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编号 参赛队名称 参赛类型 队员 队长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22201001 三滴油花一缕气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蒋孟晨,訾敬玉,马赫,亓佳宁 蒋孟晨 黄世军,卢运虎,韩国庆,宫敬 校内一等奖

22201017 乱劈柴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胡江鹏,冯婷,王彬宇,刘铭盛 胡江鹏 曹仁义 校内一等奖

22201008 啊对对对你说的都队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董文钢,高鑫远,王嘉彤,王正 董文钢 杨胜来,章星,宋先知 校内一等奖

22201019 蓝眼泪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郑澳,王文超,张永,甘茂宗 郑澳 周福建,邹雨时,张士诚,郑力会 校内一等奖

22201028 墨绿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李焯超,尹添石,刘川   ,蒋帅 李焯超 梁永图,刘慧卿,李俊键,史怀忠 校内二等奖

22201007 臭皮匠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熊成琛,霍润世,孙杨烽,陈宏伟 孙杨烽 吴晓东,安永生 校内二等奖

22201009 Top0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黄涛,郑宏林,叶山林,张博 黄涛 曹仁义,宋先知,马新仿,梁永图 校内二等奖

22201020 聚星队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李建成,孙振玮,邹晔平,刘艺璇 孙振玮 校内二等奖

22201034 油气青春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管晶晶,王聪,廖亚民,黄玉越 管晶晶 王飞 校内三等奖

22201002 开发一号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王崧臣 ,陈鑫,张颖,谢非矾 王崧臣 鲜成钢,于海洋,周福建 校内三等奖

22201022 颠勺队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封亚冬,唐鹏,史恒雨 封亚冬 宁正福,查永进,韩国庆,刘同敬 校内三等奖

22201033 捕碳小能手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葛徽,周航,满建峰 葛徽 周福建,侯磊,王博 校内三等奖

22201030 石油先疯队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李阳,胡静茹,王章旭,黎立超 李阳 贾品,黄中伟,马新仿,梁永图 校内三等奖

22201023 红钻头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井美洋,赖辰熙,李龙瑄,夏玉恒 井美洋 杨睿月,田树宝,陈民锋,廖绮 校内三等奖

22201040 力争上游队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孙斌,程昊德,齐家悦,张益维 程昊德 张广清,李世远,彭岩,李靖

22201037 四个臭皮匠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罗浩东,刘思彤,赵万里,张国军 刘思彤 程时清

22201006 不ban猛犸对不队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谢锦阳,詹家豪,邓言畅,黄浩宸 黄浩宸 李根生

22201038 他们说无所谓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韩旭,唐珊,朱丽燕,李想 韩旭 卢运虎

22201026 CCUUPPBB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党志臻,院龙,秦嘉遥,史浩明

作品编号 参赛队名称 参赛类型 队员 队长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22202034 三月鱼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蒲保彪,申宇哲 蒲保彪 曹仁义 校内一等奖

22202007 WATB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韩晓冰,宋甲邦 韩晓冰 于海洋 校内一等奖

22202019 表面张力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张博文,张鹏毅 张博文 李俊键 校内一等奖

22202020 做的都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段文豪,高茵 段文豪 曹仁义 校内二等奖

22202008 霉霉yyds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田聪 田聪 庞占喜 校内二等奖

22202022 菜狗菜狗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周凯虎,昝晶鸽 周凯虎 校内二等奖

22202003 小小八蛋没有烦恼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谭洪超,王芊卉 谭洪超 程时清 校内二等奖

方案设计类（综合组）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22202071 神游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王龙军,皮之洋 王龙军 薛永超 校内二等奖

22202033 不忘初心_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杨金龙 杨金龙 李俊键 校内二等奖

22202095 弘阳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王洋 王洋 姚约东 校内三等奖

22202082 专业石油人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刘奔 刘奔 李俊键 校内三等奖

22202055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郭成 郭成 李俊键 校内三等奖

22202063 全力以赴力争上油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郭巧,徐泽轩 郭巧 程时清 校内三等奖

22202052 飞羽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高晨 高晨 张洪 校内三等奖

22202027 聚点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王司琪,荣金曦 荣金曦 陈民锋 校内三等奖

22202066 训练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齐桓,刘通 齐桓 李宜强 校内三等奖

22202070 我为你翻山越岭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温志远,黄紫阳 温志远 吴克柳 校内三等奖

22202054 扬帆!起航!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赵旭东 赵旭东 李俊键 校内三等奖

22202032 顺风见远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王顺,徐智远 王顺 王敬

22202035 注的都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金蕾,金青爽 金青爽 薛永超

22202036 CCUS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张龙龙 张龙龙 石军太

22202002 面包片烤好了没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杨海烽 杨海烽 于海洋

22202061 这瓜保熟吗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李斌,宣文斌 宣文斌 赵晓亮

22202005 一条腿走路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赵乐坤,韩富强 赵乐坤 刘同敬

