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永冠杯”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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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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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大学生铸造

工艺设计大赛，历经一年，于 2013 年 5 月 26 月在宁波圆满落幕。有来自 41 所学校的 241 份工艺

方案参加了本届大赛，其中，本科生组作品 182 个，硕士研究生组作品 59 个。共有 823 名学生参

加了本届大赛。经过初评，有 18 件本科生组作品和 6件硕士研究生组的作品参加了 5月 25 日在宁

波举行的答辩。经过一天的答辩，24 名同学分别对各自的参赛作品进行了讲解，并回答了评委的

提问。经评委打分，产生了本届大赛两个组别的一等奖和二等奖。本届大赛的三等奖和优秀奖已于

4月份产生。现将本届大赛的最终结果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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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 谷佳伦、杜鹏举 刘越、辛啓斌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苏哲、祁中宽 徐丽娟、肖树龙 

3 华中科技大学 严锐、陈其朋、唐玉龙、王乾 樊自田 

4 吉林大学 王欢、赵帅捷、徐越 王金国 

5 佳木斯大学 姜利伟、刘金宝、陈银强 荣守范、刘新英 

6 江苏理工学院 童鹤、陈兵兵、王冬烨、郑诚 王洪金、孙顺平 

7 兰州理工大学 赵永超、陈化宁、汪广驰、袁文君 路阳、冯力 

8 南昌航空大学 郑府、何香林、诸葛丰毛、袁秀妹 熊博文、徐志锋 

 
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理工大学 刘延延、武伟、张珊、王晗 姚曼 

2 福州大学 叶宝儿、缪杰 王连登、何福善 

3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冯天游、吴广东 梁维中、毛新宇  

4 黑龙江科技大学 王先珍、王鹏超 梁维中、王振廷 

5 内蒙古工业大学  
樊卫东、王明、王星、陈学良、郭旭、李

志国、马耀 
王建民、曾怡丹 

6 南昌航空大学 杨普超、江萍萍、张庭庭 严青松、芦刚 

7 山东理工大学 柴金康、岳殿亮、张国令、周威 陈宗民、盛文斌 

8 太原科技大学 
鲁茂波、杨海林、罗志鹏、李建文、李顺

吉 
王荣峰、罗小萍 

9 湘潭大学 龙宇金、胡志美、胡骏迪、王慧 董文正、林启权 

10 重庆大学 杨承志、郑煜川、陈延丽 王开、何乃军 



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交通大学 程喜平、马朝纲、张望贤、孙天鸥 艾秀兰，杨军 

2 大连交通大学 张茜、李治淼、赵华清 杨军，艾秀兰 

3 大连理工大学 邱妍、霍凤莉、王昌荻、冯佰光 刘兵 

4 大连理工大学 刘旭颖、仝婷婷、何东山、姜德辉 刘兵 

5 大连理工大学 魏博、杨洪硕、陈思泉、于洁、颜睿 张兴国 

6 大连理工大学 李广宇、王维、冯禄、杨威 曹志强 

7 大连理工大学 周凌芳、吴孟依、陈煜鑫、陈雷、金鹏 王旭东 

8 大连理工大学 江杰、董岳、张璐 王同敏 

9 大连理工大学 汤浩、仝柯、卢列、朱隆浩、李鹏 王桂芹 

10 福州大学 洪聪凌、李荣斌 王连登、何福善 

11 福州大学 丁元茂、胡育瑞、黄龙伟 王连登 

12 贵州大学 李江、张益翔、莫显童、 李应泳 申荣华、彭和宜 

13 贵州大学 朱凯、蔡亚庆、姚冰、赵阳、吴建 黄放、姜云 

14 哈尔滨工程大学 方祥、周梦、李梦莎 侯乐干 

1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延宁、唐平、聂希、程超 田竟、徐丽娟 

