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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4
陈祥、齐松超、魏操、高瑞莲；
吴林、姚志广、游香杨、邓艺
平；文超、张鑫；覃敏、杨娜

2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4
程俊霖、周博宇；苌北、柏宗
宪；陈建宏、牟文昌加；邹熊显

3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知识竞
赛

全国三等奖 1 陈杰、吴浩、许航、赵苑瑾

4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石油文
化作品征集评选活动

全国一等奖 1 张子文、兰岚

5 石工院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
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陈迪、陈宇、杨磊、彭悦；周轩

6 地科院
“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
球物理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代月、殷瑛

7 地科院
“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
球物理大赛

全国三等奖 16

郑鸿献、黎孟承；张明坤、薛哲
婧；何文涛、卢奇；王婷一、王
志恒；武向真、陈守松；丁家
敏；周显华、周觅路；楚德疆、
牟春濠；杨虎、张然松；梁伽福
、汪家洪；唐培伦、何兵；李崇
文、李泽伟；胡洵、范裕坤；王
瑞、曾鑫；张宇、王金刚；徐烁
、尚旭佳

8 地科院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全国特等奖 1 张蕾、刘桃、蔡光银

9 地科院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全国一等奖 4

张加、胡红、陈宇阳；石明辉、
赵朗、班舒悦；石明辉、赵朗、
班舒悦；张蕾、刘桃、蔡光银、
张加、胡红、陈宇阳、石明辉、
赵朗、班舒悦

10 地科院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全国二等奖 3
石明辉、班舒悦、赵朗；张蕾、
刘桃、赵朗；张加、胡红、陈宇
阳

11 地科院 SuperMap杯全国高校GIS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谢明娟、蒲瑞、韩信、林莉

12 地科院
全国高校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
业大学生模型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张万茂、申政、钟建；刘峻杰、
何海洋、冉宇玲

13 地科院
“测井杯”全国大学生测井技
能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彭凡、万有维

14 地科院 全国油气地质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孙霓源、卢轶伦、龙涛、孙彪、
李珂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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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科院 全国油气地质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邹松

16 地科院 全国油气地质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闫梦楠

17 地科院 全国油气地质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王政、王海霞

18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孙训方力学竞
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袁梦佳

19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孙训方力学竞
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吕志宇；易皓；祁鸿强

20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孙训方力学竞
赛

四川省三等奖 5
宋伟；夏有强；洪佳伟；刘云
波；章晨

21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鲁豪杰、易皓、唐家辉、袁梦佳
、杜佳黛

22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王清军、王静、代琪、林城、陈
然

23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周华健、苏子洋、张宇、韩杰、
周兴

24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1

樊静、李森才、张荣华、陈航、
邱忠诚；彭斌、周建民、卿楠、
邹洪、龙有红；孙凯强、付尉辰
、陈浩、俞越洁；董豪、朱派、
曾志伟、周顺介、郑平；张森、
马林、周士超、郭恒郡、僧金
锁；刘纯健、樊嘉、李喆裕、周
昌鑫、荣正其；何鑫、陈添、张
荣森、孙晨桢、覃革；李美珍、
张静怡、姚黎、范鹏、杨钰婷；
范榆林、蒋启茂、易典学、杨昕
昊、杨东瀚；张中根、陈志、牟
冠男、钟思梦、倪申童；沈志翔
、张旭、苟琳鑫、刘星宇、蔡彦
楠

25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7

张国彬、谢翔、张运伟、周炜、
李大法；雍骏、唐仁东、王思佳
、吴珊红、宋磊；龙洪跃、文金
川、刘文利；文杰、张中根、赖
萃、王攀、孙奕楠；邓立文、唐
经纬、苟林、申畅、张文杰；杨
昕昊、谢杰、张雷、薛彬、陈
晓；曾志伟、郑平、李文静、董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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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黄廷龙、杨钟山、杨飞、陈泽瑜
、黄佳佳

