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级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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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等级

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1 吴磊、赵周丙、杨欣安、肖泽渝 王大庆 一等奖

2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2 杨娜、邹庆、叶男、覃敏 何国玺 一等奖

3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4 柴冲、张蕊、张鑫儒、朱祚良 侯磊 一等奖

4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1 袁安、高岩、胡皓晨、田美锦 梁法春 一等奖

5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8 陈一航、李颖楠、王睿、李恩 张引弟 二等奖

6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2 何晓阳、胡益、贾启运、喻鹏飞 董亮 二等奖

7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3 王慧鹏、符珉瑾、康悦涵、张翅 王大庆 二等奖

8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61101 李政轩、王玉爽、赵德力、孙伟 朱砂 二等奖

9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TD061201 张鹏、付星言、陈言溪、姜清洋 杨敬一 二等奖

10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1 王哲、任修枘、王奥月、赵文菲 王国付 二等奖

1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3 穆祎、俞佳、梅晨涛、邵展宇 韩风双 二等奖

12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1 饶何隆、唐鉴、黄元洁、朱洪东 马国光 二等奖

13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浙江海洋大学 TD062601 章宸衎、钱春龙、郑爱乐、柴馨涵 洪炳沅 二等奖

14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2 庞振聚、胡伟利、窦泽康、韩天一 梁法春 二等奖

15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4 赵梅、杨博强、郭佳鑫、刘宸 林名桢 二等奖

16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滨州学院 TD060205 刘雅倩、安高峰、何卫宏、张晓馨 李玉浩 三等奖

17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3 张裕卓、王健、李丹、张沛雪 李凌峰 三等奖



18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1 何洋辰、姜科鑫、杜尚泽、杨慧涵 雷云 三等奖

19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5 黄锦兰、陈佳文、沈妍、陈真慧美 于鹏飞 三等奖

20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2 吴登辉、杨杰、王英、孙颖颖 梁平 三等奖

2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4 何易鸿、梁智宇、严治、李航 孟江 三等奖

22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5 龙明悦、冯显扬、任诗齐、郑昕 赵学芬 三等奖

23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大庆师范学院 TD060701 李佳余、白钰、蔡克广、李琼 郭士军 三等奖

24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3 郭子敬、王晓娜、张学强、季帅 成庆林 三等奖

25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TD061202 张文慧、李妍瑶、李佳诺、陈晓峰 田鹏飞 三等奖

26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4 王精强、张鹏飞、郭佳源、雷航航 郭凯 三等奖

27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4 宋霖、于晋平、魏澳博、郭鑫珏 马贵阳 三等奖

28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1 高小雨、俞彬锋、江知力、周传疆 巩学梅 三等奖

29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2 付智豪、胡永群、李莉、王真 邓志安 三等奖

30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3 陈玉婷、张涛、熊祚帅、彭豪 马国光 三等奖

3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4 廖德琛、王雨薇、罗金华、王亮 何国玺 三等奖

32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延安大学 TD062403 吴锐、谢丽、程春化、余明洋 崔凯翔 三等奖

33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浙江海洋大学 TD062602 郑蓥岑、吴秋涛、张玉恒、金琦滨 李桂亮 三等奖

34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2 郑冬妍、樊国涛、张金池 邓道明 三等奖

35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3 肖开喜、李延豪、黄亚楠、曾庆贺 侯磊 三等奖

36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4 李汇、汪常翔、李睿麟、魏瑾 熊小琴 三等奖

37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6 张琴、张博、张扬、黄立乔 张永星 三等奖

38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4 陈宝生、杨帆、耿晓彬、刁云飞 寇杰 三等奖

39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1 董理、于捷、王亭、温续 辛艳萍 三等奖

40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2 张岩、邱行、马云茹 吴晓 三等奖



4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4 潘建澎、雷奕、薛琨、周凯丽 史宝成 成功参赛奖

42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6 王宇、张瑶瑶、周芮、张海伦 顾晓婷 成功参赛奖

43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6 翁月月、周雨凡、韦维、周静恬 柳扬 成功参赛奖

44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4 纪丽丽、符进、张宇、郝敬滨 魏立新 成功参赛奖

45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兰州城市学院 TD061402 杨佳佳、王雅倩、姜舒煊、马荣荣 徐菁 成功参赛奖

46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1 孙雅倩、王爽、李帅、张诚洋 胡宗武 成功参赛奖

47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2 陈玉琪、陆炫烽、张若晨、蒋茹 胡宗武 成功参赛奖

48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3 刘奎民、张宽、何莉 郭凯 成功参赛奖

49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2 李鸿瑾、周风旭、臧鸿源、杨婷 陈旭 成功参赛奖

50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3 王超、孙晖、杨金雨、佟乔 谢飞 成功参赛奖

5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5 杨子宾、路辉、周振宇、冯程 吴玉国 成功参赛奖

52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6 汤盛健、高伟明、刘卓煜、朱淑艳 俞小勇 成功参赛奖

53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61903 曹立伟、闫业祺、周光杞、曲敬禹 戴萍 成功参赛奖

54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4 苗坤、徐童昕、张学聪、王博涛 邓志安 成功参赛奖

