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永冠杯”第九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答辩成绩及获奖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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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冠能源科技集团独家冠名赞助的

2018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永冠杯”第九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历经

一年，已于2018年6月2-5日经过作品答辩产生了一等奖和二等奖名单。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1所学校的600个作品参赛，其中本科生组517个，硕士生组83个；参赛学生

2024名，其中本科生1866名，硕士生158名。经过各参赛学校预赛，最终有303个作品被提交至大赛

组委会，其中本科生组255个，硕士研究生组48个，这些参赛作品由1003名在校学生完成。 

2018年4月13-15日大赛组委会在青岛市市组织了本届大赛的评审会议。评审会议期间，专家评

委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审，对参赛作品分别进行了点评，提出了本届大赛三等奖、优

秀奖和推荐参加答辩竞争一等奖和二等奖的作品名单。 

大赛组委会于 2018年 6 月 2-5日在哈尔滨理工大学组织了本届大赛答辩会，有 33个本科生组

的作品和 7个硕士研究生组的作品参加了答辩。答辩会上，40名答辩学生分别对各自的参赛作品

进行了讲解，并回答了评委的提问。评审专家依据答辩人对作品的结构、尺寸、材料分析，答辩人

对零件工艺合理性、工艺参数计算、工艺图、工艺文件、工艺验证的设计水平，作品生产指导的意

义，答辩人的讲解与答辩水平等内容评分；由参赛学校指导教师组成的教师评审团为答辩学生的现

场表现评分。评审专家评分权重为 80%，教师评审团评分权重为 20%。大赛答辩会计分组对各位评

委给答辩学生的评分进行了统计，并在现场以大屏幕开放的方式公布评审专家和教师评审团为每位

答辩学生的评分和权重计算后的最终得分，并进行了排名。大赛组委会根据打分排名情况现场确定

了本届大赛两个组别的一等奖和二等奖名单。 

现将本届大赛的答辩成绩及获奖结果公告如下： 

本科生组答辩成绩如下： 

名次 参赛学校 答辩学生 答辩成绩 

1 东北大学 马  成 88.386 

2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朱  磊 86.602 

3 东北大学 张岩琛 85.866 

4 华中科技大学 郑嘉琦 85.536 



5 太原科技大学 白义甲 85.434 

6 昆明理工大学 董俊国 85.398 

7 吉林大学 郭轩铭 85.13 

8 沈阳工业大学 陈柳萍 84.866 

9 昆明理工大学 邓金华 84.152 

10 昆明理工大学 石玉华 84.134 

11 东北大学 白玉洁 83.666 

1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李国佳 83.334 

13 吉林大学 高名蕊 83.184 

14 华中科技大学 党明珠 83.148 

15 河海大学 文  波 82.802 

16 太原理工大学 侯  鑫 82.152 

1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张  龙 82.148 

18 昆明理工大学 周  旭 81.17 

19 吉林大学 孟昭元 81.052 

20 昆明理工大学 李卫聪 81.03 

21 沈阳工业大学 陶园园 80.5 

22 重庆大学 邹  袁 80.452 

23 江苏理工学院 赵伟伟 80.398 

24 贵州大学 唐  月 80.37 

25 北方民族大学 张安兰 79.834 

2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廖  勇 79.37 

27 江苏大学 蒋  涛 78.998 

28 江西理工大学 张  鹤 78.984 

29 河北工程大学 杨楚天 78.666 

30 昆明理工大学 陈丽阳 78.516 

31 昆明理工大学 刘秀英 78.514 

32 沈阳工业大学 全旭东 77.334 

33 北方民族大学 王宇凯 75.67 

 

本科生组获奖名单如下（各奖项获奖作品和获奖学生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东北大学 白玉洁、郑 康、刘 军 刘越 