27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5

王曦；郑清爻、税兵、罗世涛、
何菲琦、陈名涛；范亦玮、鲁红
婷、周春剑；庞茜月、周帆；贺
子龄、周芳、李旭、周恽鸿、周
春剑

28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8

王定雄、董梓铧、王磊、刘汶鑫
、李思兰；严先政、邓芙蓉、贾
会、邵谦、唐玉涛；李乐、谢俊
、梁娇；陈豪、蒋俊；郑雨菲、
冯瑞勇；周宏宇、陈豪；邓红莉
、项一洋；陈霞、项一洋、郭林
涵、齐雪筝、周恽鸿；刘金祥、
严雯、苏子洋、黄佳佳、王一；
廖阳阳、项一洋、何畅、周姿谷
、廖孙波；廖阳阳、项一洋、徐
宁橦、何畅、庞茜月；谢俊、段
忠尧、贺奕、范亦玮、代琪；郑
清爻、杨枝龙、陈豪；贺奕、宋
寒东、曾浩林、郭思锦、李欣
月；谢俊、项一洋、庞茜月、张
露婷、孟玥汶；林琳、王曦；白
杨、杨冰倩、朱樊；郭思锦

29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4

范亦玮、刘东方；贺奕、万雨叶
、刘金虎、于兵、郭思锦；陈胜
、孙晴、林敬钧、李继高、吴
越；周春剑、孙钰

30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5
刘杭、项一洋；周恽鸿、李继
高；刘星宇；马旭东；刘志宇

31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4
黄佳佳；刘志宇；张韵、郭林
涵；赵实、李子昂、雷湘懿

32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5

赵实、田可心、雷鑫怡；钟之、
柳秀瑞、薛晨雨；张世鏖、付瑶
、李富琳；贾会、刘杨；唐晶
波；张子璇；郑悦；贾会；邵谦
、王康；王一、庞茜月；薛千霞
、蒋玉莲；薛千霞、蒋玉莲；薛
千霞、蒋玉莲；黄佳佳；管程
玉；苏子洋、张宇；刘志宇；周
春剑；冯婷婷、周姿谷；魏安
娜；何畅、廖阳阳；李欣月；刘
志宇；严涛；刘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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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
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鲁红婷、罗世涛、王磊

34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
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成研

35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
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王康；王清军、梁娇

36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
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王曦

37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
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7
王清军、梁娇；王定雄；孙俊
芳；谢俊；李思兰；丁冬林；王
康

38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
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6
冷超霞、高博辰、许翔程；丁冬
林；林琳；刘汶鑫；成研；朱琳
、唐玉涛、陈豪

39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
新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范榆林、蒋启茂、易典学、杨昕
昊、杨东瀚

40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
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4

杨浦、张计春、杜健民；唐义超
、张一璞、李雷、王思佳、陈
杰；樊静、邱忠诚、李森才、孙
精灵、青建宏；鲁豪杰、杨成宇
、安家伟、游豪、袁梦佳

41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团
体)

1
易皓、张荣森、魏永杰、李喆裕
、李俊

42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一等奖 3 张荣森；李俊；魏永杰

43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易皓；李喆裕

44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三等奖 8
杜鑫；易皓；周童；李喆裕；张
荣森；王志远；钱程；易皓、张
荣森

45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朱先锋、陈龙、樊敏、王欢、何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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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黄培森、吕岳奋、甘绮龙、周颖
、魏艺涵

47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

全国三等奖 4

苟海滨、颜光、杨帆、唐文元、
张九疆；余双婷、孟吉红、毛莛
、唐勤；周青、李浩伟、张丽辉
、李恬、张志猛、唐上明；邹平
、谢蕊蔓、缑艳霞、袁海、陈杉
杉、李杰

48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王萍萍、邱月、李轩、王麟、杨
朝

49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孙圣鸿、曾红、曹敏、潘星成、
李明宴

50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三等奖 2
何珍、李平凡、柳月、唐林茂、
陈浩；王慧敏、白净、聂展鹏、
郭洋、刘思远