16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伟、唐欢宙、李泓江、赵万祺 吴士平 

17 合肥工业大学 陈勇、梁增顺、车奔、姚奇、付敏 贾鲁、何顺荣 

18 合肥工业大学 黄玉森、秦家国、吴海、田海涛 何顺荣、薛传妹 

19 合肥工业大学 邹敏杰、许宏铵、龚龙清、康泽军 武国剑、贾鲁 

20 河南科技大学 杨镇武、宋金河、王浩、李栋 宋延沛、上官宝 

21 河南科技大学 李进雅、吴云峰、赵鹏举 宋延沛 

22 河南科技大学 孟辉、周德建、李向南、张占云 张国赏、上官宝 

23 黑龙江科技大学 晋天文、杨东生 毛新宇、王永东 

2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李晋峰、朱俊松 范宏训 

2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董才智、杨进、付海波 范宏训 

26 华中科技大学 江紫临、章晓婷、肖亮 周建新 

27 华中科技大学 罗帅、罗培源、彭智、李一果、郭恭林 吴志超 

28 华中科技大学 刘北辰、周珊、张紫阳 吴树森 

29 华中科技大学 李小华 叶升平、廖敦明 

30 吉林大学 宫廷鹤、吴爱明、李鹏飞 郭威 

31 吉林大学 刘鑫、徐冬霞、桑青、林艳艳 邱丰 

32 吉林大学 郭瑞芬、崔如坤、高健、冯伟 赵玉谦 

33 吉林大学 贾佰军、刘伟东、任超、郝雨、董树成 王慧远 

34 吉林大学 江咏甜、刘阳、徐道俊、王良亮 赵玉谦 

35 佳木斯大学 徐丽雅、王洪婷、任清博、张传扬 朱永长、荣守范 

36 江苏大学 朱梦蛟、马小勇、高伟 贾志宏 

37 江苏大学 房媛媛、张丽、徐步、王航霄 贾志宏 

38 江苏大学 国云涛、张围、张维民、崔海洋、黎梧湾 贾志宏 



39 江苏大学 杜成锐、沈叶纯、崔梓彦、谌鸿俊 贾志宏 

40 江苏大学 张瑞、张弛、苗旭月、王玉琨 赵国平 

41 江苏理工学院 蔡海波、纪宏飞、钱敏 孙顺平、李小平 

42 江苏理工学院 许建、彭坚、卜鹏飞 王洪金、于赟 

43 昆明理工大学 李斌、廖江 卢德宏 

44 昆明理工大学 朱树晖、侯松伟 卢德宏 

45 兰州理工大学 牛文骁、王伟业、高国琴、刘山梁子 苏义祥、肖荣振 

46 兰州理工大学 李加强、宋宏宝、蒋鹏、杨媛 李亚敏 

47 兰州理工大学 郭福、刘恒学、孙军鹏、郭小宗 李亚敏 

48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超、王宇、许鹏程、贾学峰、张孟和、

吴桂贤 
王建民、朱慧 

49 内蒙古工业大学  
包明山、王七十三、查干巴日、吴永强、

包文光、陈磊、代钦 
王建民、李小飞 

50 南昌航空大学 程学伟、赖存、胡鲸 芦刚、严青松 

51 南昌航空大学 雷琪、彭翀 蔡长春、熊博文 

52 攀枝花学院 周贵斌、秦实、王晓慧、孔誉燕 周洪 

53 清华大学 戢仁和、强浩、莫戈 荆涛 

54 山东大学 
陈肖利、邓林、何俊新、罗杰、武艳玲、

邓璞 
田学雷 

55 山东理工大学 吴康俊、许永成、亓鹏 陈宗民、盛文斌 

56 山东理工大学 王刚、汪云龙、宋茂付  盛文斌、陈宗民 

57 山东理工大学 朱海军、赵伟帅、王治国、彭宏刚 盛文斌、陈宗民 

58 上海大学 林振铭、唐嘉希 杨弋涛 

59 沈阳工业大学 王松伟、孙士杰、王宇农、满瑞平 王峰 

60 沈阳工业大学 高民强、王志惠、李光宇、刘宇航、刘飞 白彦华 

61 沈阳工业大学 张立军、张文华、任国庆、杨闲云 李润霞、白彦华 

62 沈阳工业大学 廖泽、王雷、屈宝龙、杨雨铮 白彦华 

63 沈阳理工大学 徐凯、徐龙、陈洋、刘志洪 杜晓明、黄勇 

64 太原科技大学 闫东亮、张伟、严培培、刘贵东 王荣峰 

65 太原科技大学 冷延绪、杨佳美、黄河清、孙万利、刘江 王荣峰、康丽 

66 西华大学 唐奇、叶启兵 赵平、彭必友 

67 湘潭大学 杨辅、周书博、王欢 董文正、林启权 

68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陈仕栎、俞宗芳、吴浪 高宗为、林波 

69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翁勇斌、周彬浩、王天平 高宗为、林波 

 
