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机 械 工 程 学 会 铸 造 分 会 
“永冠杯”第二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评审结果公告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机械

工业教育协会、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单位主办的“永冠杯”第二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于 2010
年 10 月在杭州正式启动以来，得到了有关院校的积极响应与支持，经过近半年的工作，有 33 所学校的 191 份

工艺方案进入了决赛阶段。决赛阶段的评审工作于 2011 年 4 月 17-21 日在江苏溧阳市举行。 
与首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在参赛院校和参赛作品的数量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参赛院校由 24 所增加到

33 所，进入决赛作品也由 76 份增加到 191 份，参赛作品的质量显著提高，参赛人员明显增加，第二届大赛参

赛学生已达 655 名，指导老师达 158 名。 

大赛评审工作由大赛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评审委员会由各参赛学校代表、铸造行业专家等组成。评

委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评阅，对参赛作品按照对零件的理解和分析、铸造工艺设计水平、铸造工艺设

计手段、工艺文件编写质量等四个方面给出评分，最终评出：本科生组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23 个，三等奖 47
个，优秀奖 70 个；研究生组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7 个，三等奖 15 个；优秀奖 21 个。 

 

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本科生组一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沈阳工业大学 高双、曲荣韬、丁文忠、谢禹、程志刚 李润霞、于宝义 

2 华中科技大学 王颖东、周超、张佩佩、杨帆 樊自田 

3 太原科技大学 张少侠、滕龙、覃敢、顾明、张帅 王荣峰、武建国 



4 沈阳工业大学 李骥、王焕博、王小峰、薛丞丞、袁德滨 白彦华、王瑞春 

5 兰州理工大学 何蕴、胡昌鹏、魏永昌、郭博文 李亚敏、刘洪军 

6 吉林大学 吕一鸣、马望、汪晓勇、孝承哲 王金国 

 

本科生组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河南科技大学 崔欢、陈亚飞、崔利可、路王珂 王爱琴、陈慧敏 

2 黑龙江科技学院 尹鹏飞、梁万福 毛新宇、徐家文 

3 佳木斯大学 李文龙、万玉龙、洪光 荣守范、郭继伟、朱永长 

4 太原科技大学 黄金亮、董朝军、刘正俊 王荣峰、李秋书 

5 大连理工大学 李佳、段传成、陈雅超、郭春霞 王同敏 

6 华中科技大学 庞全全、王祖阳、黄彬、白东、胡晨晨 董选普 

7 山东建筑大学 于冠冲、郭少磊、查玉龙、楚洪洋 赵忠魁、刘喜俊、王桂青、张普庆 

8 太原理工大学 马涛、侯亚红、王振强、李蔚 许春香、游志勇 

9 沈阳工业大学 陈云龙、于波、林琳 毛萍莉 

10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赵天应、张鹤军、涂佳才 范宏训、曾大新 

11 贵州大学 李威、董百波、文厚林、王学彬、陈启鹏、杨雪 申荣华、彭和宜 

12 南昌航空大学 万昆 卢百平、张守银 

13 华中科技大学 张洲、涂进秋、童旭航、汪光亮 廖敦明 

14 华中科技大学 罗志仁、安兴运、梁吕捷、陈帅锋、邓谷宇、张骁丽 董选普 

15 华中科技大学 张建满 吴志超 

16 吉林大学 李进彪、杨治政、王佳楠、孙明体 王金国 

17 江苏大学 郭海斌、王江连、马铭泽、康鹏 贾志宏、徐桂芳 

18 重庆大学 宋彦丞、马强、陈杰、黄治勇 赵建华、谢卫东、何乃军 

19 黑龙江科技学院 王海峰、邬宏伟、修国冰 毛新宇、梁维中 



20 大连理工大学 金辉、刘晓迟、冯晓飞、孙立野 段玉平 

21 黑龙江科技学院 杨琪、邵春望 梁维中、毛新宇、王振廷 

22 河南科技大学 宋波、林耀华、温鑫田、刘明亚 宋延沛、上官宝 

23 湘潭大学 顾才鑫、王泽辉、颜明、于向楠 董文正、林启权、杨彩萍、李应明 

 

本科生组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江苏大学 李娓娓、罗远根、胡玉洁、冀芊慎 贾志宏、傅明喜、郑成琪 

