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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技能大赛成功参赛奖获奖名单公示

经专家评委评审、组委会审核，拟授予 48件作品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

设计技能大赛成功参赛奖，其中赛题一 26件作品，赛题二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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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070203 郑伟添，王标享，孟雪茹，刘家骐 方丽萍

2 赛题一 北部湾大学 TD070204 田余文芊、王雪薇、林柳榕、马麒森 周雄

3 赛题一 滨州学院 TD070302 陈越、史叶、 张孟元、邱夕佳 孙花珍

4 赛题一 长江大学 TD070406 高菁菁、钟浩、边汉青、吴慧雄 张兴凯

5 赛题一 常州大学 TD070505 谢建林、赵星宇、朱苏秦、殷晓阳 柳扬

6 赛题一 常州大学 TD070507 杨鑫、于逸凡、仲冰玉、陈善芊 高玉明

7 赛题一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3 冯显扬、文思涵、刘嫣然、彭盎然 赵学芬

8 赛题一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4 胡传峰、王志新、戚向东、杨蕴泽 王志华

9 赛题一 大庆师范学院 TD070903 许心如、李轩、王成龙 刘钢

10 赛题一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1003 郑子烁、黄泽泓、黄淑怡、梁雅淇 黄凯亦

11 赛题一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71105 唱欣雨、杨子承、张丽瑞、张冬鑫 朱娇

12 赛题一 华东理工大学 TD071302 方圆、陆葭苇、肖可欣、温剑伯 宋月芹

13 赛题一 兰州城市学院 TD071603 孙欣、陈龙、李通、韦璇 董丽梅

14 赛题一 陇东学院 TD071803 裴豆妹、郑慧艳、齐天伟、史长前 冯碧阳

15 赛题一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2 王华强、刘思文、张娇娇、吴宇航 王国付

16 赛题一 宁波工程学院 TD072004 陶呈涛、陈佳彬、孙炜翔、范超启 龚智力

17 赛题一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8 张晨、马春迅、李子剑、刘舒彤 毕海胜

18 赛题一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TD072203 孙玉梅、全玉琳、吴雨晨、蔡慎楠 陈雨秋

19 赛题一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8 温续、刘逸文 张爱娟

20 赛题一 延安大学 TD072904 赵梦凡、翟欣瑶、耿平、张林生 崔凯翔

21 赛题一 延安大学 TD072906 史胜垚、朱紫燕、曾陈宇、苟美菊 王帅

22 赛题一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8 林炬、赖礼梁、邵俊华、汪滇宇 洪炳沅

23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2 张成、代燕妮、江璐鑫、邓启能 李鸿英

24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TD073306 夏凡莛、唐文倩、代龙宇、魏博宇 熊小琴

25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TD073307 吴夏童、杨钊晗、孔天威 付璇

26 赛题一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3 王仁杰、耿昕、李景星、宋坤明 何利民

27 赛题二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TD070101 孙齐阳 薛菲 张凯鑫 张生燕 李汉勇

28 赛题二 滨州学院 TD070304 何卫宏、王文龙、付鑫鑫、张祥龙 李玉浩

29 赛题二 长江大学 TD070408 盛钲钦、罗广、徐刘伟、李其兵 张引弟

30 赛题二 常州大学 TD070503 许铮、许欣怡、张程龙、冯芳蕊 柳扬

31 赛题二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8 严治、李洪涛、毛睿琪、叶富铭 孟江

32 赛题二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8 李田田、陈曦 王淑彦

33 赛题二 大庆师范学院 TD070905 王玥、陈凯悦、张金洁、傅云帆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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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赛题二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7 商楚妍、杨浩、吕文睿、徐莉娜 陈旭

35 赛题二 宁波工程学院 TD072006 肖东升、李振宇、张王佳、陈芷怡 严帅

36 赛题二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2 梁传珂、董嘉辉、赵芳瑞 李涛

37 赛题二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4 刘冉、司雨、魏书豪、丁腾 李涛

38 赛题二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5 李宇翔、李雨恒 范军领

39 赛题二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4 刘鑫伟、郭晓旭、孙红霞、吴昊 吴晓

40 赛题二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6 丁佳镥、刘成淑 杨光辉

41 赛题二 太原科技大学 TD072502 赵晨、张夏钰、刘泽奎、成家琦 马纪伟

42 赛题二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5 吕艺豪、周阳、路天玥、刘祖旺 李睿

43 赛题二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7 刘亚龙、崔振铎、庞琳楠、靳帅帅 肖荣鸽

44 赛题二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8 王涛、彭思洲、胡承强、周潘 周军

45 赛题二 榆林学院 TD073003 郭文豪、王双媚、张益豪 孙琪

46 赛题二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6 李刚、柴若干、李园涛、乐佳琦 高建丰

47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8 齐世琨、袁元、杜美慧、张昊 梁永图

48 赛题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8 黄文锐、徐悦、张凯龙、白玉洁 胡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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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