琳、陈嘉雯 林小芳、沈丹 二等奖\最佳标准方案奖

8 百年建党场域下中国标准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视角 广东理工学院 觉醒青年 杨嘉莹 陈  峰、梁宝予、周欣玥、邓淑杏、陈晓彤 陈洪超、付玉、齐虹丽 三等奖

9 基层社区突发卫生防疫标准化调研——以安徽省为例 铜陵学院 被迫内卷队 高雅洁 何蓉芳、王子燕、邢若男、张莹 周正骏 三等奖

10 社区防疫标准化管理与提升策略研究 南通理工学院 爱会消失对不队 陶颖 刘茂玲、黄海颖、季欣欣、王君 贺佳佳、姜舒 三等奖

11 基于《绿色校园评价标准》的高校绿色校园建设探索—以河北大学为例 河北大学 Criterion河大小队 谢培欣 崔丽瑞、沈琇维、王程、闫晓旭、邢佳雨 王伟、王宝军、赵五洲 三等奖

12 高校实验室污染物标准化处理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 十“化”队 吴俊杰 王进朝、李冰冰、赵世桢、吕鸿博、石玲昕 吴魁、李倩、岳哲 三等奖

13 “互联网+智慧农贸市场“产品分级标准化调研——以广佛肇地区I类农贸市场为例 广东理工学院 农贸市场致富创新队 赵子晴 陈辉、张焯然、梁峻竞、陈成才、陈泽民 张倩、齐虹丽、李文全 三等奖

1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食品冷链物流追溯体系标准化调查研究 深圳技术大学 六朵金花 黄天翔 杨林溢、陈明明、杨家琪、林伊铃、吴佩珩 邱惠玲、赵建、钱雄文 三等奖

15 智慧连城市，标准行路上——基于标准化视角的城市智慧交通调查研究 聊城大学 百事可标队 赵佳美 罗佳平、张青青、黎晓润、徐国傲、张文倩 李绍东 三等奖

16 “绿色校园”垃圾分类的标准化调研 中国计量大学 “绿色心情”队 岑劲男 吴远丽、江伊玲、郑黄荣、吴杨城、张仁豪 杨幽红 优秀奖

17 LED交通诱导显示屏标准化调研及其标准提升 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商学院标准化专业小组 钱靖佳 邵靖、危紫璇、石香华、朱明娟 代婷 优秀奖

18 安徽省高等学校绿色校园创建标准 铜陵学院 肆伍壹捌队 宋昕蕾 刘盛楠、单雅静、王佳倩 韩德春 优秀奖

19 安徽省乡村民宿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铜陵学院 有“志”有“靓”聚英队 刘锦程 王春雨、尚路超、吴绪彬、程安琪、李盼盼 韩德春 优秀奖

20 标准化视角下，乡村民宿管理现状与评价的研究——以产业依附型民宿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想拿第一有什么不队 裘铠凡 詹烨菁、刘嘉怡、鲍勇能、施梦霖、卢佳妮 张素银 优秀奖

21 标准化视角下的社区卫生防疫 南通理工学院 快乐星球 杨雯 许文静、谢雨婷、杨光、唐越尔 程林 优秀奖

22 标准化视角下对浙江省文化资产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黄河大合唱队 黄河 王淼杰、胡晓岩、陈敬强 颜鹰 优秀奖

23 标准化视角下对自动化物流仓储机器人调查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逢考必过队 武艺 鲍思月、肖瑶、毛欣怡、黄嘉琳、毛逸书 张素银 优秀奖

24 标准化视野下的乡村民宿无障碍建设 中国计量大学 先锋队 蔡凌锐 罗天腾、曾雨欣、王丽蓓、孙苑 楼超艳 优秀奖

25 标准化助推社区卫生防疫体系构建 南通理工学院 OVO 徐佳怡 秦佳婷、佘子凡、孙鸿升 丁希 优秀奖

26 城市智慧停车标准化调研 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标准化调研小组 陈书扬 陈诗雨、沈怡欣、苏文康、李昕奇、谢超 李建伟、沈丽娜 优秀奖