2 东北大学 王子德、张岩琛、班玉莹 张雅静 

3 东北大学 宋东晓、王鹏飞、肖茹、马成 张雅静 

4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朱磊、王明杰、罗波、李志高 高桂丽、石德全 

5 华中科技大学 江振、郑嘉琦、赖敏龙、许文贺 董选普、黄胜智 

6 吉林大学 郭轩铭、蒋浩强、杜春风、高智鹏 王金国 

7 吉林大学 张芷菲、朱可心、高名蕊 闫瑞芳 



8 昆明理工大学 石玉华、伏鋆、杨永伟、锡林 卢德宏 

9 昆明理工大学 魏康豪,、邓金华 李向明 

10 昆明理工大学 董俊国、冯立、梁昊、张琦 李向明 

11 沈阳工业大学 陈柳萍、王柏宁、陈旭芳、边守一 向青春、邱克强 

1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邸彤鑫、李国佳、欧阳伟豪 赵玉华、刘红 

13 太原科技大学 赵天豪、尚现伟、白义甲 王荣峰 

 

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北方民族大学 张安兰、张颖、王家晟 刘广君 

2 北方民族大学 王宇凯、罗嘉仪、谭书励 刘广君 

3 贵州大学 唐月、赵鑫、王奕、马毅 肖华强、林波 

4 河北工程大学 杨楚天、刘星、贺宝龙 曹晶晶、高术振 

5 河海大学 文  波、夏志单、季珊林、温家宝 张洪双、赵占西 

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廖 勇、关竟辉 唐正连、范宏训 

7 华中科技大学 许天、邵雨曼、党明珠 吴树森、殷亚军 

8 吉林大学 孟昭元、王帅、李宜家、鞠虹 宋雨来 

9 江苏大学 蒋涛、王丽欣、蒋子尧、陈国梁 徐桂芳、赵国平 

10 江苏理工学院 赵伟伟、陈冒霖、马小刚 于赟 

11 江西理工大学 张鹤 张迎晖、王和斌 

12 昆明理工大学 刘秀英、杨李锋、傅捷、杨勇 李向明 

13 昆明理工大学 李卫聪、袁永恒、李关磊、赵胜南 李莉 

14 昆明理工大学 徐甜、陈丽阳、解金荣、刘兴伟 丁恒敏 

15 昆明理工大学 周旭、龙登成、何在专、李春亭 李莉 

16 沈阳工业大学 高玉欣、全旭东、尹美玲、林建秋 白彦华 

17 沈阳工业大学 陶园园、葛俊巧、赵宏远、黄艳 向青春、邱克强 

18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张龙、陈文超 赵玉华、刘红 

19 太原理工大学 夏岚清、黄志东、侯鑫、刘磊 韩富银、王红霞 

20 重庆大学 邹袁、吴冠楠、龙华焓 赵建华、何乃军 

 

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安徽工程大学 段婷婷、张梦路、夏传松、杨志刚 朱先琦、邓启超 

2 安徽工程大学 邱玲蕾、李善静、王建国 朱先琦、冒国兵 

3 安徽工程大学 洪锴、朱海峰、宫文艺、刘芳 朱先琦、陈志浩 

4 安徽工程大学 肖珊、罗坤坤、何玲玉、刘明杰 朱先琦、陈志浩 

5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莫宏恩、方沁荷、周剑、薛阳 赵浩峰、张椿英 



6 北方民族大学 蔡宇罗、王珊珊、王银桥 刘广君 

7 北方民族大学 赵绪川、段俊娇、孙小乐 刘广君 

8 北方民族大学 段金鑫、龚浩卿、李瑞 刘广君 

9 北方民族大学 杜泽龙、舒新、龙蓉 刘广君 

10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丁翔祺、庞博、赵本银、段春媚 范  涛、张巨成 

11 大连交通大学 那笛、王一宁、高睿、李建霖 杨军、艾秀兰 

12 大连理工大学 孙思琦、胡栋、田雨祁、卢思颖 姚曼 

13 大连理工大学 张洁、梁志跃、刘亚欣 张兴国 

14 大连理工大学 孙彬瑄、 王伟宁、孙嘉、孙兴阳 姚曼、刘兵 

15 大连理工大学 左睿昊、李恒、王旭东、宋瑜 王桂芹 

16 东北大学 郭远航、方冬雨、尹宝琴、晋晓莹 刘兴刚、张闻雷 

17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薛  潇、马怀玉、刘  超、殷  强 宫明龙、屈  福 