2 山东大学 贺博博、黎友愉、刘阳、张虹、张虎 韩建德 

3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宗慧、胡蓉、高明磊、徐伟 王建民 

4 大连交通大学 许睿 艾秀兰、刘桂林 

5 华中科技大学 王少平、王瑞、罗旭恒、罗辉、勾路路 周建新、彭江英 

6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吴旭玲、王子玄 于贇 

7 南昌航空大学 李海波、陈胜娜 熊博文 

8 山东理工大学 张龙、李文龙 盛文斌、陈宗民 

9 河南科技大学 邵啊新、聂雁钊、吕宁、孔计旭 张国赏、王悔改 

10 华中科技大学 谢璐、唐景、郭禅 蔡启舟 

11 攀枝花学院 肖沅均、王彬伍、胡龙奎、王波 周洪、王军 

12 合肥工业大学 曾祥光、孟丽芬、李伟 王建民、贾鲁、朱中稳 

13 贵州大学 张燕、张家龙、陈浪、马庆平、许燕飞、刘传盛、张世雄 申荣华、陈朝东 

14 福州大学 刘绿杉、赵志光 何福善 

15 江苏大学 田生、任丹、姚天禹、杭杰 傅明喜、贾志宏、郑成琪 

16 华中科技大学 喻苗、童号、唐轩 廖敦明 

17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小元、辛颖、王刚强、杨普森 王建民 

18 河南科技大学 黄克豹、李冲、楚栋、冷文才 王悔改、宋延沛 



19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吴德权、龚锐、周盼 范宏训、唐正连 

20 大连理工大学 孙敏、黎铭坚、陆秋如 宋刚 

21 山东大学 张勇、王超、同少华、沈辉 田学雷 

22 合肥工业大学 张文进、王丽栋、周瑞 王建民、贾鲁、朱中稳 

23 大连理工大学 高凌翀、王金龙、齐鑫、钟星、侯得龙 刘兵、张红哲 

24 佳木斯大学 文桂涛、宋高奎、姜琳 郭继伟、荣守范、王红英 

25 昆明理工大学 漆晨进、刘进喜、李冠成、刘洋赈 卢德宏、黎振华 

26 昆明理工大学 郭发荣、尹鹏祥 张希俊 

27 哈尔滨理工大学 罗佳鹏、王凯锋、赵思聪、张守伟 王丽萍 

28 山东建筑大学 宋东园、王昌学、孔祥武、刘昭 刘喜俊、赵忠魁、张普庆、王桂青 

29 华中科技大学 张东桥、王文 廖敦明 

30 大连理工大学 赵建斌、王雪松、关铁军 郝海 

31 江苏科技大学 唐虎 刘宁 

32 河南科技大学 张云博、摆玉虎、张勇、张超 陈慧敏、王爱琴 

33 合肥工业大学 胡金亮、陶诗波、高广权 王建民、贾鲁、朱中稳 

34 河南科技大学 安申涛、蔡建明、郭松亮、胡智菲 上官宝、陈慧敏 

35 华南理工大学 柯昕佑、李庆 赵海东 

36 华中科技大学 刘俐、段建、李帅、陈志超、顾彬 李金友、张祥林 

37 佳木斯大学 侍波、宋经伟、吴闽越 尹东松、郭继伟、张成军 

38 河南科技大学 刘逸、鲁淋淋、李士豪、李冠军 陈慧敏、张国赏 

39 山东理工大学 王玲儿、申加友、曹俊杰 翟慎秋、盛文斌、陈宗民 

40 攀枝花学院 姜镇红、谢波、管文 周洪、邹建新 

41 贵州大学 田晶、周加冬、汪希奎、田莎莎、王平 申荣华、姜云 

42 山东理工大学 朱占彬、郝占喜 盛文斌、陈宗民 

43 合肥工业大学 李纪龙、王杰、刘洋 王建民、贾鲁、朱中稳 



44 昆明理工大学 胡良飞、漆庆龙 丁恒敏 

45 兰州理工大学 谢军太、朱家华、赵国贵、周兆伦、赵蛟龙 苏义祥、黄建龙 

46 山东理工大学 刘吉利、王庄 盛文斌、陈宗民 

47 华中科技大学 王乾、杨益贤、苑云辉、李鹤 吴志超 

 