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熊舒雅、彭涛、王帅杰 张巨成、范涛 

2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豹、康红云、田丽霞、李海峰 张巨成、范涛 

3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振忠、郭文健、王帅帅 张巨成、范涛 



4 大连交通大学 倪宝瑞、邹明、蔡欣、冯健健 杨军、杨莉 

5 大连理工大学 姚林、高鹏、刘进、朱晓丽、赵玉珍 刘兵 

6 大连理工大学 李立刚、王戴丰、邵恒、张密密 卢一平 

7 大连理工大学 朱泽晓、周伯堃、王洪科、王博、李俊豪 刘黎明 

8 大连理工大学 王刚、于海鹏 卢一平 

9 福州大学 林承柄、谢煌杰 王连登、何福善 

10 福州大学 曹璐、吴森 王连登、何福善 

11 福州大学 庄宇鹏、江小勇 王连登、何福善 

12 福州大学 刘小华、陈孙桂 王连登、何福善 

13 贵州大学 张海瑞、孙倩楠 黄放、姜云 

14 贵州大学 王志发、陈峰、金伯富、陈猛 申荣华、彭和宜 

15 贵州大学 刘天栋、陆国丽、刘雅芸、彭峰 申荣华、彭和宜 

16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杨丽媛、杨宇、冯相如 盖登宇、侯乐干 

17 哈尔滨工程大学 罗彭、林宇雷 盖登宇、侯乐干 

18 哈尔滨工程大学 赵冬、汤忠毅、马超 侯乐干 

19 哈尔滨工程大学 汪莎莎、范佳东、宋升娟 丁明惠、侯乐干 

2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朱奇平、王鹏、袁田田 丁明惠、侯乐干 

2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靖建农、才广、郝英辉 盖登宇、侯乐干 

2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刘玉芝、王薇、高铭谦 侯乐干、赵成志 

23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昭、王伟年、张曼曼、 肖树龙、田竟 

24 河南科技大学 刘欢、刘洋、邢志辉、王英俊 宋延沛、张国赏 

25 河南科技大学 赵小军、张统帅、李康康、穆建华 上官宝、张国赏 

26 河南科技大学 张松明、冯景龙、王帅 上官宝、张国赏 

27 河南科技大学 刘帅、赵龙、段继伟 王爱琴 

28 黑龙江科技大学 肖博、李振 毛新宇、徐家文 

29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张俊喆、李雄 范宏训 

30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郑小宝、叶才 范宏训 

31 华中科技大学 马伟亮、李昱、白昊天、汪先炜 吴志超 

32 华中科技大学 李索、刘效邦、刘清、张琦、朱云鹭 吴树森 

33 华中科技大学 苏创业、徐子文、李长君、贺科伟 董选普 

34 华中科技大学 唐峰、郑兵、肖中旭 蔡启舟 

35 华中科技大学 
胥泽林、王一川、黄加坤、邓天正雄、高

岑晖 
廖敦明 

36 华中科技大学 刘略、张友陈、刘锦涛、马恒岳 刘鑫旺 

37 华中科技大学 魏佳、程威、晏佳伟 廖敦明 

38 华中科技大学 黄欢、高悦、刘县铎 吴志超 

39 吉林大学 王栋、柳艳军、田伟思、石东 赵玉谦 

40 佳木斯大学 孟祥彧、刘艳波、李成龙 荣守范、朱永长 

41 佳木斯大学 李春红、倪伟奎、李浩旗 朱永长、李国辉 

42 江苏大学 胡雷、吴珩、薛彤、石康宁 贾志宏 



43 江苏科技大学 陈克伟、府云风、李程远 陈静、周应国 

44 江苏科技大学 胡春光、费凯成、赵贺骁 周应国、石凤健 

45 江苏科技大学 肖汉青、曹晶晶、戴宣言 石凤健、陈静 

46 江苏科技大学 曾建林 刘宁 

47 江西理工大学 王小雨、陶永奇、吴斌、易志勇 吴子平、饶先发 

48 江西理工大学 王杰得、秦剑荣、宋星、万里 吴子平、安桂焕 

49 江西理工大学 曾智聪、张  祺、张春荣 吴子平、胡英燕 

50 江西理工大学 李文成、唐华金、敖永文、刘剑清 吴子平、胡英燕 

51 江西理工大学 安昭光、董宏伟、周家峰 吴子平、黎业生 

