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级奖

1、赛题一（成品油管道工程）

序号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学历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3 单城浩、尚妍、李宸轩、姚佳锐 研究生 邢晓凯 特等奖

2 长江大学 TD070401 张海鹏、阙江鹏、鲁宇涛、张昊宇 研究生 张引弟 一等奖

3 长江大学 TD070403 薛琨、周凯丽、李晓燕、王星文 研究生 史宝成 一等奖

4 常州大学 TD070501 乔世伟、周艳康、罗贇、朱云龙 本科生 雷云 一等奖

5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1 刘鹤皋、何建林、王雪、李爽 研究生 成庆林 一等奖

6 武汉理工大学 TD072602 李传涛、黄毅、宋英好、王雨竹 本科生 朱汉华 一等奖

7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1 田志远、夏国强、唐鑫、刘璐 研究生 何国玺 一等奖

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
TD073301 牛鹏涛、王宇骁、白霄梦、王鑫 本科生 邢晓凯 一等奖

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1 史浩、王鹏深、岳林静、韩晨玉 研究生 罗小明 一等奖

10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TD070102 赵杰、张雨涵 本科生 李汉勇 二等奖



序号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学历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1 常州大学 TD070506 叶顺华、肖鹏、张洋、张熹 本科生 柳扬 二等奖

12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1 刘鹏鹏、胡成新、陆梅、李美瑜 研究生 田园 二等奖

1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1002 张炜琰、覃国隆、姚竣、庞世贤 本科生 罗海军 二等奖

14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71103 孙伟、李蕊、郭涤、陈雨芃 本科生 叶雪 二等奖

1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1 张美男、李奇龙、罗静雯、高振帮 本科生 王丹 二等奖

16 宁波工程学院 TD072001 朱淑艳、蒋家豪、杨刘、许子聪 本科生 巩学梅 二等奖

17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TD072201 陈慧芳、游财忠、郑欣怡、陈柳烽 本科生 陈雨秋 二等奖

18 武汉理工大学 TD072601 袁旭尧、张永旺、王议搏 本科生 曾喜喜 二等奖

19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3 王佳豪、王丁 、李康、苏瑞宇 研究生 蒋华义 二等奖

20 延安大学 TD072901 何玉玉、龙相琪、朱晓毅、程新旺 本科生 崔凯翔 二等奖

21 榆林学院 TD073004 郑博云、赵永睿、杨媛、郑锐刚 本科生 梁颖 二等奖

22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5 张浩楠、黄坤带、刘焕应、刘玉琳 本科生 洪炳沅 二等奖

2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
TD073302 于梦杰、王俊懿、程泽川、范志浩 本科生 熊小琴 二等奖



序号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学历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2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2 贾会伦、徐铭欣，田之寒，孙萌 本科生 滕厚兴 二等奖

25 北部湾大学 TD070202 邹斌、李子辰、谭孟仪、詹佩霖 本科生 钟莹莹 三等奖

26 滨州学院 TD070303 刘祝君、林浩、尹学松、安高峰 本科生 李玉浩 三等奖

27 大庆师范学院 TD070901 韩照康、任雪巍、李奕冉、姜奇 本科生 李丽敏 三等奖

28 华东理工大学 TD071301 董晓、周鹏、邓文龙、吴鑫权 本科生 周晓龙 三等奖

29 兰州理工大学 TD071501 王智慧、王学龙、常乃升、吴骁 本科生 郭凯 三等奖

30 兰州城市学院 TD071601 陈慧雯、牛紫筱珏、张仙海、牟小荷 本科生 徐菁 三等奖

31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TD071701 支荣海、秦龙、杜文杰、杏永明 本科生 赵状 三等奖

32 陇东学院 TD071801 祁永发、赵亚东、贾富刚、张欢 本科生 冯碧阳 三等奖

33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7 张祖泉、李昶、林傲丹、赛玮 本科生 李洪言 三等奖