22202009 勇闯天涯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王晓晨 王晓晨 廖新维

22202029 黑金探索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蒋哲昊,牟翔宇 蒋哲昊 姜汉桥

22202017 不解释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李健川 李健川 李卉

22202025 啊对队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田花,齐晗 齐晗 曹仁义

22202014 必须全会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齐忠洋,周星雨 周星雨 王敬

22202024 石油人 方案设计类（油气藏工程单项组） 郭晨,孙中华 郭晨 周福建

作品编号 参赛队名称 参赛类型 队员 队长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22203101 钻研到底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莫钜峰,周倩倩 王海柱 校内一等奖

22203064 疯狂的石头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刘迪,李红达 刘迪 卢运虎 校内一等奖

22203091 一支鹦鹉螺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孙照伟,尤少华 孙照伟 李敬彬 校内一等奖

22203103 破岩先锋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金泰宇,朱上 金泰宇 校内一等奖

22203057 草莓叶叶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陈晗 陈晗 赫文豪 校内一等奖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22203080 1205小虎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武玉程,王瑞 武玉程 卢运虎 校内一等奖

22203096 钻井迪迦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刘恩博,杨煦旻 刘恩博 查永进 校内一等奖

22203056 蛋挞边边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邹文超 邹文超 史怀忠 校内二等奖

22203077 油点油emo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黄志洋,苗留洁 黄志洋 赵雄虎 校内二等奖

22203116 勇往直前gogogo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余星 余星 郑力会 校内二等奖

22203012 12138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秦正力 秦正力 谭春飞 校内二等奖

22203079 西部大开发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文甲,樊柏辰 李文甲 张逸群 校内二等奖

22203102 LX5221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炯昊,薛林涛 李炯昊 校内二等奖

22203005 油储平方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申瑶瑶,李航远 李航远 谭春飞 校内二等奖

22203030 笔落穿石组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谢津梁,龚逸凡 谢津梁 穆总结 校内二等奖

22203038 吃啥啥不剩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冬爽,吴毓乾 李冬爽 盛茂 校内二等奖

22203082 试一试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臻,徐鹏 李臻 盛茂 校内二等奖

22203085 枸杞养生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华洋,曹志鹏 李华洋 校内二等奖

22203070 唯一1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徐丹 徐丹 卞晓冰 校内三等奖

22203022 双辉搞定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曾常辉,林晖 曾常辉 穆总结 校内三等奖

22203014 开心就好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赵长俊,荔兆康 赵长俊 蔚宝华 校内三等奖

22203043 大漠鹰眼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蔡汀榕,闫壮 闫壮 王剑波 校内三等奖

22203011 骄阳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陶新港 陶新港 陈冬 校内三等奖

22203020 金刚钻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王树帅,刘丁源 王树帅 李军 校内三等奖

22203026 9898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计杨杨,赵晓航 计杨杨 校内三等奖

22203054 卧龙凤雏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孙耀耀,程康 孙耀耀 黄中伟 校内三等奖

22203019 钻井小分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谢昊旻,周亮 谢昊旻 陈冬 校内三等奖

22203033 李代逃姜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永健,姜斯贺 姜斯贺 校内三等奖

22203053 /5].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杨东晗 杨东晗 宋先知 校内三等奖

22203060 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高博,吴洪志 吴洪志 校内三等奖

22203099 奋斗钻井人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朱瑞 朱瑞 校内三等奖

22203008 SOLO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俊卫 李俊卫 隋微波 校内三等奖

22203037 一定不鸽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马正超,钟朋峻 马正超 田守嶒 校内三等奖

22203065 监狱学者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洪雨晨,寇亚浩 洪雨晨 校内三等奖

22203090 小慧星光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惠峥洵 惠峥洵 刘伟 校内三等奖

22203093 搞开发得钻井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秦芙蓉,矫欣雨 矫欣雨 祝兆鹏 校内三等奖

22203024 Barrel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周小夏,姜不易 周小夏 田守嶒



22203021 潜龙入世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毛光黔,刘雨龙 毛光黔 宋先知

22203039 abc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子贺 李子贺 侯冰

22203045 一枝独秀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黎玉婷 黎玉婷 张辉

22203092 虎虎生威666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黄浩,任乐佳 李世远

22203004 钻井12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张樱曦,占庆 张樱曦 卢运虎

22203084 穿山甲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黄宇科,王子豪 黄宇科 盛茂

22203051 起个名字真难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刘豪,宋亚港 宋亚港 李军

22203066 nbplus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聂铁根 聂铁根

22203068 蛋挞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刘偲玥,张宫凌燕 张宫凌燕 宋先知

22203086 蓝海探索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刘鹏飞,张浩 刘鹏飞

22203010 去吧，皮卡丘！！！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王景鹤,季钊 王景鹤 刘伟

22203025 单骑闯关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陈朗毅 陈朗毅 谭春飞

22203035 钻钻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崔韫淇,张泽旭 崔韫淇 陈勉

22203003 星辰大海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星宇,袁睿 李星宇 张辉

22203015 听天油命2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盛杭,胡军波 胡军波 谭春飞