52 江西理工大学 刘思雨、林庆勋、黄柱、况露 吴子平、饶先发 

53 江西理工大学 曾宪敏、袁曹阳、许晟、任兴润 吴子平、刘姗姗 

54 昆明理工大学 赵学申、杨文勇 张希俊 

55 昆明理工大学 李芯茸、宋镇江 李莉 

56 昆明理工大学 林广实、王仕东 李莉 

57 昆明理工大学 王文恒、杨飞 丁恒敏 

58 昆明理工大学 张青松、周建改 丁恒敏 

59 昆明理工大学 张志波、冯 军 李莉 

60 昆明理工大学 何威、何希忠 丁恒敏 

61 兰州理工大学 赵颖烈、王正、王勇、王积玉 苏义祥、肖荣振 

62 兰州理工大学 魏 巍、陶思猛、王雷、赵红娟 阎峰云、冯力 

63 内蒙古工业大学  
柯曾波、李杰、王帅、王晓龙、乔振国、

刘欢、刘小贝 
王建民、吕凯 

64 南昌航空大学 叶鹏、刘鹏 卢百平、蔡长春 

65 南昌航空大学 孙志清 严青松、芦刚 

66 南昌航空大学 周  维、刘俊鹏、容世龙 方立高、芦  刚 

67 南京理工大学 陈应龙、林海春、吕成成 杨森 

68 攀枝花学院 吴胜强、邬亲江、仲永刚、谢黎 周洪 

69 山东建筑大学 郭鹏飞、李纪宝、冯严超 赵忠魁、刘喜俊 

70 山东建筑大学 朱宝明、赵春光、陈庆林、魏烈帅 赵忠魁、张普庆 

71 山东建筑大学 方吉元、张恒恺、傅廷霖、王先群 刘喜俊、赵忠魁 

72 山东建筑大学 何鹏、单伟 赵忠魁、王桂青 

73 山东理工大学 郎贤增、陈睿、杨乐、杨德沛 盛文斌、陈宗民 

74 山东理工大学 鹿杰、刘相伟、沈利民、周李明 陈宗民、盛文斌 

75 上海大学 林俊杰、谢宜珈、刘子健 杨弋涛 

76 上海大学 朱雪飞、许欢、顾运佳 杨弋涛 

77 沈阳工业大学 张博通、赵钰锋、吴志鑫、张岩、张俊伟 李润霞 

78 沈阳理工大学 曹鹏、金鑫鑫、韩意、叶章仁 李玉海、郭广思 

79 沈阳理工大学 段泽山、任盟 杜晓明、黄勇 

80 石家庄铁道大学 宋嘉城、赵虎 智小慧 

81 石家庄铁道大学 董海龙、张北卿 韩彦军 



82 石家庄铁道大学 张扬帆、张辉 韩彦军 

83 石家庄铁道大学 刁冬羊、李迎杰 智小慧 

84 太原科技大学 梁生秀、王伟、颜文秀、王强  王荣峰 

85 太原科技大学 杨楠、李瑞瑞、潘慧玲、胡平 王荣峰 

86 太原科技大学 张宇 王荣峰 

87 太原科技大学 支全忠、周 振、魏志国、葛向阳 王荣峰、王芳 

88 太原理工大学 谢超华、霍瑞、刘晓亭、钟茜婷 王红霞、牛晓峰 

89 太原理工大学 吴解书、吴迪、郑丽梅、王晋 程伟丽、许春香 

90 西安文理学院 鲁瑞轩、钱超群 何斌锋 

91 西安文理学院 王欢 何斌锋 

92 西南大学 杨妮、龙世伟、樊莉昌、冯启兵 于文斌 

93 西南大学 官家建、贾建权、韩小翠、王婷 于文斌 

94 湘潭大学 屈丙勇、汤桂平、李稳根 林启权、熊芳喜 

95 重庆大学 秦华、明玥、黄保山  王开、杨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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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 唐寒梅、韩蕾 刘越、张雅静 

2 吉林大学 刘小玉、王启龙、黄天龙 王金国 

 
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河南科技大学 邓猛、温鑫田、林耀华、英明 宋延沛、游  龙 

2 吉林大学 王邦勇、徐永强、徐焕超、戚文 郭威 

3 江苏大学 石腊梅、孔德智、许亚婷、周建芬 王雷刚 

4 内蒙古工业大学  
胡蓉、王彦东、韩利宁、张全顺、王志辉、

李勇、郑海燕、户芳 
王建民、刘向东 

 
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交通大学 曹海、赵艺、关晓强、王艳亮 杨军、陈美玲 

2 贵州大学 刘倩、吴玉忠、熊超、张羿、陈流 黄放、彭和宜 

3 贵州大学 杨雪、王琨、刘碧丽 申荣华、陈之奇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云、刘铁军、许纪刚 徐丽娟、田竟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贺艳超、黄财林、于文龙 肖树龙、徐丽娟 

