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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工院 第五届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贺怡、张世坚；李杨、何易东、刘
成、陈小双

石工院 第五届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张涛、岑兵、苏梦婷、王小华

石工院 第五届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9

谭旭杨、黄淳鑫；刘宝华、王瑜；
何孟袁、谭容；朱文锋、杨波；白
潇阳、周玲；杨洪、何金蓬；马骐
、张钰；黄啸天、何柳；谭新、贺
艳艳

石工院 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全国三等奖 5
智宏伟；郑明；贾宇成；刘阳；张
溶昌

地科院
第三届“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球
物理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陈彩玲等

地科院
第三届“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球
物理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杨连刚、秦子雨

地科院
首届全国大学生地球物理测井大赛（“
海油杯”）

全国二等奖 2
温易娜、古蓉、陈志强；田杰、代
兴雲、温丹妮

地科院
首届全国大学生地球物理测井大赛（“
海油杯”）

全国最佳报告奖 1 温易娜、古蓉、陈志强

机电院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
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李孝艳、庹琪、霍祥洪、严才秀

机电院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
大赛

全国二等奖 3
宋朋程、李杨、宋勇、蔡一丹；代
茂林、李孟渚、杨雄、唐民丰、张
澜；徐梓培、梁平、周心宇、代力

机电院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
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党凯平、徐涛、尹翀、刘艺玉、王
晨颖；胡雪蒙、郭灿、金凡尧、邓
子龙、林梦

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李泉昌、周彬、李雨酥；刘志宏、
卢泽华、刘芳、宋勇

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许园豪、史云桥、许军、邓子龙；
尹秋福、雷祥烽

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刘瑜、邓坤

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6

王鸿、邓海波、刘建、赵维维；单
鹏、韦瑜、罗庆才、周思奇；王平
飞、崔磊、肖奎呈、金利腾；郭宗
洪、王康康、李鹏涛、蔡革；龙江
、邓鑫、周仪、张欣；杨杰、岳相
君、许仁富、罗杜

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10

魏新丁、杜明轩、张莘林、张凯；
李小龙、郭林、谢光宏、王平飞；
陶凯、曹炼、龙腾、张学兵；刘科
文、钟建、廖恒沛、张焓；史成、
苏绪平、赵吉中、李芬；刘思璐、
凌思彤、王涛、陈坤；刘芸宏、章
利、王媛、程然；杜刚、邱有淋、
荀贵华、周庭辉；李权耕、张光忠
、李宗林、司江伟；陈昱汐、伍虹
、赵志杰、邬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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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1 张堂佳、韩笑、汪成、魏子兵

机电院
第八届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
模创新大赛选拔赛暨西南石油大学先进
成图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徐东林

机电院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选拔
赛暨西南石油大学2015年力学竞赛

全国三等奖 4 彭勇；赵吉中；靳弘扬；付强

机电院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选拔
赛暨西南石油大学2015年力学竞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1 彭勇

机电院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选拔
赛暨西南石油大学2015年力学竞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3 付强；靳弘扬；赵吉中

机电院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选拔
赛暨西南石油大学2015年力学竞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4 余佳健；伍永杰；马力；刘维

机电院 2015全国高校数字艺术作品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曹立元、邓坤、伍虹；刘洋、雷祥
烽、陈傲杰

机电院 2015全国高校数字艺术作品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蒋邱萍、朱夕东、许有庭；伍虹、
柳彩虹、陶馨宇；郑东、雷祥烽

化工院
“中石化-三井化学杯”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陈政宇、徐冬婉、刘胜波、杨雨婷
、陈勇

化工院
“中石化-三井化学杯”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周宁、戚萌、卿乐英、方艳、马小
波

化工院
“中石化-三井化学杯”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特等奖 1
陈政宇、徐冬婉、刘胜波、杨雨婷
、陈勇

化工院
“中石化-三井化学杯”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一等奖 1
周宁、戚萌、卿乐英、方艳、马小
波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
大赛