55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延安大学 TD062402 党新龙、蒋富民、窦芮 王帅 成功参赛奖

56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延安大学 TD062406 郑值、白艳芳 何永垚 成功参赛奖

57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榆林学院 TD062501 黄星元、罗倩、贾凡、杨瑞涛 王金玺 成功参赛奖

58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1 赵凯歌、潘传禹、王浩、姬帅鹏 李兆慈 成功参赛奖

59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3 柳英明、王嵛、闪向营、王伟 邢晓凯 成功参赛奖

60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3 夏露露、宋天琛、滕志昂、许志强 王海琴 成功参赛奖

61 油田油气集输与处理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8 韩星娟、孙志、王嘉伟 董龙飞 成功参赛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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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等级

1 原油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7 王杰、刘鹏鹏、陈长江、胡成新 田园 一等奖

2 原油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8 虞梦遥、何万春、张绪超、丁志奇 李海涛 一等奖

3 原油管道工程 延安大学 TD062401 纪宪顺、夏雨菲、罗术、王阳 崔凯翔 一等奖

4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6 孙省身、苏杨、代燕妮、张成 李鸿英 一等奖

5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1 杨明、张晗、唐晶霞、王行 邢晓凯 一等奖

6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6 黄天山、张宇、董增瑞、张雅馨 刘刚 一等奖

7 原油管道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TD060101 秦守强、张波、李鑫、崔雅芳 李汉勇 二等奖

8 原油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5 叶春、刘琳、陈征宇、汪国威 廖锐全 二等奖

9 原油管道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4 乔世伟、厉承浩、陈孟元、黄蓓蓓 柳扬 二等奖

10 原油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8 赵伟东、冯盼、曹彧维、黄翼 梁平 二等奖

11 原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1 孙泽鑫、陈甜、董刚、陈锐 王春生 二等奖

12 原油管道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60904 韦晴镌、尤天锦、陈桂旭、陈彩妮 黄凯亦 二等奖

13 原油管道工程 吉林化工学院 TD061301 黄海龙、王腾昊、杨森林 马妍欣 二等奖

14 原油管道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7 徐博、李奇龙、尤德财、徐志博 李洋 二等奖

15 原油管道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4 王妍、杜祖泽、王霞、吴彩霞 张金亮 二等奖

16 原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1 吕赟、邓豪、李默翻、刘梅 齐红媛 二等奖

17 原油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7 丁鸿超、王帅、迟明华、罗斯琪 何国玺 二等奖

18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7 高翔、都胜杰、吴际、刘大千 李鸿英 二等奖

19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5 崔振莹、聂如煜、裴业斌、姜堡垒 刘刚 二等奖

20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7 杨贤程、李倩、曹龙腾、韩子信 代晓东 二等奖



21 原油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60204 许海珍、孙良慧、刘黎、陈越 孙花珍 三等奖

22 原油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2 李州、何天隆、梁博文、曾繁锦 程远鹏 三等奖

23 原油管道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TD060506 刘阳、关芳艳、轩义钦、梁耀方 孟江 三等奖

24 原油管道工程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TD060601 刘攀、刘玉洪、黄仁超、陈艺 王波 三等奖

25 原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2 张临、李达、葛阳、王成旗 魏立新 三等奖

26 原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5 李越、王璐、何建林、刘鹤皋 孙巍 三等奖

27 原油管道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60903 单瑞锟、钟美凤、韩邦华、詹华旭 龙志勤 三等奖

28 原油管道工程 哈尔滨商业大学 TD061001 朱淑芳、李彦廷、张宝丰、郝建运 徐莹 三等奖

29 原油管道工程 兰州城市学院 TD061401 张凯、杨婷、刘博华、陈贵梅 邓育轩 三等奖

30 原油管道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5 邓昌龙、李娜娜、白惠、邓疆育 吴鑫 三等奖

31 原油管道工程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TD061601 李文博、李永琪、支荣海、朱瑾 赵状 三等奖

32 原油管道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6 赵爽、刘超广、杜金、胡正阳 孙东旭 三等奖

33 原油管道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2 李辉洪、王家辉、徐甜甜、钟雨薇 龚智力 三等奖

34 原油管道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5 徐伟钗、杨梦妮、史会贤、陈国龙 金向红 三等奖

35 原油管道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61902 张晨、马春迅、王红松、邓如博 毕海胜 三等奖

36 原油管道工程 太原科技大学 TD062001 管俞龙、李超、刘润、杨子伟 马纪伟 三等奖

37 原油管道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TD062102 谭娟、刘万群、王炜、刘健彰 朱汉华 三等奖

38 原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3 高志敏、雷达璐、王佳豪、李润五 全青 三等奖

39 原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5 王宁宁、李嘉骏、张露、耿洪娟 徐士祺 三等奖

40 原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6 王佳豪、王丁、李康、苏瑞宇 蒋华义 三等奖

41 原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7 张健豪、管英杰、王昊、韩正浩 肖荣鸽 三等奖

42 原油管道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TD062208 孔令捷、樊成洋、李开元、赵家辉 徐士祺 三等奖

