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技能大赛未入围决赛的

三等奖获奖名单公示

经专家评委评审、组委会审核，拟授予 56件作品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

设计技能大赛三等奖，其中赛题一 28件作品，赛题二 28件作品。现公示如下（排名

不分前后）：

序号 赛题类型 高校 团队编号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赛题一 北部湾大学 TD070201 吴宇蕊、韦静怡、覃伟浩、齐俊凯 方丽萍

2 赛题一 长江大学 TD070402 叶春、陈征宇、刘琳、汪国威 廖锐全

3 赛题一 长江大学 TD070404 马智雄、周东慧、肖雨阳、雷玲卷 廖锐全

4 赛题一 常州大学 TD070502 朱佳闵、张雨欣、钟星文、陈君 吕晓方

5 赛题一 常州大学 TD070504 马子凡、徐天洋、刘星辰、张雨寒 周诗岽

6 赛题一 常州大学 TD070508 张旭东、彭如旭、马云龙、唐佳佳 柳扬

7 赛题一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2 蒲宇婷、邱旭、高春元、周泽山 梁平

8 赛题一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TD070701 夏石均、何俊杰、范露双、陈宏 王波

9 赛题一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2 刘晓宇、李娇扬、李铁阳、许云飞 王志华

10 赛题一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3 张宇、纪丽丽、符进、朱轩辰 官兵

11 赛题一 大庆师范学院 TD070902 宋杨阳、苏千千、姚佳美、和佳辉 李丽敏

12 赛题一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1001 汪海强、钟松宾、王建才、杜灿 黄凯亦

13 赛题一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71102 洪慧恩、张琦佳、丁随心，刘紫璇 于子丰

14 赛题一 兰州城市学院 TD071602 程瑞芷、李娜、唐琪琪、胡千杨 周璇

15 赛题一 陇东学院 TD071802 徐燕、张志荣、胡喜媛 冯碧阳

16 赛题一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3 于文雅、江业强、郑恒飞、吴玥蓉 李洋

17 赛题一 宁波工程学院 TD072003 谢晨滢、葛远扬、戴鸿诚、唐浩 张金亮

18 赛题一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TD072202 寥添翼、蒋如钰、林榕洲、胡可欣 陈雨秋

19 赛题一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6 杨奕、魏王颖、金卫栋、崔雪 王勇

20 赛题一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2 仇柏林、温川贤、江林峪、林百慧 贾文龙

21 赛题一 延安大学 TD072903 姚梦华、卢月、贾书芹、贾蟒 崔凯翔

22 赛题一 延安大学 TD072905 贾骐贤、赵建丰、纪星辰、原国爱 崔凯翔

23 赛题一 榆林学院 TD073001 郭煜、赵聪、胡鑫源、张依玲 李贝贝

24 赛题一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3 楼方炜、王佳帆、王长昊、杨嘉翔 洪炳沅

25 赛题一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7 郭力源、庞木洪、李晋元、郭胜奥 李桂亮

26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1 王昌、涂仁福、王果涛、倪玮隆 梁永图

27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TD073303 赫志强、杜凡夕、田坤、何雨霏 熊小琴

28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TD073305 焦晓旭、孙佳奇、赵建璋、尚嘉欣 刘志辉

29 赛题二 滨州学院 TD070301 毕康杰、辛月滢、吴光晗、杨凯宁 耿孝恒

30 赛题二 长江大学 TD070407 胡浩、夏宇、荣家洛、李晓煜 程远鹏

31 赛题二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5 刘泉友、曹彧维、王余、雷宏伟 黄辉荣

32 赛题二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6 刘嘉业、母铃燕、廖芮、宋梓涵 黄茜

33 赛题二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7 张丰运、卞雨辰、黄洋、普翩 张璐莹

34 赛题二 大庆师范学院 TD070904 刘洋、叶海涛、杨文暄、李峥 刘超

35 赛题二 大庆师范学院 TD070906 刘晓萌、张佳琪、汤晶、王焱 郭世军



36 赛题二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71104 李超群、郭辉林、魏毓彬、张家胤 刘鑫

37 赛题二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6 高忠禄、宋富宇、李俊、宋春宇 马贵阳

38 赛题二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8 尤德财、孙巧慧、王楚唯、安爽 谢飞

39 赛题二 宁波工程学院 TD072005 李喆、周雷雷、万馨蔚、欧旭峰 俞小勇

40 赛题二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3 赵学闯、王广、周鹏飞 王鸿雁

41 赛题二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6 张棕程、张子瑜 王飞

42 赛题二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7 高志远、郭浩然 李涛

43 赛题二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TD072204 李祉睿、徐慧、俞恺雯、杨梦祺 姚景

44 赛题二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3 张荷茹、吕佳恒、王嘉玮 董龙飞

45 赛题二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5 赵朔、王绘鹏、于庆洋、张景谦 林名桢

46 赛题二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2 付智豪 李莉 刘博华 苟梦姣 邓志安

47 赛题二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8 范嘉涛 李梦圆 何毅 罗 杜社教

48 赛题二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6 孙璐璐 李晓宇 牟磊 张杰祯 贾文龙

49 赛题二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7 李子元、雍晨光、肖欢、蒲子银 陈阳

50 赛题二 榆林学院 TD073002 詹朝晖、陈飞帆、王国辉、柴佳乐 孙琪

51 赛题二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4 姬梦梦、徐一凡、陆江诺、张盼权 李桂亮

52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5 耿金亮、荣广新、高小雨、徐嘉明 孙恒

53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6 邓民彪、曲睿、皇志明、赵鹏 张帆

54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TD073308 许保珅、徐琳、李梦瑶、曾驿森 李家学

55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5 李天一，路建鑫，赵子源，黄科翰 张足斌

56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7 郭一功、赵荣凡、敬瑞东、许苍飞 刘建国

如有团队信息不准确请将团队账号、团队成员姓名、负责人联系方式及指导教师

姓名发到大赛官方邮箱：nogstedc@163.com。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技能大赛组委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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