全国银奖 1
柴露华、许家铭、罗丽娜、唐龙、
陶锬、杨剑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
大赛

全国铜奖 4

徐梓培、禹荣飞、何卓豫、谢军、
杨蕊凌、魏丹；王松成、白璐、廖
蕊、戚萌、彭娇、高青；万寿宇、
孔晓武、周杨、魏名、晏玲、何
婷；陈勇、邱议、罗海琼、周芸竹
、位慧慧

化工院
京博杯•第三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
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英、姚丽娟、郭艳荣、李兴强

化工院
京博杯•第三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
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何森、黄秀、张驰、唐荧、张发兴
、郭楠楠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李杨、雷鸣宇、杨帆；苏梓鑫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陈康、李航、熊恒；高哲、付娅婕
、熊一诺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敬智杰、杨肖、杨杰；范益豪、王
耀、马子婷；许瑾、李国冬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5
高哲、付娅婕、熊一诺；范益豪、
王耀、马子婷；敬智杰、杨肖、杨
杰；苏梓鑫；李杨、雷鸣宇、杨帆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陈康、李航、熊恒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徐权、刘美玲、周海刚；许瑾、李
国冬、杨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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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科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张刘；徐刘根

计科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三等奖 4 黄森；雷海军；谢燕；李泽正

计科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7
张刘；徐刘根；黄森；雷海军；谢
燕；李泽正；周双全

计科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13

李祥；孙玥；陈洪宇；吕发杨；张
迪雅；张腾；夏宇擎；禹博伟；曹
状；刘茂功；欧阳建宇；李沿岑；
邓学玖

计科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12
唐才高；阮立秋；李钊；银盈；吴
嵩岚；何鑫；刘建呈；张翼；刘依
旻；孙广成；满书森；庄丽

计科院 第40届ACM程序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杨佳闻、孙悦、黄森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ACM程序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黄森、杨佳闻、银盈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ACM程序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满陈平、曹状、张迪雅；何鑫、孙
悦、张腾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5年度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王玺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5年度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张林；唐维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5年度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

西南区一等奖 2 王玺；张林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5年度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

西南区二等奖 1 唐维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5年度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

西南区三等奖 1 谭杰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陈涛、吴东方、张哲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博文、李忠、温骏凌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陈涛、吴东方、张哲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李博文、李忠、温骏凌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祥、张刘、段星、陈柏戈

计科院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
意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黑拉才、陈雪、吴焘宏、刘烨、易
伟堂；许慧兰、朱笑岩、骆靖元、
谢刚儒、马彦鹏

计科院 第二届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 西南赛区三等奖 1 熊旭东、张西

计科院
2015年甲骨文杯 全国Java程序设计大
赛

西南赛区一等奖 1 吴彦学、曾杨、郭锦涛

计科院
2015年甲骨文杯 全国Java程序设计大
赛

西南赛区二等奖 2
禹博伟、雷海军、欧阳建宇；姜秋
平、段星、孙广成

计科院
2015年甲骨文杯 全国Java程序设计大
赛

西南赛区三等奖 2
王贤杰、李国冬、蔡茁；孙元侠、
杨肖、曹状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二等奖 2
周篷、王浩、王飞；孙苏川、廖成
丽、巩雪竹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2
周篷、王浩、王飞；孙苏川、廖成
丽、巩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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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10

张世洪、童伟刚、周宏宇；肖双满
、艾忠义、徐灵岩；刘有志、李旭
朝、侯强；青鑫月、王莹、易拥
洁；赵崇洲、姚青林、杨宇；刘聚
、刘芙伶、黄冬梅；刘帅卓、吴瑶
、周磊；赵浩然、黄亨绩、杨兵
祥；杨雨丹、李静、舒召平；易海
燕、杨克霞、王欣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18

