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冠杯”第三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评选结果公告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教育部高等学

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沈阳铸造研究所等单位发起主办的“永冠杯”第三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于 2011 年

6 月在辽宁大连启动以来，得到了一些院校的积极响应与支持，经过各参赛学校的积极组织和精心准备，有 37 所学校的 210
份工艺方案进入了决赛阶段，其中，本科生作品 164 个，硕士研究生作品 46 个。共有 754 名学生参加了本届大赛。决赛阶

段的评选工作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 
本届大赛评选工作由大赛评选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评选委员会由各参赛学校代表、铸造行业专家等组成。评委会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组织原则，制定了评选办法。大赛组织者对进入决赛阶段的全部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的审查，使参评作

品中作者个人信息和参赛单位信息满足一致性，保证了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在评选工作中，根据大赛指定的 6种零件，评委

被分成 6个评审组，并对各组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评阅。评委们根据参赛者对零件的理解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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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评出各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本科生组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太原科技大学 王宇君、赵明松、张孟琪、石岩 王荣峰 

2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大伟、马俊杰、王进锋、孙志东、张宏民 王建民、曾怡丹 

3 大连理工大学 段传成、陈雅超、刘宜萱 王同敏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兆龙、许鹏宇、王佳、杨微 徐丽娟、肖树龙 

5 吉林大学 王邦勇、秦鑫冬、魏阿娟、黄柏敏 王金国、郭威 

6 沈阳工业大学 邬天赐、王家文、梁祎迪 白彦华 

7 太原理工大学 颜洪明、张文磊、柴建美、杨红娟 韩富银、杨文甫 

 
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贵州大学 董百波、娄玉滔、韦大往、何建春、平水靖 申荣华、陈之奇 

