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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 

获奖结果公告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承办的“2021中国大学生机

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二：第十二届铸造工艺设计赛”于2020年9月启动，2021

年5月举行全国决赛答辩会议，产生了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作品名单。  

本届赛事共有来自72所学校的838份作品参赛，其中本科生组758份，硕士研究生组

80份；参赛学生2979名，其中本科生2802名，硕士生177名。经过各参赛学校的校内选

拔赛，最终有351份作品被提交至赛项执行委员会，其中本科生组312份，硕士研究生组

39份。  

2021年4月17日，赛项执委会在沈阳市组织召开了本届赛事的线上全国初赛会议，

评出三等奖作品151份以及推荐参加全国决赛的作品46份。  

2021年5月28-31日，全国决赛答辩会议在长春市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成功举办，最终

评出一等奖作品21份（本科生组19份，研究生组2份）和二等奖作品25份（本科生组22

份，研究生组3份）。  

 

获奖结果公告如下： 

1  本科生组评选结果 

1.1   一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吉林大学 方圆、唐浩宇、张智杰、李琪馨 宋家旺、徐进 

2 西安航空学院 马晓彬、杜浩楠、方音、董奥润 周影影、邓新科 

3 黑龙江科技大学 吴霜 梁维中、毛新宇 

4 沈阳工业大学 曾雯雯、刘瑞翔、魏雅茹、毛发富 向青春、邱克强 

5 吉林大学 张广奇、陈励行、郑谷雨、祝宇鹏 王金国、闫瑞芳 

6 昆明理工大学 李田逸、张俊、普学刚、吴开俊 李莉、李祖来 



7 南阳师范学院 樊雨欣、吴俊豪、荣盼盼、李明铨 高远飞 

8 昆明理工大学 孙雷、何艳宁、胡鸿伟、宋锦华 李祖来、李莉 

9 沈阳工业大学 于济畅、欧阳帆俊、郑朝文 邱克强、向青春 

10 华中科技大学 杨源祺、朱振业、张子华、张新新 董选普、吴甲民 

11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段钧瀚、李一琛、姚可忆、邬刚 朱中稳、刘兰俊 

12 太原理工大学 李柯萱、常星、巩斡泰、方凯 韩富银、张树志 

13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邓世伟、桂梁鸿、刘国旭、时睿佳 宫明龙、屈福 

14 西华大学 石岚、倪瑞 李玉和、廖慧敏 

15 沈阳工业大学 秦怡、李浩林、刘怡庭、龚晨星 张伟、向青春 

16 兰州理工大学 王灵杰、马凤骄、孟俊杰 李亚敏、阎峰云 

17 河南科技大学 岳伟、姜仕林、杜帅强、卫星宇 游龙、潘昆明 

18 太原理工大学 汪英芝、赵杰 韩富银、程伟丽 

19 东北大学 刘可卓、梁平、翟旷宇、徐文婷 刘兴刚、闫述 

 

1.2  二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昆明理工大学 杨睿、李永盛、李敏、朱雪丹 李祖来、李莉 