51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特等
奖

1
王萍萍、邱月、李轩、王麟、杨
朝

52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二等
奖

3

刘宣、唐玉虎、彭雪飞、潘冬妹
、沈宴；黄超、宁娇、雷豪、申
万洁、胡朝阳；马玉玲、戴萍、
王琪、税照伟、关欣

53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何光强、何峥纬、方卓钰、何燕
君、陈安琪、颜学芳

54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熊婷婷、杨洪、王良臣、杜伟萍

55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任璐欣、谢雨鑫、许凌霞

56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
科技邀请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熊婷婷、杨洪、王良臣、杜伟
萍；任璐欣、谢雨鑫、许凌霞

57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
科技邀请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杨天天、李雨贝、、杨文静、何
梦婷、罗芳；万文浩、杨凯、刘
蕊、郑鑫、王梓麟

58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
科技邀请赛

四川省三等奖 3
王枝、杨杰、张鑫磊；王伟、孟
元、李蕊、汤颖；何梦婷、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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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张心语、黄玉双、姚羽曼

60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西南赛区特等
奖

1 张心语、黄玉双、姚羽曼

61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西南赛区一等
奖

1 赵茂月、赵海、冯燕

62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西南赛区二等
奖

1 吴虹宇、张思征、陈曦

63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西南赛区三等
奖

14

王萍萍、郑冠祺、蔡文睿；魏皓
、向宇、李锐；唐明杰、沈宴、
左世华；刘艳、曾登忻、张韵
秋；罗瑶、何燕君、罗浩；王华
、徐迟、赵阳；杜芩、白净、王
慧敏；奉庆萤、刘怡、谢骊斯；
申万洁、赵娇、雷豪；梁益嘉、
王鑫、叶道平；王诗宇、张徐燕
、陈爽；何斌、王绪涛、周慧
敏；王苛名、荣杨佳、陈卓；许
闯、李黎、王祎涵

64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
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谢李鑫、张鑫、李聪

65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
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陈振东、陈福生、杨行；李明、
黄钰、曾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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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二等奖 1 陈兵、江开宝、王俊鑫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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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三等奖 2
陈兵、江开宝、王俊鑫；陈兵、
江开宝、王俊鑫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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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一等奖 1 陈兵、魏辰宇、刘宇聪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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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三等奖 7

何涛、张又中、陈东；燕泉霖、
甘昀、张鑫；郭婉莹、付佳新、
许嘉欣；江开宝、王俊鑫、罗鹏
磊；周易之、唐国根、潘超凡；
王文杰、谢腾、张建军；罗添翼
、李松运、杨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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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
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西南赛区二等
奖

2
黄自玲、甘森林、王永生；曹斌
斌、 刘杰、帅佳露

71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
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西南赛区三等
奖

8

罗洲、张志尧、吴尚键；杜亮、
彭文鑫、刘超；罗玉生、周子玉
、王力红；祁益韬、马俊、毛福
寿、彭文鑫；张经伟、黄治杰、
刘易民、周邓；韦力丹、翟芯宇
、帅佳露、史彩玉、张刚、胡晓
敏；张荣华、代永芳、李  靖、
罗  洲；彭媛媛、周志强、严兆
、李天鹏、柴林枫、陈毅钢

72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安维岳、陈龙、高婷艳；靳梓宁
、李浩杰、刘放平

73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4
刘李、朱倍仪、李宗蔚；彭媛媛
、周志强、严兆；黄从富、曾一
芳、吴宁；彭颖、郑丽佳