18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张玉文、王宇航、刘志发 宫明龙、屈  福 

19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贾雄飞、韩颖磊、武凯琦、郝福莱 屈  福、宫明龙 

20 哈尔滨理工大学 郭佳鑫、李俊林、张持 石德全、高桂丽 

21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许梦凝、李佳宁、施倩 徐振宇、石德全 

22 哈尔滨理工大学 祁建飞、张嘉豪、聂旸 高桂丽、徐振宇 

23 合肥工业大学 郭鸿瑜、于超、陈俭兰、方玉玲 何顺荣、杨玲 

24 合肥工业大学 黄婷、刘建忠、李瀚伟、任霆伟 何顺荣、周矗 

25 合肥工业大学 史瑶敏、拜启慧、徐佳辉、刘桥 贾鲁 

26 河北工程大学 杨华彬、陈文、管新、李爽 曹晶晶、高术振 

27 河北工程大学 果海滨、沈权、郭志霄 曹晶晶、高术振 

28 河海大学 赖万斌、李  帅、李思琦、卢昭鸿 赵占西、宋亓宁 

29 黑龙江科技大学 刘晓程、王艳琪 刘兴、毛新宇 

30 黑龙江科技大学 孔祥林、于凡琼 毛新宇、梁维中 

31 黑龙江科技大学 齐凯、王安然 梁维中、毛新宇 

32 湖北工业大学 熊恒、李琪、徐添、李仁萘 龙威 

3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王 涛、柳旭东 范宏训、唐正连 

3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肖欢欢、伍行健 唐正连、范宏训 

35 华中科技大学 陈申、吴平、刘演冰、邵哲元 廖敦明 

36 华中科技大学 余扬沁、郑鸿辉、罗凯、杨家伟 黄胜智、李志勇 

37 华中科技大学 胡金华、王志昊、宛国栋 周建新、樊自田 

38 华中科技大学 徐泽沛、王子涵、沈关成、张久昌 廖敦明、殷亚军 

39 华中科技大学 巢家乐、杨青芃、冯思琪、张婷玉 董选普、王黎 

40 华中科技大学 李代洲、田伟光、陈良德、李行 董选普、王黎 

41 华中科技大学 郭泽洲、程旭、陈润华、王文扬 廖敦明 

42 华中科技大学 刘瑞杰、陈建平、翁昊、周毓瑶 殷亚军、周建新 



43 吉林大学 吴宪、周毅、王培杰 王金国 

44 吉林大学 王苏煜、徐宇欣、张建龙、田滕 闫瑞芳 

45 吉林大学 张奇正、郑彤、衡玉花、邱富成 王金国 

46 吉林大学 李维民、王冉宾、王淳皓、金伟 王金国 

47 江苏大学 王晓磊、黎建麟、陈军明、王虎 刘光磊、傅明喜 

48 江苏大学 项君良、刘芮言、汪浩翔、金旭辉 孙少存、刘满平 

49 江苏大学 张为达、李斌、王哲、夏阳 孙少存、刘满平 

50 江苏大学 陈诗威、苏程、徐永朝、李东阳 赵国平、徐桂芳 

51 江苏科技大学 梅亦洵 周应国 

52 江苏理工学院 芮子轩、宋柳柳、汤佳龙 陈晓阳 

53 江西理工大学 游科顺、李胜 叶洁云、邓同生 

54 江西理工大学 李亚斌、赵镇、周晨曦、张小娟 李声慈、周琼宇 

55 昆明理工大学 席贵山、曹荣平、李俊、顾钦尧 李莉 

56 兰州理工大学 孙奇豪、刘育国、张天佑、徐  菲 李亚敏、刘洪军 

57 兰州理工大学 拓政锐、赵二妹、王开开、庄文博 李亚敏、刘洪军 

58 兰州理工大学 白  冬、贺  超、尤小明、廖逸平 李亚敏、杨贵荣 

59 兰州理工大学 牛佳成、蔡军喜、马建忠、刘创阳 李亚敏、冯  力 