2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涂天宝、周航、陈自力、陈建国 范宏训 

3 大连理工大学 王瑞、苏玉静、尹世佳、江林岚清 刘德华、卢一平 

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杜舒宁、赵鹏、朱国鑫、王哲 赵玉华、刘红 

5 沈阳工业大学 雷慧湘、程浩、李红宝、黄俊男 刘桐宇、向青春 

6 贵州大学 宋皓晖、罗斌琪、黄胤荣、唐永龙 丁旭、肖华强 

7 太原理工大学 李天翔、陈平、田海憬、师鹏 韩富银、张长江 

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冯耕源、黄玉珠、杨直龙、李家璐 傅骏、赵怀昊 

9 南阳理工学院 章华锟、刘仁泽、董永煌、吕健庭 赵亚忠 、张  玺 

10 昆明理工大学 李昌杨、王蓉、李浩东、张灵睿 李祖来、卢德宏 

11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凌浪、李嘉俊、王明瑶、张振 王伟春、巫红燕 

12 太原理工大学 郭绘芬、梁宏伟、吴慧东、陈凯 韩富银、张长江 

13 大连理工大学 刘凌云、刘华辉、李金明、王以和 曹志强、刘德华 

14 昆明理工大学 潘梦琪、曾力佳、汪义洪、付磊 李祖来、李向明 

15 华中科技大学 林国儒、张燚、毛光新 郭威、吴志超 

16 吉林大学 张棋、赵明闯、李振峰、周傲杰 贾海龙、杨治政 

17 井冈山大学 王碧凤、李赣丰、陶雪茹 郑小秋 

18 北京科技大学 商焱龙、朱天客、卢家鹏、丹尼尔 张瑞杰 

19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丁睿、韩知晓、董亚东、陈康 范宏训、何汉军 



20 滨州学院 徐超、李嘉倩 龙秀慧、孙胃涛 

21 百色学院 杨春荣、梁健全、覃业波 黄耀光 

22 华中科技大学 向泓澔、和川越、柯文浩 蒋文明、李宁 

1.3  三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陕西理工大学 李博文、杨一楠、张奕雪、雷心瑜 郭莹、王华 