27 大“棚”展翅:智慧大棚建设标准化调研——以山东省聊城市潜在地为例 聊城大学 大“棚”展翅队 杨淑敏 田文静、陈志民、张然、姜瑶 唐研、刘秀红 优秀奖

28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标准体系构建研究—以西湖绸伞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呜呼呜呼队 潘静雯 许甜甜、翁振东、邵一航 胡玉华 优秀奖

29 风雨兼程百年路，桥梁标准扬国威——中国桥梁发展与标准化 聊城大学 志在四方，桥达天下”标准先锋队 卢文壮 郑宗雨、林睿豪、张化霄、赵文茹 优秀奖

30 高校机器人竞赛发展现状调查与建设标准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机器人统治宇宙 朱宇晨 宗兆禄、陆洁、乔家亿、温天歌、丁彬渊 赵春鱼 优秀奖

31 高校绿色图书馆标准化调研——以山东省聊城市高校为例 聊城大学 图书馆标准主力军 刘永庆 刘秀红 优秀奖

32 广东省内高校食堂餐饮管理标准化调研 广东理工学院 好运来，发大财 胡楚琪 谭煜琳、余琳淳、梁梦仪、甘钰著 李文全 优秀奖

首届全国大学生标准化奥林匹克竞赛参赛项目最终评审结果公示



33 海鲜类产品在冷链物流配送标准化现状调研 －－以肇庆市沃尔玛、大润发为例 广东理工学院 菜鸟成队 邓佳强 陈文龙、林慧锶、郭雅茹、刘桂玲、邱鑫权 张彦霞 优秀奖

34 河北省乡村旅游标准化路径研究——以河北省衡水市为例 河北大学 衡水调研小分队 刘冰 石凤格、李昭漫、杨铮铮、郝瑾烁 赵五州、王宝军 优秀奖

35 后疫情时代社区差异化防疫标准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fighters 任英霖 孟超、贾晨昊、高兴祥 王金贺、王文利、张永云 优秀奖

36 华工社区防疫预防监督标准化管理手册 中北大学 中北“疫”路有我队 粟思捷 杨旭、刘君浩、王雅楠 刘志坚 优秀奖

37 基于绿色校园评价标准对校园交通安全现状的调查研究 聊城大学 一枝独秀队 杨昊天 刘昕、张咪、赵伟、刘晓萱 宋敬敬 优秀奖

38 建档百年下，我国的干部档案管理标准化发展史 中国计量大学 档案管理我最行 沈栩如 杨思凡、姜遇杨、胡子音、颜雨欣、张嘉言 胡玉华 优秀奖

39 绿色崛起背景下肇庆市乡村民宿业标准化问题调研 广东理工学院 宿战宿决队 廖颖欣 陈淑贤、冯静怡、潘永莲、许婷、郑丹仪 陈洪超、付玉、张彦霞 优秀奖

40 绿色校园建设标准体系研究 南通理工学院 快乐小组 庄锦益 顾佳楠、顾晓丹、何梦、苗慧、倪长虹 王敏 优秀奖

41 社区卫生防疫标准化-北京社区新冠疫情防控调查报告 北京工商大学 我们说什么都队 蔡鑫鹏 季雨辰、邢婧、常天馨、葛雨彤、黄硕 崔丽、张倩 优秀奖

42 社区智慧养老标准化研究 西北大学 北大学社区智慧养老标准化研究代表王若凡 张若平、李菁、张舒童、何静、刘妍 沈丽娜、李建伟 优秀奖

43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产品滞销问题的标准化解决方案研究—以山东省栖霞市东陡崖村为例 聊城大学 Top girls  曹明慧 马宫玉、刘鑫瑞、王贝贝、孟雪、陈会玲 刘秀红 优秀奖

44 网络购物快递包装及回收标准化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 开心宝贝说的都队 闫佳淇 李星宇、何俊朗、丁玮泽、熊梦奇、陈欣雨 吴魁、李倩、岳哲 优秀奖

45 无障碍环境建设状况的标准化调研——以杭州市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四元二次方程组 杨诗婷 叶可可、金卢泽、张文逸 周菲 优秀奖

46 现代智慧物流流程标准化研究 济南大学 姐姐妹妹向前冲 杨玉青 李若莹、杨绍彤、胡春利、董知非、林莉莉 代婷 黄晓霞 优秀奖

47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评价——以武汉乡村民宿为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大标准化小队 蔡文泽 邹锦涛、徐青、叶保杰、黎国成、杨钰萱 王彧 优秀奖