60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建明、海青、邱俪杨、刘云龙 王建民、李小飞 

61 南昌航空大学 万斌 卢百平 

62 南昌航空大学 王浩然、陈学磊 卢百平 

63 南昌航空大学 陈敬义、周隽立、龚强、路可飞 熊博文、蔡长春 

64 南阳理工学院 周鑫山、班亚丰、马伟健、王绍博 赵亚忠、宗荣珍 

65 攀枝花学院 陈卫清、熊津、何学飞、黄灿 周洪 

66 山东建筑大学 高龙飞、张殿官、段志浩、孙成超 赵忠魁、许荣福 

67 陕西理工大学 李方格、辛  喆、马贝宁、周思雨 郭  莹、王  华 

68 陕西理工大学 郭  旭、翟  涛、张  堃、孟新凯 王  华、郭  莹 

69 陕西理工大学 刘  晋、周利娜、杨  轩、叶俊杰 王  华、唐  玲 

70 上海大学 王嘉诚、曲元哲、沈楚伦、丁钰 杨弋涛 

71 沈阳工业大学 李宪智、栾  瑜、陈百金、孙  昊 向青春、董福宇 

72 沈阳工业大学 木瑞洁、周灵燕、尹民 王瑞春、白彦华 

73 沈阳工业大学 李俊、高艺、薛玉清、于铭鑫 白彦华 

7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陈姝蕊、朱铭熙 刘红、赵玉华 

7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陈禹、张千伟、张瑜 刘红、赵玉华 

76 四川大学 郑思婷、王晨丞、张若林、苏武丽 范洪远 

77 四川大学 张吉、张琳、杨逸飞 曹建国 

7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何敬德、杨兴旺、冯亮、李显浪 吴代建 

7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聂君、曾强、廖先强、邓鹏玲 傅 骏 



80 太原理工大学 张真、杨将、张凯宣、李捷 韩富银、冯弘 

81 皖西学院 袁邦国、谢正海、祁海飞、许铭勇 王洪新、贾伟建 

82 西北工业大学 杨震岳、詹倩儒、梁勇岗、余寒 钟 宏 

83 西北工业大学 杨弘业、王欣磊、姚彬、于冠雄 陈豫增 

84 西北工业大学 杜洁、张尚、赵鑫坤、李寿贤 宋韶杰 

85 西华大学 张词、柏栋、张光政、孙若雯 李玉和、饶丽 

86 西华大学 李彬、陈秋良、陈子楠、刘琰 李玉和、唐祁峰 

87 湘潭大学 曹 新、杨有行 董文正、林启权 

88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施定铨、范存燕、马春林、温红飞 可立良、李忠民 

89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施彦辉、余朴金、周志豪 董云菊、李忠民 

90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霄、张影、字凤斌 李忠民、黄晓明 

91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润林、钟徐杭、张  鹏、饶俊杰 王伟春、巫红燕 

92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  烽、戴云才、徐步长、黄  正 巫红燕、王伟春 

93 重庆大学 黄耀辉、雷鑫萍、周银、李明 杨艳、王开 

94 重庆大学 罗子唯、车俊琦、彭飞、邓帅 曹韩学、谢卫东 

 