卢进悟、吴盛荣、梁伟； 严波、王
力、戴雪伟；廖大鑫、郑传勋、廖
钊；袁夕茹、赖丹、李丹丹；黄宸
基、程小龙、洪锡文；彭颖、罗成
龙、秦峻龙；陶超、杨建原、周行
正；刘宁、范厚奎、邬颂；余宜璐
、吴小林、刘双江；汪锡、孙巍、
马媛；禹君惟、余文凯、杨坤；高
洪行、刘文智、谢莲；周博、向洋
、邱勇智；任超恩、彭双、张珣；
郑震、刘峰荣、巫浩；柳炳刚、梅
杰、陈万富；肖文卓、张月蛟、周
竞；孙鹏、蒋洪刚、刘俊霖

电信院
第十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
汽车竞赛

西部赛区二等奖 1 伍玉鑫、卢进悟、吴盛荣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物联网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孙苏川、廖成丽、巩雪竹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物联网设计大赛 赛区特等奖 1 孙苏川、廖成丽、巩雪竹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物联网设计大赛 赛区一等奖 2
彭颖、严波、戴雪伟；宋岷生、王
力、周威宇

电信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1 易海燕

电信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3 孙苏川；舒召平；张静

电信院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9
肖瑞；戴雪伟；杨雨丹；范人丹；
陶超；张效月；王欣；徐林；张强

电信院 2015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公开赛 全国一等奖 1 任海军、廖大鑫、郑传勋

电信院 2015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公开赛 全国二等奖 1 任海军、廖大鑫、彭颖

电信院 2015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公开赛 湖南赛区一等奖 1 任海军、廖大鑫、李汇泽

电信院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

全国三等奖 1

周篷、王浩、舒珊、雷雨田、程平
、张扬、陈万富、周驰、杨旭、陈
汶铭、黄思琪、姬向奇、吴真林、
曾涵、张本富

电信院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S

全国一等奖 1

乔夕、任健、米玲、杨超、李淑妍
、岑如平、陈昊、牟强、温向勇、
顾浩觉、刘芳、牟泰权、郭靖、钟
也、李凡、蔡一丹、宋勇、卢泽华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ROBOMASTERS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乔夕、郭静、温向勇、杨超、任健
、蔡一丹、牟泰权、赵吉、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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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院
2015 年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大
赛

全国二等奖 3

周辉、冉华英、蒲灵、李欢、吴潜
能；梁斐珂、李冰、丁煜瀚、金星
、孔婷；王宇、郭昌湖、杨惟翔、
张维洪、蔡志东

材料院 第七届超轻复合材料制造学生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代唯、刘继元、杨维祥、张维洪、
魏子兵

材料院
第三届蔡司.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
生金相比赛

全国一等奖 3 陈婉鹃；丁煜瀚；郭昌湖

材料院
第三届蔡司.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
生金相比赛

全国二等奖 1 赵艳爽

材料院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蒋帅虎

材料院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陈婉鹃；杨磊

材料院 第六届全国混凝土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刘开强

土建院 四川省第二届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徐靖、熊程、王泽明

土建院 2015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唐军英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项目管理沙盘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黎斌华、林锐、王为、陈定坤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项目管理沙盘大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5
黎斌华；林锐；王为；陈定坤；陈
金凤

土建院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BIM算量大赛 全国一等奖 3
钟鹏、张源；冯宇、张雲华；冯宇
、张雲华

土建院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BIM算量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钟鹏、黄本相

土建院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BIM算量大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5
钟鹏；张源；冯宇；张雲华；黄本
相

土建院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BIM算量大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5
贾文军；杨和平；唐颖；周婉卓；
朱俊璇

土建院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BIM算量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5
王珏琳；李芸；贺诗杰；曹飞；高
星蓉

土建院 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3

杨贵诚、吴爽、李进、周鹏、谢波
、刘昭生、唐涛、闫斌；杨贵诚、
吴爽、李进、周鹏、谢波、刘昭生
、唐涛、闫斌；杨贵诚、吴爽、李
进、周鹏、谢波、刘昭生、唐涛、
闫斌