2 四川大学 袁玉文、窦靖杰、罗燕妮、吕林朋 孙兰 

3 兰州理工大学 徐伟、许锴镔、姚旭、李辰翔 阎峰云 

4 沈阳工业大学 王文静子、杨林、晃英英、赖淑芳 董福宇、向青春 

5 江苏大学 畅海丞、陈家豪、邓洋洋、李世龙 刘光磊、徐桂芳 

6 兰州理工大学 牛伟名、李嘉鑫、卯江鹏、周星宇 李庆林、刘建军 

7 攀枝花学院 赵韩东、王静、彭浩、郭宇 周洪 

8 福州大学 方国宝、张瑞、李文强 王连登 

9 中北大学 严佳宏、张晓青、储清泉、廉鹏 王宇、毛红奎 

10 太原理工大学 李秋睿、孟强、甘淳畅、管仲 韩富银、牛晓峰 

11 河南科技大学 李湘粤、邓腾飞、张云祥、李亚龙 游龙、姚占杨 

12 哈尔滨理工大学 李永圣、甘惠材、马景涛 高桂丽、石德全 

13 太原科技大学 冯浩轩、刘海钰、刘洲、王喆 王荣峰、康丽 

14 北方民族大学 曹安庆、张学军、安玉玲 刘广君、康亚明 

15 江苏大学 段林烨、赵佳乐、邹石坪、王陈林 马鹏飞、张松生 

16 河北工程大学 李子腾、刘康乐、刘金昊、匡其宇 曹晶晶、李河宗 

17 陕西理工大学 陈玉猛、李富春、汪浩松、吴存德 刘文义、王华 

18 西安理工大学 邓越、陈科、孟翔、崔婧怡 张忠明、徐春杰 

19 安徽工程大学 李曾、谢铜森、林少胜、程强 朱先琦、邢昌 

20 河南科技大学 李智勤、陈永澎、金博、张有程 王悔改、游龙 

21 西南石油大学 曾飞鸿、张东宇、胡勇、张森乔 杨军、武斌 

22 大连理工大学 何晶晶、张羽豪、王哲 张兴国 

23 青岛理工大学 张宇涛、刘光庆、王中 王进 

24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兴良、郭都、董庆需、马松 李忠民、胡海莲 

25 南阳理工学院 张泽旭、母齐心、秦浩飞、毕蕴慧 朱 磊、宗荣珍 

26 河海大学 邱鹏、苏成辉、邱中浩、郑福雨 赵占西、张洪双 

27 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高云龙、张力洪、张硕、康佳泰 赵文武、张炜 

28 湖北工业大学 胡定威、钱志杰、胡青青、肖雨薇 龙威 

2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肖静怡、李一帆、徐飞扬、刘薛峰 刘富初 



30 西华大学 邓鹏玲、傅健峰、喻发鑫、朱文强 李玉和、闵忠华 

31 西安航空学院 史阁、闫康、陈卓坤、宋俊豪 张亚龙、宋梦华 

32 华中科技大学 程志恒、徐义纯、傅嘉睿 董选普、陈书田 

33 沈阳工业大学 杨皓文、徐攀、谢江 郭志强、向青春 

34 北京科技大学 朱昌隆、陈章毅、赵硕、郑洋 王自东、段亚芳 

35 太原理工大学 马志豪、陈炳汇、闵连池、张鹏安 韩富银、王红霞 

36 安徽工程大学 恽瑞东、刘元、徐晓婷、王康 朱先琦、张春霞 

37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谢渊、尹威、徐俊伟、黄对合 范宏训、叶四友 

38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姜洋、巩文昊、李金娜 刘红、赵玉华 

3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钟敏、李柱、米森  刘红、赵玉华 

40 沈阳工业大学 程良龙、高欣凯 邱克强、向青春 

41 东北大学 马鑫、王亚辉、刘广瑞 刘兴刚、闫述 

42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钰、徐治、黄望、张刚 周棣华、米宪儒 

43 河北工业大学 朱海军、李翰冬、王宁、陈俊熊 付彬国 

44 湖北工业大学 左雨菲、杜诗博、张德珠、杨静 龙威 

45 湖北工业大学 田浪浪、罗盘、韩彬、杨君豪 龙威 

46 河海大学 朱子江、刘思沾、戴怀轩、侯佳兵 赵占西、赵建华 

47 重庆大学 陈真、魏海龙、洪涌轩、文乐彤 何乃军、王开 

48 大连理工大学 薛梦瑶、孙诗婉、关琦凡、丁晨 王旭东 

49 大连理工大学 汪一凡、包凌鹏、陆子达、董建宇 王旭东 

50 陕西理工大学 樊三娟、梁宗旭、贾飞宏、李晓静 刘文义 、王华 

51 中北大学 李承乾、葛雨田、智博宇、田强强 王宇、赵占勇 

52 太原理工大学 宋博、颜俊杰、郭力铭 韩富银、李航 

53 陕西理工大学 张嘉怡、吴采真、李妮妮、赵珂 唐玲、王华 

54 昆明理工大学 王镜钢、张玉宝、陆静波、赵涛涛 李向明  

55 山东交通学院 闫春城、童佳辉、张鹏、潘俊杰 潘义川、李志丹 