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杨皓月、王雯雯、张允岚、孙思明 柴知章 

2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谢二想、赵冬冬、江帅、李领顺 赵浩峰、张椿英 

3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韩晶晶、郭建辉、桂银亮、陈志鹏 赵浩峰、张椿英 

4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贾瑞、李金、莫志伟、王青青 柴知章 

5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陶冶、方健、李文强、李俊伟 赵浩峰、郑建华 

6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杜宇风、粱长洋 柴知章 

7 北方民族大学 覃信兵、邓亚玲 刘广君 

8 北方民族大学 周炫、罗峰、牛金科 刘广君 

9 北方民族大学 桂江涛、董邕材、王建斌 刘广君 

10 北方民族大学 金哲欢、韩霄、景东荣、马金龙 李吉林 

11 北方民族大学 石超、陈茜之 刘广君 

12 常熟理工学院 张嘉胤、孙亚、孙中超、戴广林 左克生、胡顺安 

13 大连交通大学 欧阳小露、姚梦佳、席志海、赵江萌 艾秀兰、杨军 

14 大连理工大学 危柯瑞、张博、肖晟、张鑫 姚曼、刘兵 

15 大连理工大学 耿立国、包钧文、任广宇、章俊哲 张兴国、蒋丽 

16 大连理工大学 江浩、房乃玉、胡勍、孙东义 刘兵、段春争 

17 东北大学 薛瑞、王雪茜、任畹华、黎林 张雅静 

18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  泽、彪  捷、张思华、吴鹏旭 林小娉 

19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宋志雄、孙现军、杨飞虎、张  宁 宫明龙、屈  福 



20 东华大学 李天烁、王虎勇、王欣宇、程镜 范金辉 

21 福州大学 林  明、陈志强、黄钲钦、何  斌 何福善、王连登 

22 福州大学 巫河峰、邱大程、饶万桁、石明俊 王连登、何福善 

23 福州大学 陈凯斌、陈世伟、黄翔、朱静静 何福善、王连登 

24 贵州大学 王林、秦登亮、韩继财、王凤娇 黄放、姜云 

25 贵州大学 杨昌伟、冉丹丹、罗昌德、邓小娟 彭和宜、王莹 

26 贵州大学 潘成发、苏俊、郭健明、范忠坤 彭和宜、方金祥 

27 贵州大学 庞春全、周成、刘定发、王仁英 丁旭、陈之奇 

28 合肥工业大学 梁家宁、张逸冰、张海栋 刘虹、薛传妹 

29 河北工程大学 张家硕、刘运昌、陈德盛、刘宇 张建宇、李河宗 

30 河北工程大学 杨晓坤、宋锦涛、韩旭、郭瑞 曹晶晶、高术振 

31 河北工程大学 栗晓杰、孙炜钊、许人杰 高术振、曹晶晶 

32 河北工程大学 陈威帅、耿灿栋、李通、吕律 曹晶晶、蔡超志 

33 河北工程大学 范一博、王宁、杜玉杭、张永强 高术振、曹晶晶 

34 河北工业大学 都志杰、李伟、潘玥、李京桉 付彬国、李日 

35 河海大学 苏  娴、叶成平、盛  麟、申跃耀 陆国洪、赵占西 

36 河海大学 陈柏瑾、赵栩辉、熊家骥、曹  冲 赵占西、张可召 

37 河南科技大学 王子含、王婷婷、王旭东、周亚飞 张占领、游龙 

38 河南科技大学 黄俊鹏、肖梦想、高宇川、田凤斌 王爱琴 

39 河南科技大学 饶海洋、陈进达、刘增琦 张国赏 

40 河南科技大学 赵德龙、李亚星、路丰利、马旭 游龙 贾冠飞 

41 河南理工大学 闭钰、冯会芳、吕学康、刘博浩 米国发、历长云 

42 湖北工业大学 付裕、刘洋 龙威、夏露 

4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余明洲、严路路、刘 恒 范宏训、唐正连 

4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黄友成、何建刚 唐正连、范宏训 

45 华中科技大学 王士乾、肖雨寒、韩天楠、何骏驰 蔡启舟 

46 华中科技大学 熊小琳、王子涵、彭亚茹、邓肯 吴树森 

47 吉林大学 梁宏凯、吕  颖、余晓婷、王誉衡 宋雨来 

48 佳木斯大学 靳张衡、王迪、谷守刚 李俊刚、朱永长 

49 江苏大学 刘简宁、李明辉、周旋、张持铣 傅明喜、刘光磊 