48 乡村民宿基础设施调研——以皋城村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民心民意队 苗嘉玥 蔡冬雪 、吴思怡 、张云舒、 董莹堃、 顾雨婷 颜鹰 优秀奖

49 乡村民宿纠纷处理规范 南通理工学院 就是玩儿 王飞翔  蒋晨 、居艺源、王彦雯  、 孔慧  、荣玮 优秀奖

50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民宿标准化发展的风险防控与治理对策研究 广东理工学院 行运一条龙队 周修岚 冉炼 、潘弟、 廖建波、 姚洁君、 陈珈颖 严雪晴 优秀奖

51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社区卫生防疫标准体系研究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转运RNA队 李宇阳 丁荷琳 、曹铠驿、 季立、 顾艺雯 方小霞 优秀奖

52 新候鸟计划-新旅家养老模式消防安全建设标准执行情况调研——以三亚市为例 聊城大学 消防大队 李晓轩 刘闻天、 孔德禛、 李睿齐 宋敬敬 优秀奖

53 雄安新区智慧交通标准化建设研究 河北大学 雄安探路者队 赵悦 魏雅蕾 、李梓暄 、庞田 、贾佳乐 赵五州 王伟 优秀奖

54 以史明智，走向未来——基于建党百年标准史探究新时代党建标准体系 中国计量大学 摩尔小镇 曹汪琦 包佳永 、方元、 马宇 、傅嘉熠 聂爱轩 优秀奖

55 浙江省电子政务标准化发展现状和实施情况调研 中国计量大学 电子政务标准化调研小队 罗翊菲 邓浩 、司薪湄 、周美君 、钟林忆 何默为 优秀奖

56 直播电商主播行为的标准化调研 中国计量大学 一“标”人才队 罗紫铭 冯银珍 、符钰 、章译丹、 程茜 颜鹰 优秀奖

57 中小学节约型食堂标准体系构建与建议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干饭队 王政媛 周雨 、周婷 、胡凌冰、 程宇 赵春鱼 优秀奖

58 “荞先生”养生保健枕厂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构建 太原科技大学 细微，但极致 李阳辉 秦佳婷 、佘子凡、 孙鸿升 丁希 鼓励奖

59 标准化视角下智慧城市的建设 青岛大学 标准化小队 刘子义 刘嘉鹏 、张得圣、 刘雪蕾 袁宇 张嵩 海晶晶 鼓励奖

60 标准化视域下乡村民宿TOPSIS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科炬探索小队 项缙 甘熠 、余飞阳、 叶婷 刘欣 鼓励奖

61 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审视我国民宿发展中的标准 南通理工学院 米奇工厂 胡震 陈胜坤、程琳茜、陶健航、张文斌、陈慧 夏慧琳 鼓励奖

62 高职院校雷锋文化建设标准构建与应用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小火箭 刘娟 杨珊丽、曹敬仪、吴子伽、田慧雨、杨俊威 蔡平、王宇 鼓励奖

63 公共安全管理视角下物业智能标准化实证研究——以多立方社区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加油干小队 曹露艺 张洁、徐艺宁、程佳淇、陈泳吉、姚珊 胡玉华 鼓励奖

64 关于建设智慧城市标准化调研-以南通为例 南通理工学院 四加二 葛咏琪 曹裕洋、张月、张恒玲、施琪繁、王丹 廖晓琴 鼓励奖

65 关于消防机器人耐高温材料的调研 中国计量大学 调研小分队 沈思佳 黄楚涵、陈语欣、张雨欣 李巍霞 鼓励奖

66 基于标准化对乡村民宿顾客隐私问题的研究 南通理工学院 Top Girls 郭凯伦 沈佐婷、李雨来、徐璐 李艺 鼓励奖



67 基于标准化视角的“城市大脑”建设现状及评价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Ur.B-6 张闰惟 王婷婷、胡月芳、刘欧杰、鲁景洲、舒晨阳 楼超艳 鼓励奖