2 黑龙江科技学院 杜景彤、赵胜利 毛新宇、梁维中、王振廷 



3 兰州理工大学 胡瑛、齐伟利、赵云志、钱晨辉 苏义祥、肖荣振 

4 吉林大学 陈捷、陈苇、王相国、李丹丹、郝雨 王金国、王慧远 

5 山东理工大学 李计明、宋大伟、张衍军、吴康俊 盛文斌、陈宗民 

6 沈阳工业大学 王赛、张磊、唐萌、张子慧、鲁博智 李润霞、于宝义 

7 沈阳工业大学 刘晨、龙海燕、 张峰、王松伟、孙士杰、王铭源 王峰 

8 黑龙江科技学院 苗乾坤、顾红亮 梁维中、毛新宇、王振廷 

9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张罗、赵杰峰 范宏训 

10 重庆大学 冯国卫、蒋煜、齐文 王开 

11 江苏大学 白伟伟、何磊、郭海龙 傅明喜、郑成琪 

12 太原理工大学 何冬、王振强、刘阳、王伟伟 许春香、游志勇 

13 贵州大学 杨雪、朱杰、朱凯、沙琦闳、曹华、梅小琴 申荣华、李晓棠 

14 佳木斯大学 王麒光、杨丽、李俊生 荣守范、王红英、秦相阁 

15 内蒙古工业大学 高延鹏、刘宇航、方亚妮、王皓 王建民、李小飞 

16 兰州理工大学 胡婷、韩海定、罗敬平、穆成成 阎峰云 

17 南昌航空大学 单保杰、黄昊 蔡长春、熊博文、卢百平 

18 江苏大学 张瑞、古丽帕日•尼加提、依帕尔克孜•吐尔洪、吐尔孙娜依•吐尔洪 贾志宏 

19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许健、蔡海波 于赟、李小平 

20 内蒙古工业大学 韩杰、谢利明、王鹏、魏东、康瑞 王建民、刘向东 

21 佳木斯大学 杨帝、姜利伟、沙文龙 荣守范、郭继伟、张敬强 

22 合肥工业大学 刘杰、吴跃、姚彭彭、钟瑶瑶、王 梅 王建民、贾鲁、何顺荣、苏勇 

23 黑龙江科技学院 雷黎、宋道挺 梁维中、毛新宇 

24 山东大学 田延荣、王志峰、陈鹏 田学雷 

 
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丁锐、李杰、周扬  肖树龙、徐丽娟 

2 合肥工业大学 张凌川、杨超、路腾腾、杜承信 贾鲁、王建民、何顺荣、苏勇 

3 太原理工大学 王妍、王福海、王康技、张新娜 王红霞、张金山 

4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童鹤 于赟、雷卫宁 

5 山东大学 万海云、陶进威、梁建华、鲁子龙、李阳 郑洪亮 

6 南昌航空大学 王涛、赵孟辉、江萍萍 芦刚、严青松 



7 大连理工大学 郭晓亮、王晗、郝建宇、蔡秋菊 郝海 

8 太原科技大学 任玉芹、高俊岭、廖维中、蒋欣 王荣峰 

9 江苏大学 张丽、苗旭月、张弛、刘发强 贾志宏 

10 沈阳工业大学 康成、王宇、黄照官、刘飞 白彦华 

11 大连理工大学 陈慧渊、王琦林、王斌斌 郝海 

12 太原科技大学 刘瑞朋、李彩燕、耿雪峰 王荣峰 

13 太原科技大学 赵浩、赵学、韦宗余、鲁茂波  王荣峰 

14 沈阳工业大学 李光宇、孙锋、刘宏兴、李平林、付兵 李强 

15 华中科技大学 张洲、童旭航、方阳 万里、廖敦明 

16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锋、卜红强、杨永清、吴润梅、张慧 王建民、李小飞 

17 贵州大学 符静枫、项琳、吴远发、皮正睿、曹中发 彭和宜、黄放 

18 大连理工大学 孙敏、余晴、宗硕、孟浩 曹志强 

19 南昌航空大学 姜仕林、黄辉煌 卢百平、熊博文、蔡长春 

20 兰州理工大学 杨海龙、闫欢欢、蔡笃浩、张九零 路阳、冯力 

21 上海大学 董祎俊、林鹰昊 杨弋涛 

22 大连交通大学 陈航、杨惠、尉凯晨 杨军、艾秀兰 

23 合肥工业大学 陈清玲、刘冠华、王宪镇、蒋剑伟、杜松涛 王建民、苏勇、贾鲁、何顺荣 

24 山东理工大学 郝占喜、焦赛桂、田荣荣 盛文斌、陈宗民 

25 华中科技大学 苑云辉、涂进秋、刘玉杰 吴志超 

26 太原科技大学 杜凯成、孙娜、张秀丽、陈佳玉、闫东亮 王荣峰 

27 合肥工业大学 刘利兵、陈勇、郭威、张上卿 王建民、何顺荣、苏勇、贾鲁 

28 沈阳工业大学 封骥、高祥、李想、侯昀磊、吴婷婷 黄宏军 

29 沈阳工业大学 袁德滨、王小峰、薛丞丞、朱思宇 白彦华 