50 江苏大学 顾力、王天韵、王弘杰、朱浪杰 赵国平、徐桂芳 

51 江苏理工学院 汤宇晨、钱宇飞、沈振 程亮 

52 江苏理工学院 秦凯伦、陶冶、郑嘉俊 孙顺平 

53 江西理工大学 谢晓峰、熊毅 汪志刚、陈继强 

54 江西理工大学 许江鹏、王志强 邓同生、林远洲 

55 昆明理工大学 王成亮、王新、殷思琪、马晓雪 丁恒敏 

56 昆明理工大学 金飞、普荣娇、鲁云强、郑科泽 卢德宏 



57 兰州理工大学 张兴德、张宗旭、韩高伟、马  韬 郭廷彪 

58 兰州理工大学 郑万达、镇  乐、冉明明、雷  韧 李亚敏、郭廷彪 

59 兰州理工大学 倪吉旭、严维新 郭廷彪 

60 兰州理工大学 杨玲玲、裴瑞杰 郭廷彪 

61 内蒙古工业大学 赵宇泽、皮振稳、刘弘鑫、杨振 王建民、李小飞 

62 南昌航空大学 周伟、殷子豪 蔡长春、熊博文 

63 南昌航空大学 冯润华 卢百平 

64 攀枝花学院 杨浩、康彦东、王仲、王江川 周洪 

65 山东建筑大学 付洪瑞、昝金鹏、李森、卞耿杰 赵忠魁、许荣福 

66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吴涛、刘耀铭、李志超、李超 王孝国、张孝元 

67 陕西理工大学 陈文博、周阳东、刘伟杰、姚思睿 王  华、郭  莹 

68 陕西理工大学 郭刘欣、蒋奇峰、薛  凡、罗湘妮 王  华、郭  莹 

69 陕西理工大学 惠  垚、田  路、张  斌、巨佳康 王  华、王  忠 

70 陕西理工大学 庄卫军、杜  亮、吴亦凡、汪启斌 王  华、王  忠 

71 上海大学 毛鑫、林增煌、程腾飞、陈灿 杨弋涛 

72 沈阳工业大学 李硕敏、胡安达、王子正、苏  震 向青春、董福宇 

73 沈阳工业大学 张洪洋、马思怡、张晨旭、端木未畅 王峰 

74 沈阳工业大学 邵泽、王子童、边立宇、刘东宁 白彦华 

75 四川大学 刘郑红、李林、邱燕萍、苏丹菠 王均 

76 太原科技大学 叶  园、林万庆、李晋鹏、张可同 王荣峰 

77 太原理工大学 张柯、梁凯、胡志雄、宁悦 韩富银、程伟丽 

78 太原理工大学 张梅  虞嘉玮  李佳琪  杨文平 韩富银、牛晓峰 

79 皖西学院 王虎、张宝乐、丁先锋、王玉和 贾伟建、王洪新 

80 西安航空学院 刘磊、景玮、吕云、王妍 王栓强、鲁媛媛 

81 西安航空学院 谢世红、李娜、徐苓芊、付鹏辉 王栓强、李天麒 

82 西安航空学院 雷晨庆、胡维娜、代闯、王子东 卢亚汝、张金龙 

83 西安航空学院 赵晓微、方元、白宝蕾 史倩茹、王栓强 

84 西安科技大学 马俊 、张亚刚、郑瑞娜、张晗 牛立斌、王连莉 

85 西安文理学院 赵琳娜、李苗苗、白玉洁、张文 何斌锋 

86 西北工业大学 于翰洋、张世尧、张海鹏、呼晨露 杨长林 

87 西北工业大学 闫星港、费梦岩、李国敬 王军 

88 西北工业大学 吴晓晨、林洋港、罗昊、郑子明 苏海军 

89 西北工业大学 李乐辰、马艳坤、郝明敏、李佳峰 王志军 

90 西北工业大学 刘洋、贾宇欣、秦海栋、刘英豪 陈豫增 

91 西华大学 陈明旭、韩顶跃、钟晓彬、刘章 万维财、李玉和 

92 西华大学 刘杰、张强、王进江、何锐 李玉和、樊坤阳 

93 西南石油大学 余金红、黄晋、熊万能、张忠良 杨军、王平 



94 西南石油大学 赵丽、母国旺、赵海、张运伟 杨军、田合超 

95 西南石油大学 周椤、黄攀文、江明晏、李喆裕 武斌、杨眉 

96 西南石油大学 李高旭、龙文俊、张涛、殷郑丽 杨眉、武斌 

97 西南石油大学 刘俐超、唐誉豪、严兴、蒋玉霞 杨军、田合超 

98 西南石油大学 谢翔、李大法、陈智杰、张姚 杨军、武斌 

99 湘潭大学 宋慕清、柯圣坤、吴 苇、陈 贤 董文正、林启权 

100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  哲、陆卫彬、郑振超、褚浙南 林  波、高宗为 

101 中国矿业大学 梁宇、杨倩倩、郭杨斌、陈雨薇 戚继球、隋艳伟 

102 中国矿业大学 左静、陈宇、周震界、吴昊 委福祥、戚继球 

103 中国矿业大学 刘鹤鸣、连旭、贾继才、李勇胜 戚继球、隋艳伟 

104 中国矿业大学 顾胡维、孙泽羽、宋雅婧、商天琦 隋艳伟、委福祥 

105 中国矿业大学 陈宇豪、汪久龙、李子昂、莫洪胜 委福祥、戚继球 

106 中国矿业大学 袁文博、刘杨、钟金龙、彭柏鑫 隋艳伟、戚继球 

107 重庆大学 庞杰、周鸿羽、陈沿宏 杨大壮、魏国兵 

 