34 沈阳化工大学 TD072401 白淞元、胡林志、涂俊凯、窦泷 本科生 包日东 三等奖

35 延安大学 TD072902 赵泽玉、许渝泓、赵思晨、桑云翔 本科生 王帅 三等奖

36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1 聂文、郑涵、戚佳宇、姜梦洁 本科生 龙运前 三等奖



2、赛题二（天然气管道工程）

序号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学历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5 陈玉婷，王硕、王国云，周明杰 研究生 马国光 特等奖

2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4 覃莞钰、王英、刘嘉佳、叶杰 研究生 田园 一等奖

3 宁波工程学院 TD072002 陈国龙、徐伟钗、史会贤、周泽昊 本科生 韩风双 一等奖

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4 唐帅帅、王文君、胡占州、陈军毅 研究生 侯磊 一等奖

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TD073207 熊一凡、王敏聪、顾鸿博、谭若琪 研究生 侯磊 一等奖

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6 王沁源、王跃辰、宋一丹、徐则林 本科生 胡其会 一等奖

7 长江大学 TD070405 张沛雪、王思瑶、李州、韩迪 研究生 李凌峰 二等奖

8 重庆科技学院 TD070607 关芳艳、李凌风、郑昕、徐婉怡 研究生 孟江 二等奖

9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5 王晓娜、郭子敬、李治东、王爽 研究生 成庆林 二等奖

10 东北石油大学 TD070806 孟祥铮、高雪萍、查许晴、贺亮 研究生 刘丽丽 二等奖

1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5 徐博、郭孟芬、程振玉、蒋晓洁 本科生 谢飞 二等奖



序号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学历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2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4 刘博、刘国庆 、庄琦 研究生 肖荣鸽 二等奖

13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3 马俊杰、赵雯嘉、李帅帅、张露露 研究生 周军 二等奖

14 浙江海洋大学 TD073102 周梦茜、程新达、周鑫华 本科生 洪炳沅 二等奖

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

拉玛依校区
TD073304 李泉德、李明鑫、邹婷婷、魏莱 本科生 李家学 二等奖

1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TD073404 刘子萱、元昆、李宝辉、闫江帅 研究生 王鑫 二等奖

17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TD070702 王意、龙成林、常恒、汪春杨 专科生 王波 三等奖

18 哈尔滨石油学院 TD071101 张晋韬、李凤超、蒋丽、班菊桐 本科生 李井洋 三等奖

19 兰州理工大学 TD071502 唐婷婷、杨学斌、李瑞雯、王耀杰 本科生 郭凯 三等奖

2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TD071904 葛竣涛、董颖、王云海、朱玉菲钰 本科生 王国付 三等奖

21 青岛科技大学 TD072101 曹洪川、季天宇、刘学鹏、刘泽鑫 本科生 李涛 三等奖

22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1 陈鸿昀、田佳琦、韩青辰、王立强 本科生 刘飞 三等奖

23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TD072302 李岚庆、张哲宇、曹瑞择、康超 本科生 李天宇 三等奖

24 太原科技大学 TD072501 邵潇慧、吴国乐、董海鑫、杨帆 本科生 马纪伟 三等奖



序号 所属学校 团队账号 团队成员 学历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25 西安石油大学 TD072701 孙会娜、沈莉莎、胡建波、马玉丽 研究生 孙娜娜 三等奖

26 西南石油大学 TD072804 李传钱、张戴新、张浩、管恩勇 研究生 周军 三等奖

二、优秀指导教师奖

长江大学张引弟、史宝成，常州大学雷云，重庆科技学院田园，东北石油大学成庆林，宁波工程学院韩风双，

武汉理工大学朱汉华，西南石油大学何国玺、马国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邢晓凯、侯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罗小明、胡其会。

三、优秀组织单位奖

长江大学、重庆科技学院、西安石油大学、浙江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技能大赛组委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