43 原油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5 陈瑞熙、廖邓、李艺、刘元聪 彭星煜 三等奖



44 原油管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TD062306 江林峪、仇柏林、王雯璐、温川贤 贾文龙 三等奖

45 原油管道工程 榆林学院 TD062502 靳浩然、张瑞超、全直、刘搏 梁 颖 三等奖

46 原油管道工程 浙江海洋大学 TD062603 李良垚、曹杭、汪洋、赵家伟 洪炳沅 三等奖

47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5 赵思睿、尚妍、陈前、周美领 刑晓凯 三等奖

48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62708 刘志伟、丁相杰、李泽世、任若轩 李鸿英 三等奖

49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2 安国钰、崔宏岳、张姝、吴迪 熊小琴 三等奖

50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5 单城浩、李宸轩、张振、王江源 李家学 三等奖

51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7 范志浩、储婷婷、王登明 熊小琴 三等奖

52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TD062808 黄微、陆淼、李龙飞、王梓腾 熊小琴 三等奖

53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7 尹渊博、崔兆雪、王俊琦、张家轩 刘翠伟 三等奖

54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62908 王志鹏、庄新雨、严椿、刘子萱 滕厚兴 三等奖

55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5 张燕霞、刘天宇、王硕、丁一鸣 辛艳萍 三等奖

56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6 王雪、高菁菁、张锐、李荣荣 刘坤 三等奖

57 原油管道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TD060102 石涛、张子伟、符传镜、王莹 李汉勇 成功参赛奖

58 原油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60201 公硕、刘彦娟、齐欣宇、胡金梅 郭海莹 成功参赛奖

59 原油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60202 刘英、韩亚男、崔淑云、王太霞 耿孝恒 成功参赛奖

60 原油管道工程 滨州学院 TD060203 陆一鸣、史馥榕、陈华、王澍培 霍洪俊 成功参赛奖

61 原油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1 路达、王城景、刘冰、黄浩 张引弟 成功参赛奖

62 原油管道工程 长江大学 TD060307 郑炜标、颜冬芝、师浩文、李仲豪 张兴凯 成功参赛奖

63 原油管道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3 万馨妍、姜薇、李佳薇、曾文忆 柳扬 成功参赛奖

64 原油管道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7 李瑀宁、单文骥、何银博、杨建 雷云 成功参赛奖

65 原油管道工程 常州大学 TD060408 吕小兵、王凯、马雄 高玉明 成功参赛奖

66 原油管道工程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TD060602 李纯锜、冯焱、杨千千 岳波 成功参赛奖



67 原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6 南晓函、王思琪、张璐、郭伟 黄斌 成功参赛奖

68 原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7 程赟涛、刘浩、李琳、谢磊 王淑彦 成功参赛奖

69 原油管道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TD060808 刘晓宇、李娇扬、朱超亮、王汉琨 王志华 成功参赛奖

70 原油管道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60901 梁文龙、李家健、李洋、杨静怡 文江波 成功参赛奖

71 原油管道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60902 梁晓慧、周淇、古雅诗、林建军 黄凯亦 成功参赛奖

72 原油管道工程 哈尔滨商业大学 TD061002 张舜、于子璇、曲泽众 毕国军 成功参赛奖

73 原油管道工程 哈尔滨商业大学 TD061003 李嘉欣、杨进飞、李露、陈贝尔 许国锋 成功参赛奖

74 原油管道工程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61102 赵正然、刘百荣、王文媛、张越 刘鑫 成功参赛奖

75 原油管道工程 兰州城市学院 TD061403 金志鑫、兰登浩、郭洁、徐诗竺 徐菁 成功参赛奖

76 原油管道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6 马关威、郝光金、梁彬、黄世武 吴鑫 成功参赛奖

77 原油管道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TD061507 陈定鹏、贾荣礼、张景泉、张宏智 吴鑫 成功参赛奖

78 原油管道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61708 孙小晴、刘春岭、李昊宸、宋再盛 谢飞 成功参赛奖

79 原油管道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TD061807 严文涛、李则均、蒋中原、周徐昊 刘新文 成功参赛奖

80 原油管道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61901 李秀发、杨炫烨、于志豪、于希源 戴萍 成功参赛奖

81 原油管道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TD061904 王旭、刘名原、曲智伟、杨宇泽 王海霞 成功参赛奖

82 原油管道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TD062101
郝子康、王雨竹、赵文煜、赛普拉·库

尔班
危卫 成功参赛奖

83 原油管道工程 延安大学 TD062404 李媛媛、王妍妍、郭嘉璇、张妙 崔凯翔 成功参赛奖

84 原油管道工程 延安大学 TD062405 田霖霖、翁嫣嫣、汪文杰、张佳琳 崔凯翔 成功参赛奖

85 原油管道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TD063003 王舒、李晓彤、徐洪月、刘逸文 李天宇 成功参赛奖



二、优秀指导教师奖

重庆科技学院王大庆、田园，西南石油大学何国玺、李海涛，延安大学崔凯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侯磊、

李鸿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邢晓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梁法春、刘刚。

三、优秀组织单位奖

宁波工程学院、西南石油大学、延安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组委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