22203028 钻井达人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王世博,张永威 王世博

22203094 毕竟我只是一只小猫咪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王菊,周嘉淏 王菊 夏阳

22203042 整挺好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陈昊哲,李冰柔 陈昊哲

22203062 钻完井21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张天翊,赵盼盼 张天翊 卢运虎

22203058 光宗耀组2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张喜,师宇康 张喜 赵雄虎

22203018 工程设计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杨金奇 杨金奇 查永进

22203034 菜狗冲冲冲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刘懿莹,张涛 刘懿莹 蒋官澄

22203048 钻头所指，岩莫敢当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龙震宇,叶万立 龙震宇 李军

22203044 焊蔚石油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张焊钰,郑蔚茹 张焊钰 叶艳

22203049 物美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孙波,金雨来 孙波 谭春飞

22203052 石油子弟兵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于海增,徐程浩 于海增 陈浩

22203016 阿对对队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李烨,吕从月 李烨 谭春飞

22203040 将扬 方案设计类（钻完井工程单项组） 杨海彤,姜静 杨海彤 邓金根



作品编号 参赛队名称 参赛类型 队员 队长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22204007 风之彩队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王春秋,杨珊珊 杨珊珊 校内一等奖

22204009 HF_boys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杨鹏,高步栋 杨鹏 张士诚 校内一等奖

22204005 每油了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郑海钱 郑海钱 牟建业 校内二等奖

22204021 cgas2022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韩阳,王奕心 韩阳 陈海潮 校内二等奖

22204015 1819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朱冬冬,朱冬 朱冬 刘月田 校内二等奖

22204020 lilili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李占杰,索杰林 索杰林 王飞 校内二等奖

22204006 好R油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王昊汭,张璨 马新仿 校内三等奖

22204025 以梦为马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陈舜 陈舜 校内三等奖

22204026 铁人战队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卢盼盼,李小伟 卢盼盼 牟建业 校内三等奖

22204016 汪汪立功大队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闫拓,卫博尧 卫博尧 马新访 校内三等奖

22204001 啊对对队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韦资杨 韦资杨 王飞 校内三等奖

22204008 阿尔法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黄田,栾雨默 栾雨默 姚约东 校内三等奖

22204023 觉得很队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刘兴亮,张文辉 刘兴亮 韩国庆 校内三等奖

22204011 摸鱼小分队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侯代稳,张世鹏 侯代稳 马新仿

22204012 ZDWKL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李伯钧,恽博文 李伯钧 姚二冬

22204003 风花雪月的小马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杨雪风,马文元 杨雪风 檀朝东

22204010 勘探者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温野群,谢书博 谢书博 王小琼

22204017 Stimulate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张谷畅,吕雯静 张谷畅 王博

22204013 95加满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刘世康,刘艳斌 刘世康 张士诚

22204002 乌拉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陈嘉杰 陈嘉杰 庞占喜

作品编号 参赛队名称 参赛类型 队员 队长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22205007 油小见大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喻炫耀,卢秀梅 喻炫耀 梁永图 校内一等奖

22205017 很符合规范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赵凯歌, 何宇轩 赵凯歌 张劲军 校内一等奖

22205002 社会主义接班人队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李玉培,张洁 张洁 史博会 校内二等奖

22205001 打孔导游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牛鹏涛,付广涛 牛鹏涛 梁永图 校内二等奖

22205013 一起向未来OGGT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郭恩岐,彭卫远 郭恩岐 梁永图 校内二等奖

22205020 一对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石彤,邹雪晴 石彤 梁永图 校内三等奖

方案设计类（采油气工程单项组）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22205006 路游者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陈旭 陈旭 史博会 校内三等奖

22205014 石油的名义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戴宗谊,欧岚涵田 欧岚涵田 史博会 校内三等奖

22205004 头戴铝盔献石油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杨晨宇,李涛 杨晨宇 校内三等奖

22205009 破产重组队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崔锦涛,孙林 史博会

22205011 别油洞天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姜文静,欧阳慕冰 欧阳慕冰 梁永图

22205015 强度不够壁厚来凑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刘瑞昊,周芷名 刘瑞昊 史博会

22205018 小熊的鸡蛋灌饼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王富琼 王富琼 王秀宇

22205016 美少女们为祖国献石油 方案设计类（地面工程单项组） 张家鸣,张翊航 张家鸣 李鸿英

作品编号 参赛队名称 参赛类型 队员 队长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22206003 无敌泡泡糖 方案设计类（创新组） 郑嵘,郭心舒 郑嵘 吕其超 校内一等奖

22206007 铝盔走天涯 方案设计类（创新组） 陈星,胡家辉 陈星 吕其超 校内二等奖

22206002 DogeKing 方案设计类（创新组） 周一粟,张明贺 周一粟 黄中伟 校内三等奖

22206005 龙泉壁上鸣 方案设计类（创新组） 肖丹婷,任皓楠 肖丹婷 吕其超

方案设计类（创新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