理学院
2015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MCM/ICM）

美国二等奖 5

任浩、郭阳、刘益华；吴浩、杨茗
芳、党正阳；张路、杨丰祥、赵俊
炎；吴成、涂洪辉、陈晓双；贺宇
廷、巨鑫、乔岩

理学院
2015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MCM/ICM）

美国三等奖 3
唐瑞、李兆雪、彭凯巍；李冰、卿
乐英、张汉卿；杨勇、罗鹏、靳建
平

理学院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杨丰祥、樊恒材、张家丽

理学院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二等奖 4
邓红霞、冉玮、谭兵；廖义强、邓
雪昭、张学玲；董文燕、喻涛、王
霜；宋峙潮、贺宇廷、巨鑫

理学院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卿乐英、李兵、张汉卿；杜琴、龙
婷、杨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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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6

葛桐旭、许仁富、张硕；邱恰乐、
董瑶琪、李雪盈；何杰、彭浩、王
旭；何睿、曹冲、卢嘉晨；王成银
、张键、雷鸣宇；赵俊炎、彭勇、
赵磊

理学院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暨西南石油
大学“睿智杯”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刘颖；余佳敏

理学院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暨西南石油
大学“睿智杯”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陈伟；陈希

理学院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暨西南石油
大学“睿智杯”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9
张瑞坤；刘佳明；谢静峰；余伍
林；邹海瑞；迟国强；黄奇；段
景；蒲帅

理学院
2015年科研类全国大学生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

全国二等奖 2 向秋林、朱诗文；李君、高歌

理学院
2015年科研类全国大学生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

全国三等奖 2
张涛、朱诗文、向秋林、肖亚琴；
冯林、王二盼、张涛

理学院
2015年科研类全国大学生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刘庆乐

理学院
2015年科研类全国大学生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朱诗文

工训中
心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黄泽民、周翔、朱鑫

经管院
第二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
模拟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卿春丽、汪源、何智强；刘准、刘
安详、谭江龙；熊峰、唐萌、马欣
瑞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刘骏、张亚晨、任春昱；莫家欣、
张梦庭、陈欣悦

经管院
第八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国际贸易
专业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刘佳期、廖晓梅、罗敬阳、王紫、
罗晓敏、郭钰旋、黄真、张留洋

经管院
第八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
专业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吴欣桐、张亚晨、夏婧、鲁娅珺；
熊峰、臧梦思、柳思扬、汤阳

经管院
第八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
专业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周韵桐、鞠雪阳、刘骏

经管院
2014-2015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会计与商业管理案例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柴宇、吴帆、缪颜岭、武晶、王艳
迪；赵彬茹、周韵桐、刘梦夏、王
娟、王寒晓

经管院
第九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财会专业
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肖希、马杰、李霞；葛林惠宇、王
寒晓、邱代坤

经管院
2014-2015Enactus创行世界杯中国站创
新公益挑战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李思颖、胡然、凌云、杨曼俪、刘
昕宇等

经管院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
赛

全国二等奖 3

李育财、孙瑞雪、江堂玉、郭锦涛
、吴婷；熊峰、张亚晨、余霓虹、
袁卓纯、高婷婷；曾宇、苏梓鑫、
周韵桐、伍利、朱海燕

经管院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
赛

全国三等奖 2
莫家欣、陈新悦、李泽正、姬晨迪
、刘骏；孙庆祥、张晨宜、敬智杰
、许文、汤邵文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王文、刘涵、龙行、何海滔、余凯
昌；张超、张久龙、曾欣、唐枭、
刘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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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邓亚玲、马源、胡之渝、高晓慧、
安桂林；朱胜连、徐诗媛、文姣、
张瑞琦、邓皓云；林思颖、高志平
、王奕恒、钟原、何峰宇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赵丽红、魏榕、刘晓龙、唐波、叶
佳明；詹力、柳思杨、王欣宇、陈
文强、汤阳

法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李宁、张琛晰、勒尔阿尕、唐建

法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最佳辩手 1 勒尔阿尕

外语院 2015年第七届全球俄汉翻译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李亚男；蔡兰

外语院 2015“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1 潘茜

外语院 2015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1 张霁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