本科生组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吉林大学 秦鹏、陈国清、王瑞冬、边天军 赵宇光 

2 大连理工大学 邹清川、曹志远、张伟 谭毅、王同敏 

3 沈阳工业大学 梁祎迪、王宇、邬天赐、张鹏 于兴福 

4 沈阳工业大学 王宸、牛磊、杨九龙 李强 

5 华中科技大学 吴晓剑、许锦康、李甫易 董选普 

6 贵州大学 符静枫、皮正睿、吴远发、项琳、岳国邦 彭和宜、申荣华 

7 大连理工大学 劳瑞杰、王禹、刘华阳、王锐 曹志强 

8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陈一磊、蒋诚、程大伟、郑伟、吴牵 张元好、范宏训 

9 大连理工大学 于淼、颜妮、张铓、谭亦旻 刘兵 

10 大连交通大学 胡大川 杨军、闻竹 

11 大连理工大学 石杨、杨添淏、王博、陈秋实 马红军、李廷举 

12 昆明理工大学 陈佳文 丁恒敏 

13 昆明理工大学 李继锋、赵庆武 张希俊 

14 昆明理工大学 彭涛、唐玉荣、李开顺、赵显辉 黎振华、卢德宏 

15 兰州理工大学 杨渭鹏、赵霞霞、张永福、李毅良 刘洪军、李亚敏 

16 大连交通大学 李玉龙 艾秀兰、阎志明 

17 大连理工大学 童强、殷晨亮、陈鑫、王允、刘建松 卢一平 

18 湘潭大学 刘亮、袁涛、杨威、李祖福 林启权、董文正、杨彩萍、李应明 



19 合肥工业大学 杨栋、李君、徐良 朱中稳、王建民、贾鲁 

20 大连理工大学 张峻嘉、田誉、尹雪琳 姚曼 

21 大连理工大学 温家林、魏赛堂、张金豹、朱帅 刘兵 

22 吉林大学 程光华、刘昊、吕萌萌 赵宇光 

23 吉林大学 张宏强、陈鹏、黄一鸣 赵玉谦 

24 大连理工大学 赖屾、罗佳明、张飞、李萍、徐姣 王旭东 

2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吴顺通、贾娜姿 吴士平 

26 河南科技大学 张建杰、郑磊、王亚军、张洋波 宋延沛、王悔改 

27 大连理工大学 高天胤、李明宇、李天衣、程辰 段玉平 

28 大连交通大学 庞立岩、谭洋 杨军、王飞宇 

29 沈阳工业大学 黄照官、康成、刘桐宇 于兴福 

30 河南科技大学 侯贵雨、胡邦东、史亚丽、杨续华 王悔改、上官宝 

31 大连理工大学 于皓、张凌峰、刘逸群、匡贤誌 卢一平 

32 华中科技大学 刘启涛、肖金华、公伟、黄小川 吴树森 

33 山东理工大学 张桂华、赵庆达、宋磊 盛文斌、陈宗民 

34 攀枝花学院 柏林才、甘小亮、王松、刘海 周洪、杨成 

35 山东理工大学 白枭龙、杨茂德 盛文斌、陈宗民 

36 大连交通大学 关晓强 肖殿照、杨莉 

37 大连理工大学 宋明俐、武晓静、李静、阿丽娅.克里木 王桂芹 

38 福州大学 李兆祥、蓝健毅 何福善 

39 黑龙江科技学院 施昌海、孙磊 梁维中、毛新宇、徐家文 

40 昆明理工大学 赵建伟、李雪 丁恒敏 

41 华中科技大学 李一昭、罗帆、窦宇、刘玉杰、李龙 罗云华 

42 兰州理工大学 窦建文、周宏伟、邵庆丰、何伟 肖荣振、王智平 

43 大连理工大学 逯璐、周鹏、王吉章、曾伊琪 陈国清 



44 上海大学 方静、陈思悦、洪晓露 杨弋涛 

45 大连理工大学 王锐、耿丹华、刘宜萱 李廷举 

46 大连理工大学 王闯、吴沁柯、刘欢、李霜、李晓翠 张兆栋 

47 江苏大学 陈晓旦、王鑫雨、王文超、季超、汤志鹏 贾志宏、傅明喜、郑成琪 

48 沈阳工业大学 李胜勇、张亮、杨耀华、谷博、佟艳娇 黄宏军 

49 沈阳工业大学 罗倩倩、王赛、安宏宇、郑宏强 于宝义、李润霞 

50 大连理工大学 杜秋、曲德舜、戈占伟、黎小楠 周文龙 

51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柯丽、金立立、曹清、杨晨、唐丹 袁有录、范宏训 

52 攀枝花学院 彭文俊、邹勇 周洪、王能为 

53 福州大学 刘志丹、罗斌 王连登 

54 华中科技大学 徐健、刘勇、陈东升、屈亚奇、王曼、金瓯立 廖敦明 

55 昆明理工大学 张毅、肖聂斌 丁恒敏 

56 大连理工大学 张海林、刘孟千、赵雄升 陈国清 

57 大连理工大学 王宇辰、房云龙、闵锐 姚曼 

58 华中科技大学 苗昰、肖瑶、刘辉 蔡启舟 

59 吉林大学 李鹏、王汉扬、蒋朝东、邹莹 周宏 