30 福州大学 李敬鑫、丘润贵、黄伟熔 王连登、何福善 

31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卓长龙、邵斌、钟逸群 田竟、徐丽娟 

32 大连理工大学 赵玉飞、车晋达、张侃、樊超楠 刘兵 

33 合肥工业大学 徐凡博、陈诚、胡林月、张弛远、夏明旷 贾鲁、王建民、苏勇、何顺荣 

34 华中科技大学 陈康欣、程鹏、贾朝阳、陈相 廖敦明 

35 山东理工大学 叶小龙、鹿杰、柴金康 盛文斌、陈宗民 

36 华中科技大学 刘略、刘锦涛、张友陈、冷美英、马恒岳 周建新 

37 昆明理工大学 李梦飞、范萍萍 张希俊 



38 大连理工大学 姬艳硕、靳群、胡常青、牛悦、霍凤莉 卢一平 

39 江苏科技大学 刘兆朋、郝瑞彪 陈静、周应国 

40 吉林大学 孙伟龙、刘睿华、许忠华、黄亚玲、徐焕超 王金国、邱丰 

41 山东建筑大学 崔树永、张  龙、李  杰、吴绪湘、张黎明 刘喜俊、张普庆 

42 福州大学 苏宁铸、刘燕荣、黄自立 王连登、何福善 

43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承鑫、张长驰、姜明序 田竟、肖树龙 

44 昆明理工大学 成见、毛林忠 丁恒敏 

4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邱满元、王军、郑伟、雷贝贝  范宏训 

46 兰州理工大学 何儒、麻丽钦、王文静、刘伟 刘洪军、李亚敏 

47 大连理工大学 王宁超、冯一帆、于航、韩佳兴 卢一平 

48 贵州大学 文厚林、宋建伟、高原、杨文、贾德硕、肖龙祥 申荣华、丁旭 

49 山东理工大学 赵聪超、郎贤增 盛文斌、陈宗民 

50 福州大学 陈祥彬、叶福东 王连登、何福善 

 
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福州大学 李云江、廖贤康、苏俊杰 王连登、何福善 

2 昆明理工大学 张俊、文洪象 卢德宏、黎振华 

3 攀枝花学院 刘海、胡洋、陈江波、蒋源 周洪、王军 

4 湘潭大学 周书博、胡亮、彭林、柳松 董文正、李应明 

5 佳木斯大学 洪光、孙彩云、王力伟 夏春艳、朱永长、刘新英 

6 江苏科技大学 杨杨、路丽梅、佘凯、吴浩 刘宁 

7 上海大学 赵小满、叶旋 杨弋涛 

8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王刚、杨竣猛、张瑞博、许继鹏 智小慧 

9 河南理工大学 汤朋、于金棒、刘小辉、吴晓冬、康乐、金通、赵建飞 历长云 

10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杨进、唐全敏、罗磊、董才智 范宏训 

11 河南科技大学 王军振、李瑞民、王伟番、吴红光 宋延沛、游龙 

12 西安文理学院 晁勇、郝娜、李思颖、李小艳、李聪、郭磊 何斌锋 

13 华中科技大学 夏思婕、李小华 董选普 

14 山东建筑大学 郭山泉、张燕涛、徐立军、戴玉强 张普庆、赵忠魁 

15 福州大学 林贞、罗旭云 王连登、何福善 



16 昆明理工大学 张斌、刘泽俄、周道 张希俊 

17 合肥工业大学 吴鹤、梁啸、王久林、朱振西、王思艳 何顺荣、贾鲁、王建民、苏勇 

18 吉林大学 赵广涛 赵玉谦 

19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李雄、贺栋、李卉 范宏训 

20 河南科技大学 张振辉、邱朋涛、李金千、苑凤海 王爱琴 

21 沈阳工业大学 李龙、付学开、耿一东、姜蓉、张立君 郭志强 

22 华中科技大学 毕宇、杨盼、陈锦诚、谭玉凤 董选普 

23 昆明理工大学 杨永学、赵泽军 丁恒敏 

24 大连理工大学 胡钟尹、韩晔、王倩怡 刘兵 

25 河南科技大学 褚保林、田海龙、王高虎、张金雨 张国赏 

26 山东理工大学 唐新颖、王刚 盛文斌、陈宗民 

27 山东建筑大学 王瑞、苏晓建、曹鑫 赵忠魁、刘喜俊 

28 华中科技大学 潘智鹏、袁梓豪、邓仕阳 叶升平 

29 沈阳工业大学 秦刚、张俊伟、孙建锋、王骏飞、李剑 毛萍莉 

30 西安文理学院 赵坚、李佩华 何斌锋 