74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4

安维岳、陈龙、高婷艳；靳梓宁
、李浩杰、刘放平；刘李、朱倍
仪、李宗蔚；彭媛媛、周志强、
严兆

75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黄从富、曾一芳、吴宁；彭颖、
郑丽佳

76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4
陆帅良、张琬祺、冯春霞；宋铮
、陈健、陈伟；侯松、郭昌雨、
周凯；孔维坤、任启强、徐进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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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二等奖 5
伍德强；何涛；江开宝；刘宇
聪；夏熙林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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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三等奖 6
徐高瑞；罗鹏磊；谭金玲；王俊
鑫；王冠桥；周易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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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3

伍德强；何涛；江开宝；刘宇
聪；夏熙林；徐高瑞；罗鹏磊；
谭金玲；王俊鑫；王冠桥；周易
之；魏辰宇；陈一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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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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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0

向伟铭；张又中；张志凡；陈
铭；弋鑫；甘子邦；陈辰；燕泉
霖；孙铈崴；杨强；郭婉莹；张
鑫；陈东；甘昀；罗添翼；唐国
根；裴加辉；吴俊宏；李松运；
潘超凡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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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6

郭昌雨；曾碧唯；左浩；谭俊
杰；杨志平；付佳新；王艺霖；
杜晶；许嘉欣；庞学甫；杨俊
杰；谢腾；张建军；王文杰；李
忠袁；唐旭晖

82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9

周建民、李秀城、罗杰、牟文昌
加；焦博新、李晓东、许文斌、
匡珺洁；刘成、许磊、邵志翔、
王洪；王佳林、舒旺、刘令、何
宇峰、何海林；汪林玉、杨扬、
宋瑞林、杨磊、李洋、刘康、刘
博文、石小玉、阳彩霞、李维；
李斌、罗冰鑫、何鑫、上官博洋
、姜俊豪、罗靖；熊天宇、乔云
峰、孙义林、王飞跃；李志林、
彭豪、尹智锋、李建樑；贾子伟
、范雄、李政

83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8

胡海、吴家豪、石翊彤；焦帅峰
、周洋、张建新、曾钰、程涛、
彭元慧、曹洪、候光耀、秦昊
宇；周敏、黄龙、黄祺；席定、
应林志、黄益、刘瑜；张畅、范
雪琼、张其勇、刘跃林；方志勇
、万炳江、王兵；傅爻、夏婷、
王雅婷、蒋伟；黄月松、张乐、
李朝祥、罗宇阳

84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9

杨钰婷、孙定福、李俊良；钟宏
江、赵金行、岳强；李治明、余
家军、杨振羽；代鹏程、卢旭、
阮圣策；刘汉文、刘影、唐泽江
、白洋；胡佳宝、陈宇、张坤、
王剑泽；胡港、邱朝林、范伟；
代路、王翰文、李欣、罗敏；宋
瑞林、李雪、陈华飞、陈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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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8

申畅、权学良、郑卿；徐彦钧、
孙岩、杨雷；江枭宇、余昕、范
鹏举；杨沛衡、封正龙、安杰；
王飞跃、张嘉哲、蒋书奇；刘康
、刘童、顾向东；刘博文、汪林
玉、李茂银；李洋、陈玲果、钱
潇

86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8

焦帅峰、张建新、程涛；赵磊、
王青青、张栩豪；钟宏江、赵金
行、岳强；郭鹏宇、余伟、刘艺
璇；李建军、沈龙兵、李珂；熊
天宇、向晓、刘志强；王佳林、
舒旺、刘令；杨磊、杨扬、宋瑞
林

87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0

彭元慧、秦昊宇、方志勇；吴不
为、陈元科、袁海云；周洋、杨
振羽、余家军；田鹏、张梦真、
赖昶；向文、周磊、陈泽斌；刘
雪梅、丁帅、黄东；刘志强、张
航、阳彩霞；徐超翼、何颖、官
子超；上官博洋、姜俊豪、罗冰
鑫；潘超凡、王文杰、李雨情

88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创新创业电子设计
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周洋、余家军、杨振羽

89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创新创业电子设计
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周凯、赖杨培、韩韬