硕士生组答辩成绩如下： 

 

名次 参赛学校 答辩学生 答辩成绩 

1 哈尔滨理工大学 郭景宝 85.202 

2 东北大学 白岩凌 83.002 

3 陕西理工大学 牛群飞 82.07 

4 东北大学 龚夕淮 81.68 

5 合肥工业大学 卢楠方 81.316 

6 南昌航空大学 郑强强 79.398 

7 南昌航空大学 宋方睿 79.064 

 

 

硕士生组获奖名单如下（各奖项获奖作品和获奖学生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东北大学 白岩凌、杨  涛 刘越 

2 哈尔滨理工大学 王俊博、郭景宝 石德全、徐振宇 

 

二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东北大学 高源、龚夕淮 辛啟斌、王琳琳 

2 合肥工业大学 卢楠方、程峰 程和法、何顺荣 



3 南昌航空大学 郑强强、黄嘉俊 严青松、芦  刚 

4 南昌航空大学 谢健辉、宋方睿 芦  刚、严青松 

5 陕西理工大学 刘  艺、牛群飞 王  华、艾桃桃 

 

三等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安徽工程大学 王礼、王尧 朱先琦、朱协彬 

2 东北大学 刘万杨、郭瑞臻 张雅静 

3 东北大学 陈  鑫、姜海林 刘越 

4 东北大学 潘  龙、房  宇 刘越 

5 东华大学 梁鹏飞，李 闯 范金辉 

6 贵州大学 杨幸雨、何佳容 梅益、肖华强 

7 河海大学 顾君捷、张国强 王泽华、赵占西 

8 河南理工大学 赵洪枫、王亚松 许磊、历长云 

9 河南理工大学 宋政骢、胡号 米国发、许磊 

10 湖北工业大学 王莲莲、池园园 龙威 

11 吉林大学 黄恺、王志强 王金国 

12 江苏大学 李向阳、王钊 王雷刚 

13 江苏理工学院 张禹、邓瑶 于赟 

14 兰州理工大学 高大文、朱子博 杨贵荣 

15 兰州理工大学 王  宁 杨贵荣 

16 陕西理工大学 叶  茜、孙悦颖 王  华、王  忠 

17 上海大学 顾瑞瑩、顾绳初 杨弋涛 

18 台湾海洋大学 张钧盛、杨政昌 庄水旺 

 

优秀奖 

序号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贵州大学 陈映东 丁旭、戴厚富 

2 太原科技大学 麻兴梅、冯玉霞 王荣峰 

3 东华大学 李鹏飞、方龙辉 范金辉 

4 江苏大学 马奥林 贾志宏 

5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泽宇、赵刚 石德全、高桂丽 

6 太原科技大学 宁小丹、孟嘉楠 王荣峰 

7 上海大学 刘姗姗、曾瑞祥 杨弋涛 

8 江苏大学 李易凌 贾志宏 

9 山东建筑大学 孙德智、邢甜甜 王桂青 

10 江苏大学 郑帅、雷继梅 王雷刚 



11 合肥工业大学 魏学峰、吴进 何顺荣、余瑾 

12 贵州大学 冯爽诚 丁旭、黄放 

13 河北工业大学 王颖明、宫雷、白羽 李日、付彬国 

14 哈尔滨理工大学 张伟坤、王迎雪 高桂丽、徐振宇 

15 兰州理工大学 李洞亭、畅继荣 冯力 

16 兰州理工大学 路妮妮、仲军和 冯力 

17 贵州大学 陈禹伽、赵思皓 肖华强、林波 

 

 

特此公告。 

 

 

 

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代章）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