60 华中科技大学 朱亮、闫聪、金龙、欧定明、凌云、冉锐杰 吴志超 

61 华中科技大学 方进、王海涛、张盼、许超、倪长江 董选普 

62 河南科技大学 张心龙、张鑫、袁泓晔、周鹤 王爱琴、张国赏 

63 大连理工大学 蔡帛原、姜楠、杨帅、王宇辰 贾非 

64 河南科技大学 翟新飞、张帅强、张丹、朱鹏飞 上官宝、宋延沛 

65 华中科技大学 李洋、蔡昊、王旭、张展晨 董选普 

66 福州大学 陈栋、翟亚娟 王连登 

67 福州大学 华邹东、林海洋 王连登 

68 佳木斯大学 王广洲、刘鑫、徐鹏 荣守范、尹东松、孙鹏飞 



69 大连理工大学 卢尚健、李智斌、许正斌 陈国清 

70 大连理工大学 李沐、齐艳阳、杨阳 董红刚 

 

研究生组一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理工大学 李作为、芦国强 郝海 

2 江苏大学 陈学美 王雷刚 

 

研究生组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锌、王昱、张可召、潘毓滨 田竞 

2 重庆大学 周芝龙、何健、王亚军、侯钊 赵建华 

3 河南科技大学 方明、高存贞、王书利、张长涛 王爱琴、谢敬佩 

4 太原科技大学 潘强、朱亮、赵红乐、艾金强、管艳杰、王超星 王录才、游晓红、王芳 

5 沈阳工业大学 李琦、教富川、王钟声、吴雪丰 于宝义、李润霞 

6 大连理工大学 宋迎德 郝海 

7 南昌航空大学 熊旭、邹勋 严青松、芦刚、张守银 

 

 

研究生组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吉林大学 初国凯 王金国 

2 沈阳工业大学 于成超、姚博、姜憧、曹志佳  白彦华 

3 河南理工大学 陈立林、郑喜平、胡玉昆 米国发、历长云、郭淑琴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小宇、韩宝帅、张洪雪、李飞 吴士平 

5 贵州大学 张玉波、李文凤、张俊文、王方平、吴彦文、杨建强 陈之奇、申荣华 



6 佳木斯大学 周海涛、唐佳 荣守范、郭继伟、沈大东 

7 华中科技大学 刘瑞丽、刘昕、易娜、周晓光 叶升平 

8 上海大学 徐京,熊杰、胡志军 杨弋涛 

9 华中科技大学 程鲁、马戎、王文俊 董选普 

10 河南科技大学 冯志明、李宁波、李君峰 宋延沛 

11 华中科技大学 李玉洁、魏庆强、樊涛、潘振华 蔡启舟 

12 上海大学 郭远益、梁冬、张卫鹏 杨弋涛、翟启杰 

13 河南科技大学 时晓飞、赵振凯、魏雪 宋延沛 

14 贵州大学 张锋、王孝国、冯睿、白彦超、陈流、吴康平 黄放、梅益 

15 清华大学 张伟 熊守美、方健儒 

 

研究生组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交通大学 王鑫、张颖、裴志勇 杨军、陈美玲、张英波 

2 沈阳工业大学 霍成鹏、梅强、董媛、袁国涛 毛萍莉 

3 华中科技大学 刘富初、宗晓明、余少强、李雪洁 樊自田 

4 华中科技大学 申恩强、史振忠 樊自田 

5 华中科技大学 柯吟霙、吴进、雷鸣、吴凡、王飞、熊康 吴志超 

6 河南科技大学 任艳艳、崔超鹏、段素红、简学全 张国赏 

7 合肥工业大学 孟兆亚、张旭 王建民、贾鲁、朱中稳 

8 华中科技大学 陈伟东、袁贝、孙凌宇 廖敦明 

9 昆明理工大学 纪升伟、刘瑶、陈志辉、隋育栋 黎振华、卢德宏 

10 昆明理工大学 张铁桥 丁恒敏 

11 昆明理工大学 周棣华、符龙、陈秋林、明超、周诚岩 张希俊、李莉 

12 大连理工大学 吴迪、杨通、毛庆凯 姚山 



13 上海大学 杨燚平、计天予 杨弋涛 

14 吉林大学 马国 刘耀辉 

15 华中科技大学 黄海波、杜二虎、于涛 樊自田 

16 大连交通大学 戴红、王鑫 刘赵铭、艾秀兰 

17 沈阳工业大学 王国欣、安帅杰、刘静 王峰 

18 华中科技大学 董长春、许威、朱晓航 廖敦明 

19 华中科技大学 戴维、谭玉雯、许豪劲、吴晗、卢新友、王行涛 吴树森 

20 华中科技大学 夏佳君、吴锟钰、虞康、刘龙飞、李世钊 万里、吴志超 

21 大连理工大学 赵枢明、焦中飞、李志博 姚山 

 

特此公告。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