56 河海大学 苏懿生、马南坤、高小云、叶会然 赵占西、张可召 

57 华中科技大学 董云潇、罗霄、危颖超、余越 黄胜智、蒋文明 

58 东南大学 冯泽宇、刘安晗、刘正迪、周正华 董寅生、郭  超 

59 北方民族大学 张盛林、李伟、林杰、黄忠平 刘广君、康亚明 

60 北方民族大学 赵文、梁春兰、李燚、吴腾 刘广君、康亚明 

61 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窦玉霖、胡严林、李健、管啸语 赵文武、邓建兴 

62 河南科技大学 陈学军、夏军、原昊、陈牧 游龙、王悔改 

63 昆明理工大学 程伟、崔靖涛、吴瑞 卢德宏 



64 西华大学 吴个、陆千亿、牟超、汪翰林 李玉和、曾明 

65 井冈山大学 杨逸峰、李志平、刘林锋、江珊 尹健、吁安山 

66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牛思程、黄子唯、王俊杰 董云菊、周水芳 

67 河海大学 李傲、唐海峰、陈方梓淳、蒋志强 赵占西 张可召 

68 北京科技大学 石峻旗、魏征宇、肖岑岑、黄国倡 王自东、段亚芳 

6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直峰、戴玉娇、张青、魏力夫 刘富初 

70 北京科技大学 崔玺正、雷赵亮、彭帅、刘烁 张朝磊 

71 攀枝花学院 王鑫、邹浩威、罗羚尹、陈贵江 周洪 

72 陕西理工大学 岳超、王攀松、董新建、刘鑫 刘文义、王华 

73 太原科技大学 安书江、史国玺、贺余翔、李晓强 刘素清 

74 沈阳工业大学 陈曦、江子政、罗文、何平 庄思明、向青春 

75 西安航空学院 冯康康、孙淇伦、张元、杨珂 张亚龙、王琛 

76 黑龙江科技大学 何敬彬、张任旭、宋金龙、李继民 安勇良、梁维中 

77 黑龙江科技大学 陈家旺、李东杰 梁维中、毛新宇 

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建凯、韩世维、邵意、李庆超 肖树龙、徐丽娟 

79 兰州理工大学 谢燕、银悦、刘梓申、王颖健 阎峰云 

80 重庆理工大学 简丹、吴佳奇 陈元芳 

81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邓健、凌保春、黄杰、屠盟 唐正连、范宏训 

82 东南大学 杨千洛、朱正瑞、崔李澧、张高涵 董寅生、陆  韬 

8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张春光、魏存新、彭一庆 范宏训、唐正连 

84 太原理工大学 龚旻宇、邰泽宏、王萍 韩富银、王红霞 

85 福建工程学院 傅淑云、金可欣、王靖鸿 王火生、李东南 

86 福建工程学院 白小强、杨  航、余  杰、石明阳 李东南、林  涵 

87 东北大学 刘烁、李越朗、王非凡 刘兴刚、闫述 

88 吉林大学 任芃源、毛琛、雷展鹏、韩启迪 徐进、宋家旺 

8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赵禄政、于文浩、翟永昊、刘彦茹 刘红、赵玉华 

90 昆明理工大学 陈帮宪、邓欢、郑颖江、孙玉宏 李祖来、李向明 

91 河北工程大学 任志宏、田宇凡、赵强、宋宇涵 曹晶晶、高术振 

92 中北大学 姜韶洋、黄晓磊、冯元元、雷鹏亚 毛红奎、侯华 

93 福州大学 时同济、吴汪宗、杨运安 王连登 

94 华中科技大学 朱雁兰、宋迎晨、周文韬、赵俊飞 董选普、陈书田 

95 河南科技大学 冯怀煜、李云承、王灏昌、单杰 马窦琴、高存贞 

96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汪进辉、闫羿成、姚壮、蔡鹏飞 宫明龙、屈福 

97 昆明理工大学 尚涛、黄谢东、胡晓蝶、王青孟 卢德宏 



98 湖北工业大学 胡杨、黄建明、刘念、赵珍珍 龙威 

99 湖北工业大学 王书文、陈敏怡、张培坪、周家新 龙威 

100 江苏理工学院 邓康、李阳、熊仙兰 于赟 

101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郭洋、陈鑫、林宗澳、彭涛 宫明龙、屈福 

102 攀枝花学院 何福强、刘泽棣、黄亚飞、杨金春 王振玲、胡中潮 

103 北方民族大学 刘金凯、王仙琼 刘广君、康亚明 

104 北方民族大学 姬志航、周美兰 刘广君、康亚明 

105 太原理工大学 曾凯伦、周润桐、郑恺茜、王杰 韩富银、冯弘 

10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李硕、彭新伟 何汉军、范宏训 