31 河南科技大学 鈡鑫豪、赵淼文、贾文泽、史晓楠 宋延沛 

32 太原科技大学 刘正俊、周珊珊、王森、胡啸 王荣峰 

33 河南理工大学 王学朝、王春艳、马亚鑫、黄沛、郭姗姗、宋亚雨、王款 历长云 

34 石家庄铁道大学 张爱祥、马磊、刘旭蕊、许晓龙 智小慧、乔丰立 

35 清华大学 闫文韬、孙林根 荆涛 

36 湘潭大学 龙宇金、孙俊楠、王万权、唐历 董文正、林启权 

37 攀枝花学院 刘海涛、罗林、温小华、罗议明 周洪、王军 

38 昆明理工大学 吴皓航、陈俊源 黎振华、卢德宏 

39 沈阳理工大学 刘燚、王有维、刘浩、黄蓉、黄海凤、侯向阳、董伟 杜晓明、朱丽娟 

40 福州大学 陈美羡、徐远蒙 王连登、何福善 

41 山东建筑大学 刘明亮、王先晁、宋国梁、槐衍山 刘喜俊 

42 沈阳工业大学 佟艳娇、张亮、孙建红、杨叶、穆腾阳 于宝义、李润霞 

43 江苏大学 黎梧湾、杨艳、吴丛飞 贾志宏 

44 河南科技大学 谷窕窕、王亚萍、张灵彦、安慧玲 上官宝 

4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叶涛、张坷、王东、梁莉、陈琳娜 范宏训 

46 河南理工大学 黄帅、陈松、李秋东、谭啸、郑可、蒋松山、耿振博 米国发 



47 昆明理工大学 崔欢欢、范利娇 张希俊 

48 河南科技大学 冯江涛、周应好、付加攀、靳俊杰 王爱琴、宋延沛 

49 大连理工大学 齐艳阳、王云赫、李雨朦、邹杨 卢一平 

50 河南科技大学 安占沛、王俊坦、王晓卡、钱奏 游龙、宋延沛 

51 攀枝花学院 罗舒卫、杨斌、袁波、谢梦  周洪、邹建新 

52 湘潭大学 杨辅、高蕾、何茂勋、罗彦为 董文正、林启权 

53 华中科技大学 朱亮、闫聪 吴志超 

54 清华大学 任崇宇、黄程保、曾锦乐、臧振、欧阳良琦 荆涛 

55 江苏科技大学 洪贵、邵昌亮、王兴、韩莲 张小立 

56 黑龙江科技学院 侯子军、李玖龙 毛新宇、梁维中、王振廷 

57 石家庄铁道大学 代利国、许兴旺、余彬彬、郭春军 智小慧 

58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王强、田野、雷思涌 范宏训 

59 河南科技大学 程贺伟、苗灿、赵艺博、张恒 上官宝、宋延沛 

60 贵州大学 田晶、蒋波、张正举、王锋波、邓福猛 姜云、彭和宜 

61 福州大学 傅华安、和铁映 王连登、何福善 

62 湘潭大学 周宏亮、郑云、王爽、周凯 林启权、董文正 

63 大连理工大学 李鹏、尚兆辉、赵刚 叶飞 

64 太原理工大学 孟娜娜、楚海萍、李锐锋 韩富银、杨文甫 

65 清华大学 贺阿亚达、吴骏巍 荆涛 

66 昆明理工大学 代连坤、杨熙 卢德宏、黎振华 

67 大连交通大学 张娟娟、杨斌 杨军、艾秀兰 

68 大连理工大学 吴威德、刘鑫、陈磊、段志祥、张贵杰 卢一平、王丹虹 

69 石家庄铁道大学 郭金龙、张立业、武文杰、付雨泽、谢向懂 智小慧、乔丰立 

70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陈文智、赖承超、陈婷、田中华、吴德权 范宏训、袁有录 

71 兰州理工大学 李世龙、杨帆、高晓慧、李俊儒 刘洪军、李亚敏 

72 大连理工大学 张博特、周厚友、刘伟、姜龙 周文龙 

73 河南科技大学 李贺龙、 李亮亮、吴鹏飞、刘华锋 张国赏 

74 江苏大学 房媛媛、刘婷、杨艳伟、高鹏 贾志宏 

75 西安文理学院 徐乐 何斌锋 

76 贵州大学 汪希奎、陈润辉、谭体伟、刘碧丽 梅益、申荣华 

77 山东理工大学 张桂华、王传果 盛文斌、陈宗民 



78 长春大学 冯艺弛、田小宙、王赵华、王成强 李庆华 

79 哈尔滨理工大学 吴翔、郭逢凯、赵伟涛、辛北平 王丽萍、马旭梁 

80 攀枝花学院 钟万顺、范青林、吕海波、韩小龙 周洪、邹建新 

81 长春大学 张虓、常磊、丁汇洋、李杨 李庆华 

82 昆明理工大学 周文、高泽帅 黎振华、卢德宏 

83 大连理工大学 赵灿、李兆辉、张飞、田滔、邓洁 段玉平 

 
研究生组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吉林大学 李进彪、杨治政、刘永佳、李倩、肖为 王金国、王慧远 