68 基于标准化视角对无人驾驶行业发展现状的调研 深圳技术大学 朋克养生队 王嘉欣 官宜涛、王一帆、陈伯翰 邱惠琳、刘汇 鼓励奖

69 基于智慧城市建设下智慧门禁的标准化研究--以杭州市钱塘区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 生椰拿铁队 张梦燕 朱方成、王新宇、严梦菲、白植方 张素银 鼓励奖

70 建设绿色校园的方法研究与应用 南通理工学院 旗开得胜 王祥龙 陶金明、王祥龙、孙雨晨、郦逸群、张永朋 缪晓琴 鼓励奖

71 践行绿色校园之中小学校园绿色教育标准 太原科技大学 5000队 梁冬玲 刘妍、何孔嘉、王磊、彭文杰 张永云、王金贺、田春英 鼓励奖

72 绿色校园标准区域化实施状况调研报告 ——以福建省师范类高等学校为样本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绿色校园标准探索者 廖铭琪 张鹏飞、陈佳佳、曹承慧、吴靖渝、黄勇杰 张剑平、王艳君、郝丽丽 鼓励奖

73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发展现状调查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领跑者 闻倩娱 邓程薏、胡妤婷、罗肖、许珍铭、高佳丽 杨幽红 鼓励奖

74 企业文件标准化 江长征职业技术学 已立项9汽车电子技术 顾宇帆 周术超、郎吕奔、冯家伟 李晓飞 鼓励奖

75 青岛高校衣物回收标准化管理的调查研究 青岛大学 标准之光 成枳璇 柏宗青、陈欣悦、陈祉延、金彦名 程馨 鼓励奖

76 社区防疫规程——对初步建立防疫标准体系的研究 中北大学 标准化小分队 柴镜博 王璇、樊笑菊、刘娜、厍利伟、朱明阳 史春乐 鼓励奖

77 太原市智慧城市标准化调研报告 中北大学 Challengers 张宇飞 张勇、李亚翔、孙圣桐、尹子轩 马力 鼓励奖

78 乡村民宿从业人员服务能力建模与评价标准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民宿是我家队 唐宇婷 徐义杭、徐诺诗 赵春鱼、左冕 鼓励奖

79 乡村民宿建设标准化 大理大学 风花雪月队 张生 杨豪、李娜、谢伸露、朱珊珊 姜燕 鼓励奖

80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宿建设服务标准化 聊城大学 天韵小队 夏琳琳 杨倩 、满心怡 、余瑾怡 、潘立宁、 王佳慧 乔美华 解修平 鼓励奖

81 校园玩具硼元素含量标准化 中国计量大学 中量大标准化小队 陈子琪 林效宇、 黄婕妤 、杨阳 、马紫情 何默为 鼓励奖

82 新冠疫苗标准的使用情况分析 广东理工学院 格兰芬多 戴穗瑜 戴穗瑜 、秦子簕、 黄茜、 邓少媚、 许佳旋 韩燕 鼓励奖

83 疫情下智慧城市贸易新模式——“网络直播”带货服务标准化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你说得队 刘晓帆 程雯 、靖晓波 、吴璐奇、 隋小航 朱培武 鼓励奖

84 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智慧灯杆的标准化现状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标准立人队 曲育萍 倪晨皓 、龚欣炜、 赵婷睿、 高勇强、 龚杨朝 张素银 鼓励奖

85 智慧交通——基于车路协同标准化建设的调查研究 聊城大学 车路保驾护航组 赵考京 罗佳平 、张青青、 黎晓润 、徐国傲 、张文倩 李绍东 鼓励奖

86 智慧社区建设标准体系的构建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为标消得人憔悴 翟瑞雪 巩亚轩 、张丽霞、 张紫琪 、张宇杰、 马 冲 王文利 田春英 王金贺 鼓励奖

87 助力智慧城市交通信号标准化建设 聊城大学 百事芬达 曹绪霜 赵威、 曹华铖 、孙嘉阳 乔美华 解修平 鼓励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1 侯俊军 湖南大学

2 张利飞 湖南大学

3 庞宁 中国计量大学

4 赵春鱼 中国计量大学

首届全国大学生标准化奥林匹克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计量大学

2 聊城大学

3 南通理工学院

4 广东理工学院

5 浙江省市场监督局

6 浙江省标准化协会

7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长沙市标准化协会

9 南通市质量技术和标准化中心

10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首届全国大学生标准化奥林匹克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奖项类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