107 贵州大学 刘万源、艾安举、杨廷刚、张  涛 丁旭、肖华强 

108 青岛理工大学 张华伟、邓坤鹏、曹子晗 王海涛 

10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刘起睿、张恒源、钟小玉、刘经润  赵玉华、刘红 

110 哈尔滨理工大学 赵文辉、赵博民、伊姝彦 徐振宇、高桂丽 

111 西华大学 毛莎杉、雷倩、蒋成帅  李玉和、罗小青 

112 井冈山大学 吴钟浩、黄俊、方志东、陈安祺 吁安山、尹健 

113 沈阳工业大学 于飞 郭志强、向青春 

114 黑龙江科技大学 牟奇 梁维中、毛新宇 

115 贵州大学 楚金庆、尚伟、张凤权 彭和宜、林波 

116 兰州理工大学 任美丽、闫冰、王兴杰、白岩飞 胡勇、杨贵荣 

117 贵州大学 罗康、吴驰、王炫方、李定安 肖华强、姜云 

118 华中科技大学 李慧聪、李卓明、江宏泽、周昶 郭威 

119 江苏大学 姜沣航、宋辉、刘克、张雨 徐桂芳、刘光磊 

120 河海大学 高阔、蔡思奇、韦尚志、杨泽宇 赵占西 张洪双 

121 福建工程学院 陆文俊、刘梓瑞、詹从铧、李煜建 李东南、李广慧 

122 吉林大学 黄磊、李浩冬、华脂亭、王宏阳 闫瑞芳 

123 吉林大学 徐欢、王萌月、邵勃蕙、荆小轶 王金国 

124 重庆大学 蒋若晨、彭韦力、陈巍、何南骏 何乃军、王开 

125 西南石油大学 张飞、蒋波、曾大海、石忠玉 杨眉、杨军 

126 井冈山大学 罗昭寄、兰 通、李鸿德、聂建强 易荣喜、尹健 

127 昆明理工大学 徐新武、李军 李祖来、李向明 

128 湖北工业大学 丁文祥、李瑞泽、徐勇、华世威 龙威 

129 陕西理工大学 王肖、施静静、杨容、杨永杰 崔亚伟、王华 

130 中北大学 鲁晓楠、付志豪、孙子益、冀萌盟 王宇、毛红奎 

131 陕西理工大学 曹玉、王志博、陈朋举、刘卓 刘文义、王华 



132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坤、吴高静、田强鑫、冯鹏 傅骏 

133 河海大学 张伟达、何超威、舒诗琦、孙守宇 赵占西 宋亓宁 

134 北方民族大学 牛金科、王晓娟、陆晓龙 刘广君、康亚明 

135 北方民族大学 王家晟、韩亚婷 刘广君、康亚明 

136 湖北工业大学 邓锐、吕清泉、苏鹏、周颖烨 龙威 

137 北京科技大学 王晗、吴秉超、杨钫博、张逸 祁明凡 

138 青岛理工大学 李鑫、冯璐瑶、刘冠麟 王海涛 

13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张峻槐、苗  涵、杨文兴、孔韵涵 赵玉华、刘红 

140 昆明理工大学 李祖刚、黄骁、王朝辉、宋丽娟 卢德宏 

141 西安工业大学 武晨阳、王云霄、武雅洁、王佳乐 何子博、陶栋 

142 兰州理工大学 刘硕、付涵、黄健 冯力、胡勇 

143 江西理工大学 肖世水、吴嘉丽 叶洁云 

144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马顺煜、李子涵、戴堂杰、梁凯 宫明龙、屈福 

145 沈阳工业大学 王晨旭、李金龙、李小龙 王峰、向青春 

146 山西农业大学 贺琪、李银江、孙晓雪、李晋超 王孝国、李红波 

147 吉林大学 苗田静、陈红丽、马玉洁、褚凯 闫瑞芳、宋家旺 

148 吉林大学 李羿震、郑敏、刘雅荣、宋美萱 徐进、王金国 

2  研究生组获奖结果 

2.1  一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合肥工业大学(合肥校区) 向思雨、宋进林 刘兰俊、王国平 

2 贵州大学 杨武红 丁旭、方金祥 

 

2.2  二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河海大学 刘栋、张起源 张可召、赵占西 

2 沈阳工业大学 王春晖、孟祥臣 向青春、邱克强 

3 西华大学 魏心朋 李玉和、王剑 

 

2.3  三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理工大学 解双、许鼎锋 张宇博 

2 陕西理工大学 杨行、林相 徐峰、王华 

3 山东理工大学 于金瑞、张禹 赵而团、盛文斌 



特此公告。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铸造工艺设计赛赛项执行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