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中心） 竞赛项目名称 竞赛级别 备注

1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国家级B

2 石工院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 国家级B

3 石工院 国际石油技能大赛 国家级B

4 地科院 SuperMap杯全国高校GIS大赛 国家级B

5 地科院 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模型设计竞赛 国家级B

6 地科院 “石化油服杯”全国大学生测井技能大赛 国家级B

7 地科院 “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球物理大赛 国家级B

8 地科院 油气地质大赛 国家级B

9 机电院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竞赛暨四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国家级A 教育厅

10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B

11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省级 教育厅

12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 国家级B

13 机电院 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国家级A

14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暨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化学实验技
能竞赛

省级 教育厅

15 化工院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B

16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国家级A

17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大赛 国家级A

18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国家级A

19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科技竞赛 省级 教育厅

20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国家级A

21 计科院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大赛 国家级B

22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国家级A

23 计科院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国家级A

24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暨四川省大
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国家级A 教育厅

25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 国家级B

26 计科院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国家级B 教育厅

27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国家级A

28 计科院
全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
赛

国家级B 教育厅

29 计科院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简称ACM/ICPC)暨四川省大学生程序
设计大赛

国际级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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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暨“博创杯”创新创业
电子设计大赛

国家级A

31 电信院
“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智能
汽车竞赛

国家级A 教育厅

32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暨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国家级A 教育厅

33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省级 教育厅

34 电信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公开赛 国家级B

35 电信院 “AB杯”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统应用大赛 国家级A

36 材料院 “丰东杯”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A

37 材料院 “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国家级B

38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国家级B

39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国家级A

40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超声无损检测技能大赛 国家级B

41 土建院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国家级A

42 土建院
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技
能大赛

国家级B

43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杯”BIM工程算量大赛总决赛土建算量

比赛
国家级B

44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杯”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赛

总决赛
国家级B

45 土建院 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省级 教育厅

46 土建院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 国家级B

47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A 教育厅

48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际级

49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国家级B

50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B

51 理学院 西南石油大学第九届“睿智杯”大学生数学竞赛 校级

52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国家级B

53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普通物理知识竞赛暨西南石油大学第五届“探索
杯”大学生物理竞赛

省级

54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省级 教育厅

55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国家级A

56 工训中心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探索者全地形机器人自
主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B

57 工训中心 西南石油大学机械制造技能大赛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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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工训中心 西南石油大学创客实践班建设与实践 校级

59 经管院 “能源杯”全国大学生财会技能挑战赛 国家级B

60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杯”营销模拟决策竞赛暨两
岸三地大学生营销模拟决策竞赛大陆地区选拔赛

国家级A

61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 国家级A

62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教育厅

63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营销策划大赛 省级 教育厅

64 经管院 全国外贸单证岗位（电子化）技能大赛 国家级A

65 经管院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B

66 经管院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国家级B

67 经管院
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营
大赛

国家级B 教育厅

68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赛 省级 教育厅

69 法学院 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 国家级B

70 法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省级 教育厅

71 外语院 西南石油大学校园之声英语实践技能大赛 校级

72 外语院 “通译杯”四川省翻译大赛 省级

73 外语院 四川省“联盟杯”高校英语写作大赛 省级

74 外语院 四川省大学生英语挑战赛 省级 教育厅

75 外语院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国家级B

76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国家级B

77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国家级A

78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国家级A

79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国家级A

80 外语院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 国家级B

81 外语院 第九届全球俄汉翻译大赛 国家级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