2 河南科技大学 时晓飞、冯志明、赵振凯、林耀华 宋延沛 

 
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江苏大学 王明智、吴秀川、王顺成 贾志宏 

2 沈阳工业大学 焦文祝、孙菊、勾洋洋 李润霞、于宝义 

3 江苏大学 石腊梅 王雷刚 

4 南昌航空大学 朱佩兰、陈胜娜、杨振 熊博文、卢百平、蔡长春 

5 沈阳工业大学 吴雪丰、刘哲、方虹泽、吴秀刚 李润霞、李晨希 

6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晓龙、王伟利、王培军、张成凯、张明明、陈志军 王建民、曾怡丹 

 
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沈阳工业大学 高双、宋艳磊、赵希柱、于泳 于宝义、李润霞 

2 哈尔滨理工大学 罗佳鹏、陈添、张守伟、赵思聪、王凯锋 王丽萍 

3 大连理工大学 毛庆凯、李志博 姚山 

4 太原科技大学 张淑凯、王翠峰、裴丹丹、栗玉杰 王录才、游晓红 

5 河南科技大学 兖立鹏、路王珂、倪增磊、邵星海 王爱琴、谢敬佩 

6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玉、徐海龙、张海龙、罗啸 徐丽娟、田竟 



7 南昌航空大学 王芳、徐帅、李康 严青松、芦刚 

8 吉林大学 李永丰、王启龙、赵艳青 王金国、王慧远 

9 兰州理工大学 高飞、周超、李经纬、王可 阎峰云 

10 江苏大学 陈学美、田辉 王雷刚 

11 华中科技大学 刘富初、宗晓明、李雪洁、余少强 樊自田 

12 合肥工业大学 杨栋、喻建军 王建民、贾鲁 

13 沈阳工业大学 罗倩倩、高天娇、李阳、王庆 于宝义、李润霞 

14 哈尔滨工业大学 石明星、孙宏喆 徐丽娟、肖树龙 

 
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贵州大学 王伟奇、吴彦文、王琨、李新福、张俊文 申荣华、彭和宜 

2 内蒙古工业大学 苗树庭、王浩、范雷、王栋祺、李慧敏、赵洋、冯华、胡蓉 王建民、刘向东 

3 福州大学 李兆祥 何福善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曾庆轩、何福龙、汤颖乔 田竟、徐丽娟 

5 合肥工业大学 张旭、张先锋、朱云 王建民 

6 佳木斯大学 周海涛 荣守范、王静、吕奎龙 

7 大连交通大学 关晓强、李玉龙 杨军、肖殿照 

8 上海大学 赵仕超、叶经政、谢柯 杨弋涛、翟启杰 

9 兰州理工大学 谢军太、路永新、赵霞霞、王建吉 苏义祥、黄建龙 

10 南昌航空大学 邹春红、周剑、涂紫鹏 张守银、徐志锋 

11 沈阳工业大学 邸金南、刘超、吴东津 毛萍莉 

12 福州大学 杨小宝、沈鹏飞 王连登、魏喆良 

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于雷、王占涛、贾小静 肖树龙、吴士平 

14 合肥工业大学 李纪龙、张文进、石文超、董飞、王崇 贾鲁、祖方遒、王建民 

15 江苏科技大学 刘涛、高杏燕 李敬勇 

16 华南理工大学 李俊文、邹纯 赵海东 

17 河南理工大学 胡玉昆、陈立林、郑喜平 米国发 

18 大连理工大学 田阔、沈炜 姚山 

19 沈阳工业大学 郭忠奎、刘诗阳、姚博 刘伟华 

20 贵州大学 陈流、刘倩、吴康平 黄放、梅益 



21 哈尔滨工业大学 梁华森、陈卓、吴东辉 吴士平、肖树龙 

22 华中科技大学 熊康、雷鸣、谭剑锋、蒋华伟 吴志超 

23 贵州大学 吴玉忠、冯睿、张锋、王孝国 黄放 

24 华中科技大学 徐奇、易娜、黄刚 叶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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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