90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创新创业电子设计
大赛

西南赛区特等
奖

2
周洋、余家军、杨振羽；周凯、
于洺浩、韩韬、罗官容

91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创新创业电子设计
大赛

西南赛区一等
奖

3
曹洪、李志林、李建樑；焦帅峰
、王青青、赵磊；李浩杰、曹峻
铭、张国彬

92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创新创业电子设计
大赛

西南赛区二等
奖

2
秦昊宇、彭元慧、黄龙；王胜、
张悦颖、成春锦

93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刘康、陈玲果、李洋、杨扬、宋
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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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刘康、刘童、李洋、何鑫

95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西部赛区一等
奖

1 刘康、刘童、李洋

96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西部赛区二等
奖

2
李斌、李龙、何宇峰；王佳林、
舒旺、刘令

97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西部赛区三等
奖

2
罗冰鑫、上官博洋、姜俊豪；何
鑫、权学良、郑卿

98 电信院
“AB杯”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
统应用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唐磊、胡永佳

99 电信院
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

全国特等奖 1 王能、何鑫、罗靖

100 电信院
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

全国一等奖 1 宋瑞林、、庞胜兵、张乐

101 电信院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王飞跃、傅爻、熊天宇

102 电信院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
开赛

全国一等奖 9

杨扬、杨磊、林钰；汪林玉、李
茂银、宋瑞林；李洋、刘康、刘
童；刘博文、陈玲果、黄攀；张
涛、刘志旭、杨怡梅；刘雪梅、
刘志强、吴俊萌；张荣飞、程涛
、何颖；杨扬、杨磊、陈馨；陈
元科、吴不为、阳舒

103 电信院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
开赛

全国三等奖 4

徐超翼、奉榆杰、易中彪；陈鹏
、汪皓然、倪仁杰；邬世瀚、阳
彩霞、顾向东；王青青、赵磊、
韩超

104 材料院
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知识与
创新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罗煜林、杨刘、夏银平；徐姣、
邓雨菲、钟诗宇

105 材料院
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知识与
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熊万能、蒲德林；杨刘、钟诗宇
、夏洪颖、熊万能

106 材料院
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知识与
创新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肖棚、王园、夏银平、罗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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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陈晓平、任莉莎、易宏雨、杨欢

108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柴小松、李桓玉、胡帅、刘犇；
曾强、刘俐超、刘鑫慧、明柯
宇；姚繁锦、程菲、赵洪、蒲德
林

109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吴比

110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安俊秋

111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王涛

112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团
体

1 吴比、安俊秋、王涛

113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无损检测技能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周椤；江明晏

114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无损检测技能大赛
全国三等奖
（团体）

1 周椤、江明晏

115 材料院 ●四川省大学生材料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唐正超、郑永峰、吴凡、唐誉
豪；梁诗涵、蒋毓蔓、邓钦文、
黎先哲

116 土建院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王磊、彭靖宇、马枭

117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杯”
BIM工程算量大赛

全国三等奖
（团体）

1 吴振川、罗婷、沈成旭

118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杯”
BIM工程算量大赛

全国一等奖
（单项，水电
安装计算）

1 吴振川、罗婷、沈成旭

119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杯”
BIM工程算量大赛

全国一等奖
（单项，施工
成本管理）

1 吴振川、罗婷、沈成旭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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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二等奖
（团体）

1 彭杰霖、刘洪佳、陈逸飞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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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一等奖
（单项，项目
管理沙盘）

1 彭杰霖、刘洪佳、陈逸飞

122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全国特等奖
（测量程序设
计）

1 赵茂帆、刘静

123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全国一等奖
（团体）

1
吴滔、佘杰、刘治成、李俊、赵
茂帆、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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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数字测图）

1 吴滔、佘杰、刘治成、李俊

125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二等水准测
量）

1 吴滔、佘杰、刘治成、李俊

126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李敏、孙义林、崔兴洁、彭伟
豪；胡鹏飞、钟彬、周桐、翁烨