6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佐金、王晋、朱国兴 田竟、肖树龙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朋、孔令光、张璐 田竟、肖树龙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徐明琦、令狐仪全、陈雪丹 肖树龙、徐丽娟 

9 合肥工业大学 张文进、周瑞、范振、王崇 祖方遒、贾鲁 

10 合肥工业大学 汪兴娟、江宇、李伟 何顺荣、贾鲁 



11 合肥工业大学 杨 栋、吴 跃、李 伟、 陈文琳、何顺荣 

12 华中科技大学 张兆龙、鄢邦松、李迟 樊自田、董选普 

13 吉林大学 李进彪 王慧远 

14 江苏大学 胡东坡、刘惠芬、陈贵仁 王雷刚 

15 江苏理工学院 方健、高超学、丁立红、张良 于赟、雷卫宁 

16 兰州理工大学 高飞、王博、陆鑫、冯雪磊 袁子洲 

17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浩、闫鹏宇、胡凤霞、薛晓兰、高旭、

李墨麟、马龙、金帆 
王建民、李小飞 

18 山东大学 袁鑫鑫、刘晓俤、张勇、徐笑梅、石磊 郑洪亮 

19 山东大学 万海云 于化顺 

20 沈阳工业大学 高双、高天娇、罗倩倩 、王庆、李阳 于宝义 

21 沈阳工业大学 陈丙熹、杨远龙、周璐璐、刘欢、陈元昊 黄宏军 

22 太原科技大学 吴瑞瑞、杨雨潭、刘洪昌、魏伟 王荣峰、王宥宏 

23 太原理工大学 柳伟、贺雷、陈景爱、汪丹丹 张金山、牛晓峰 

24 西华大学 祝伟、羊凡 魏晓伟、曾明 

 
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大连交通大学 尹修明、张雨溪、张莉 杨军、肖殿照 

2 福州大学 李兆祥 何福善 

3 贵州大学 文厚林、刘杰、张贤信、周俊 申荣华、陈之奇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董庆峰、李洪宇、吕云鹤 盖登宇、侯乐干 

5 合肥工业大学 刘  杰、吴展、夏明矿、姚彭彭 刘兰俊、何顺荣 

6 合肥工业大学 张仲先、易三洲、洪雨哲 余瑾、贾鲁 

7 河南科技大学 崔利可、王行、王文彬、徐坚 王爱琴、谢敬佩 

8 河南科技大学 兖利鹏、路王珂、张银娣、岳慎伟 王爱琴、谢敬佩 

9 河南科技大学 吴文杰、柳培、王荣旗、谢丰豪 王爱琴、谢敬佩 

10 华中科技大学 黄小川、周琴、汤群、贾永臻 周建新 

11 佳木斯大学 赵兴明、李清雪、周海涛 荣守范、孙建波 

12 江苏大学 王明智 贾志宏 

13 江苏大学 许亮、季鹏飞、尹拂晓 司乃潮、傅明喜 

14 江苏科技大学 王建伟 周应国 

15 兰州理工大学 王宝成、张辛健、安灵敏、王喜玉 路阳、冯力 

16 兰州理工大学 贺小祥、刘振华、李先、高红梅 阎峰云 

17 南昌航空大学 王芳、徐帅、李康 芦刚、严青松 

18 山东建筑大学 刘树阁 王桂青、刘喜俊 

19 山东建筑大学 杨晓洋、高青 王桂青、赵忠魁 

20 山东理工大学 赵明、李改玲、张绥鹏  盛文斌、陈宗民 

21 沈阳工业大学 
方虹泽、孙菊、佟艳娇、聂赛男、罗慧野、

刘诗阳 
李润霞 

22 沈阳工业大学 姜诗慧、李振庄、赵志强、张伟 白彦华 



23 沈阳工业大学 勾洋洋、张磊、姜锡博  、杨叶 李润霞 

24 沈阳工业大学 王哲、王赛、王少华、孙建红、张亮 于宝义 

25 沈阳工业大学 李吉宝、邸金南、张峰 、琳琳、吴东津 王峰 

26 石家庄铁道大学 赵蒙、侯丽娴、袁兴茂 智小慧 

27 太原科技大学 杨晓东、孙龙宇、李泽文、张淑凯、侯飞 王录才、游晓红 

28 西华大学 黄雄、熊明川 赵平、彭必友 

29 重庆大学 金通、尚正恒、汪黎、丁菁菁 赵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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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