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属类别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获奖结果

1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31501 薛鹏、薛姣龙、文雅、胡多多 张引弟 特等奖

2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33001 陈艺为、宋冬寒、付显朝、胡连兴 梁平 一等奖

3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31302 王伟、丁鸿超、诸葛夏侃、邢钿钿 韩风双 一等奖

4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TD031601 王汉池、朱镇鸿、刘育治、林新端 王玉福 一等奖

5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32501 张学兵、彭井宏、杜晶晶、周轩 梁光川 一等奖

6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32502 陈迪、陈宇、杨磊、彭悦 贺三 一等奖

7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31401 陈新果、许洁、王君傲、于志鹏 宫敬 一等奖

8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32801 宋晓丹、宋存永、杜翰、杨路路 曹学文 一等奖

9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32802 李晓腾、张晓平、穆中华、陈嘉琦 李传宪 一等奖

10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TD030501 姚乐恒、李刚、牛明宇、刘婉莹 孙东亮 二等奖

11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31208 刘肖超、王海燕、孙翔飞、邱力勇 郭海莹 二等奖

12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31207 董永存、宋德斌、孙晓红、冯树云 耿孝恒 二等奖

13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31504 赵轩康、廖加栋、刘梅梅、任昕 程远鹏 二等奖

14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31502 杨钰喆、李思涵、李荆江、刘羽珊 李凌峰 二等奖

15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33003 李亚茜、卢点通、周文武、秦绪 田园 二等奖

16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33002 刘畑、李佳佳、袁贵华、吴登辉 梁平 二等奖

17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30201 王雨新、郑安博、李泓霏、冯云 成庆林 二等奖

18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30202 李井洋、曹海宇、李光越、宋金贺 王春生 二等奖

19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吉林化工学院 TD032702 许文浩、朱蕊琪、关昕昱 邵宝力 二等奖

20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31901 黑树楠、张雨、李慧瑶、王毅杰 毕海胜 二等奖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决赛获奖名单（赛题一）



序号 所属类别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获奖结果

21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32307 王力、王苏雯、王全德、刘丹 王寿喜 二等奖

22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32301 康俊锋、孙晓、王喆、吴学谦 邓志安 二等奖

23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榆林学院 TD031801 魏泽奇、王柏辉、殷彦龙、王统 毕智高 二等奖

24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31001 范国威、尹茹洁、黄家扬 李天宇 二等奖

25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常州大学 TD032002 于巧燕、王桌芳、江坤、沈冰燕 周宁 三等奖

26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TD030401 邱艺、杨俭华、郑如颗、余滨西 岳波 三等奖

27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大庆师范学院 TD033101 董刚、刘佳新、刘国羽、王一如 李丽敏 三等奖

28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30301 张富强、李浩玉、吴涛、叶一帆 吴鑫 三等奖

29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TD032102 祁福海、曹翥、李小平、杜陶健 李卫卫 三等奖

30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30703 成志星、李新建、张衡、刘思文 李思 三等奖

31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31905 程凯、刘忠行、郝明洁、姜秀丹 胡德栋 三等奖

32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太原科技大学 TD031101 王帅、冯小玲、王志凯、丰慧霞 马纪伟 三等奖

33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32503 杨帆、牛淑昊、唐海丽、姚炳臣 贾文龙 三等奖

34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浙江海洋大学 TD030103 张博钧、高升阳、宋忠涛、尤逸超 王北福 三等奖

35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 TD032202 杨东宇、王世茂、陈畅、刘晋铭 段纪淼 三等奖

36 HN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31402 史轩、高振宇、张元涛、雷依婷 张帆 三等奖

序号 所属类别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获奖结果

1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32806 付川、秦文涛、仝滢泽、张玉瑜 刘刚 特等奖

2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常州大学 TD032001 魏永奇、吴正阳、季钰帆、陶亚琴 吕晓方 一等奖

3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30207 张天一、于淳光、魏紫暄、马妍欣 孙巍 一等奖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决赛获奖名单（赛题二）



序号 所属类别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获奖结果

4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吉林化工学院 TD032701 王赫、谷瑞怡 陈斌 一等奖

5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32305 王雅、冯楠、高旭、杨苗 邓志安 一等奖

6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31405 郭巍、李子欣、李学艺、池立勋 李鸿英 一等奖

7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31203 田雨、刘冰、高志敏、李莹屏 李玉浩 二等奖

8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31505 涂亚明、吕晨爽、郑度奎、李丹 邱伊婕 二等奖

9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33007 余雨晗、游书婷、汪昊、毛波 王大庆 二等奖

10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30206 常泰、宋达明、黄作男、孟繁琦 孙巍 二等奖

11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30801 林东成、周金弟、陈保丞 文江波 二等奖

12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31301 周文瑞、宓旭东、张汛、庄誉 徐岩 二等奖

13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32302 井发璇、梁钰、窦金宝、仇栋杰 潘杰 二等奖

14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32507 曾禄轩、周飞龙、赵建华、胡成星 廖柯熹 二等奖

15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32808 吴岐珅、王婷婷、汪太阳、李静娜 张足斌 二等奖

16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31002 张少飞、马同铮、张园园、艾思乐 刘坤 二等奖

17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TD032601 李欣兰、张佳鑫、韩佳俊、贾亚峰 翟克平 三等奖

18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哈尔滨商业大学 TD032402 韩旭、谷洪秀、于晓晨、杨凯然 徐莹 三等奖

19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30602 张洪嘉、杨天祎、邢存杰、杨杰 朱砂 三等奖

20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钦州学院 TD032902 莫昌县、王宇、李妲、庞玲 钟莹莹 三等奖

21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31906 张旭、孙玉立 张国栋 三等奖

22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沈阳工业大学 TD030902 焦玉博、崔美涵、赵益、张宇 刘达京 三等奖

23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TD031701 廖景友、陈表勇、张朝欣、姜钦 田野 三等奖



序号 所属类别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获奖结果

24 SC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31406 侯澄宇、游双矫、马亚欣、李天杨 李晓平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