127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5

李敏、孙义林、崔兴洁、彭伟
豪；胡鹏飞、钟彬、周桐、翁
烨；李敏、孙义林、崔兴洁、彭
伟豪；胡鹏飞、钟彬、周桐、翁
烨；袁国玉、曾陈浩

128 土建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
能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袁国玉、曾陈浩；李红霞、郑世
红

129 土建院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
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李娴、漆琦、吴振川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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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一等奖 4

周辉、蔡雨昕、雷钰；蒋文杰、
吴创、杨岚；闵永夫、朱芷艺、
廖乙林；向伟铭、范德会、高星
宇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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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二等奖 4

杨川、卢雅欣、李蜜悦；秦宏伟
、李萌、赵薇；张玲、冯仁秀、
汪夕宇；王田多奕、李龙、贾森
林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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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一等奖 1 周雨、刘雪梅、孙龙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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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二等奖 7

杨萍、蒋雪章、肖香；宋宇辉、
魏强、吴傲；汪俊臣、文书琴、
王永生；李海阔、康芸玮、白
强；刘里宵、唐婵、江鑫；高雷
雨、黄科翔、敬丽丽；袁可、郎
威诚、朱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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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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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三等奖 4

王晓慧、郑永峰、张唯怡；胡顺
、唐杰鸿、张育航；孙彭利、刘
艳慧、任虹雨；陈治宇、陈杜财
、杨晨

135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许珊珊、杨玉欢、张孝明

136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舒俊华、尹蕗、张洪荣；卢凡、
曾小杰、沈阳

137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全国三等奖 8

王亚臣、孙彭利、朱芷艺；谢莞
、马雪泽慧、马众望；雍雪、马
雪雯、余慧；王江艳、魏雪茹、
周辉；李艳、高秀容、张茜；杨
萍、蒋雪章、肖香；唐乙芳、何
婷、李屹；白强、李海阔、康芸
伟

138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一等奖 1 陈杰、宁学文、蒲岍岍

139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 4

冯仁秀、白强、康芸玮；廖小瑶
、邓国力、李博；杨玉欢、吕雪
、汪浩然；李海阔、曾小杰、彭
靖宇

140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5

秦曼、王江艳、王鹏程；许珊珊
、谭兵、石静；王振冰、范德会
、吴昊强；宋尉嘉、钟源珂、亢
译羚；金桂先、袁可、郑婷

141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王周哲

142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暨四川
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张宇

143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暨四川
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8
马瑞；伏中国；徐杨欢；蓝海
浪；高峰；何志恒；罗钦；冯仁
秀

144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暨四川
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6

王忠秀；位子璇；张文豪；钟正
顺；左芸裴；祝武利；吴凯；罗
忠；李兵川；易中彪；宋豪林；
安金彪；杨天一；谌礼涛；王周
哲；何松杰

145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全国一等奖 1 陈劲松、张翅翔

146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全国二等奖 1 陈渝、徐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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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全国三等奖 1
陈及鸿、李益彰、徐扬扬、何星
辉

148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物理竞赛暨西南
石油大学“探索杯”大学生物
理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王翰文、陈玲、杨闽

149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暨
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全国三等奖 3
胡云生、刘馨月、许艺珍；林磊
、余秀玲、尹佩文；敬俊林、张
进、董凯伦

150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暨
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陈聪、董凯伦、王杰；敬俊林、
张进、王名鑫

151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暨
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余秀玲、尹佩文、刘馨月

152 工训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
能力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9

李宗治、康位刚、杨闽；罗旭东
、袁烨平、杨博文；张全清、龙
有红、陈宇杭；李国鹏、黄宁堃
、张琴；王根、周星星、张鹏；
吉克拉一、罗豪、罗颖；夏有强
、赵泓宇、王茂；杨超、杨彪、
陈加豪；邹洪、刘业鹏、刘云
波；张荣森、王志远、唐林峰；
张洪春、汤滨瑞、陈梓格；张瑞
、王其琛、王雨晴；黎德才、万
松、杨卫；王涛、陶波、吴艳
萍；王彬帆、刘东、许可易；赵
金行、鲁豪杰、蒋伟；周飞、游
豪、罗培丰；周建民、李秀城、
罗杰；胡海、石翊彤、吴家豪

153 工训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
能力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魏永杰、张鑫、李言希；李洪宇
、任凯杰、刘汉文；张涛、王艺
、乔云峰

154 工训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
能力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5

李泽良、姜文浩、王燕飞；胡海
、李治明、黄龙；程基彬、彭斌
、李秀城；焦博新、李晓东、许
文斌；刘成、许磊、邵志翔

155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慧鱼组）

四川省一等奖 4

王艺、余丰艺、李钱忠、车宏
鑫；张涛、李高旭、许富强、肖
开喜、肖毅；李雷、唐义超、王
思佳、段建康、梁蓝月；杨松、
贾英崎、文金川、王松、王洪

156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3

罗豪、吉克拉一、陈馨、赵博伟
、杨吉鑫；黎德才、朱红梅、王
周周、齐志鑫;王艺、余丰艺、李
钱忠、车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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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3
付龙、唐小刚、乔栋；黄宁波、
胡涵、余攀、华强、周雷;张涛、
李高旭、许富强、肖开喜、肖毅

158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5

罗豪、吉克拉一、陈馨、赵博伟
、杨吉鑫；黎德才、朱红梅、王
周周、齐志鑫；付龙、唐小刚、
乔栋；黄宁波、胡涵、余攀、华
强、周雷；匡珺洁、徐召强、蔡
文博、石彦坤、吴俊萌

159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王涛、陶波、蒋修浩、肖珣周、
袁思齐；苟林、邓立文、唐经纬
、申畅；官杨、付浩、王梓凌、
陆家标、付林

160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王彬帆、刘东、郑伟、吕维、王
祥

161 工训中心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
开赛——工程越野项目全地形
赛

全国一等奖 2
周建民、唐家辉、陈信良；谢晨
、彭斌、程基彬

162 工训中心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
开赛——工程越野项目全地形
赛

全国二等奖 2
牟文昌加、陈志、鲁豪杰；王成
杰、文书琴、胡海

163 经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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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三等奖 2
王丰；文馨、易小风、李美淋、
刘小钰、谌泰宇

164 经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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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一等奖 3
王丰；文馨、易小风、李美淋、
刘小钰、谌泰宇；吴志雄、孟泽
达、黄治洪 、李杨俊迪 、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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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经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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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二等奖 8

易志宇、陈雅婷、廖静、易刚希
、熊小预；蒋修浩、何思思、蔡
云红、肖珣周、张忠义；柴静静
、安文瑶、杨海燕、陶德洁、李
彦佩；杨敏、亢译羚、张铭洋、
刘晓琪、钟源珂；刘中枚、田瑶
、邓志鹏、刘曼琴、段林；侯金
彤、蒋慧、王力、魏玉淼、孟凡
琦；杨景皓、蒋茹芬、张潇嫱、
徐超、赵文豪；张诗雨、宋雨阳
、罗瑶、陈仁杰、程健峰

166 经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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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三等奖 14

杨诗媛、黄金、冯夏雨、蒲美
齐；余霞、李平、周琪、唐光圣
、孙德润；刘小钰、刘敏、赵旭
东、刘芳、张宽；刘关飞、郑永
峰、蔡彦楠、刘小钰；胡海勇、
严丹妮、李天鹏、袁亮、方铖
辉；古训龙、蓝康宁、荣文涛、
帅维维、康敏；张柯欣、文欢、
唐文彬、代娟；乌舒蕾、陈付
羽；李仁强、李凯、曾泽武、范
佳林、刘元；唐静、刘念、伍玉
君、靳梓宁；幸鑫、翁远刚、黄
文雯、叶挺、赵国亮；李浩杰、
陈宣锦、王胜、孙凯、孙浩腾；
徐铭、马粉丽、周星宇、王选；
袁琪、王林雅、雷阳玻、李劲宇

167 经管院
“会计乐杯”全国大学生财会
职业能力挑战赛

全国一等奖 2
王星月、牟艳秋；伍玉君、相天
啸、王思雨

168 经管院
“会计乐杯”全国大学生财会
职业能力挑战赛

全国二等奖 1 蒋镇夏、何茜、石珊瑞

169 经管院
全国高校外贸单证岗位（电子
化）技能大赛

全国团体一等
奖

1 庞凡薇、邱维、邹芸、郁俊豪

170 经管院
全国高校外贸单证岗位（电子
化）技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庞凡薇；邱维

171 经管院
全国高校外贸单证岗位（电子
化）技能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邹芸；郁俊豪

172 经管院
●全国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
营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ERP沙
盘模拟经营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赖晶、相天啸、丁浩、沙马羽茜
、张玉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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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经管院
●全国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
营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ERP沙
盘模拟经营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赖晶、相天啸、丁浩、张玉昭、
武璇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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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一等奖 2 曾瑞、栾亚飞、丁浩；周云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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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二等奖 2
赵乾坤、崔裕昌、陆柯江；苏洋
洋、李雨蔚、黄启杰

176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
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刘越崎、李欣越、李宇涵

177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
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杨鑫巧、杨睿宣、谭诗语；程丹
丹 、魏可、李林娟

178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
贸易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王洁、王菲、王阳、刘孟晋、张
钰涵、何俞杰、李银、舒航

179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张瑞；伍玉君

180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营销策划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5

杨易倩、李元昊、张凯玲、龚倩
倩；伍玉君、唐海燕、余慧翎、
罗小钰、李福会、杨嘉丽；牟艳
秋、董璇、李嘉韩、刘万鹏、翟
悦；李鹏鑫、张云淼、邱宇、刘
畅、罗进瑶、税琳；毛玉兰

181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营销策划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7

魏玉淼、王亚龙、李璐婷、侯金
彤、孟凡琦、李家振；周琪、余
霞、刘敏、文艺、鄢伊婷；顾亚
婷、董虹佩、崔中欣、冯双双、
龚倩、邓容；吴丹、于甜甜、王
霸、张毓、魏霞、江煜婷；苏慧
、胥仙敏、李伟、谭宇佳、魏琴
、杨文雯；胥棕斌、杨潇、梅依
、李金津；贺昊、冯朝阳、陈俊
华、周乐婧、兰曚、左静

182 法学院
全国高校海洋法模拟法庭邀请
赛

全国三等奖 1
段汶妤、杨斯涵、黄浩原、刘相
君、邓琼、王庆恺

183 外语院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特等奖 2 吴禹雄；罗东隅

184 外语院 全球俄汉翻译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黄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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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外语院 全球俄汉翻译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周一钦

186 外语院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钟韬

187 外语院 ●四川省大学生英语挑战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夏嘉敏

188 外语院 ●四川省大学生英语挑战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陈军朋；廖明玥

189 外语院 ●四川省大学生英语挑战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朱雪莲

190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演讲赛四川赛区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龙玟月；

191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辩论赛

华西赛区三等
奖

1 卢泓佳、吴畏

192 外语院
四川省百万同题高校英语写作
大赛

四川省特等奖 1 谢君彤

193 外语院
四川省百万同题高校英语写作
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黄祺

194 外语院
四川省百万同题高校英语写作
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陈军朋；贺港国

195 外语院 “通译杯”四川省翻译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5

赵玉蓉、郑涵予、文昊鑫、龙玟
月、彭若竹、吴茜、陈军朋、樊
芸、梁雪、吕梦颖、乔霞飞、廖
明玥、余艾蔓、杜金秋、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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