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202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决赛终评会议 

暨颁奖典礼通知 

各有关院校： 

“202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专业赛项：第十三届铸造工艺设计赛”（以下

简称“赛项”）决赛终评会议暨颁奖典礼定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在山西省高平市举办。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1. 获得决赛终评资格的作品选派一名学生代表参加答辩，并选派一名学生代表（二者可

为同一人）参加铸造知识竞赛（答辩学生和知识竞赛学生以 5 月 10 日前提交到赛项执委会的

决赛终评报名表为准）； 

2. 本届赛事三等奖获奖学生代表； 

3. 决赛终评评委，颁奖嘉宾及其他业内人士； 

4. 铸造赛各参赛院校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 

二、活动内容 

1. 决赛终评作品答辩、知识竞赛； 

2. 现场揭晓本届赛事一等奖、二等奖及部分三等奖获奖名单； 

3. 举行本届赛事颁奖典礼； 

4. 校企交流座谈会； 

5. 企业人才招聘会； 

6. 工厂参观； 

7. 铸造工艺设计规范专题讲座； 

8. 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行。 

 



三、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7 月 2 日 

（周六） 

9:00-20:00 

参会人员报到 

领取参会资料 

高平大酒店 

（地址：山西省高平

市长平西街 42 号） 

 

答辩 PPT 调试 签到处  

15:30-18:00 校企座谈交流对接会 长平厅（3 楼） 
企业代表、赛项执委会、与

会指导教师等 

7 月 3 日  

（周日） 

8:30 决赛终评会议开幕 
百草厅（2 楼） 

评委、嘉宾、全体答辩学生

代表、参赛学校师生代表 
8:35 答辩抽签 

8:50-12:30 答辩会 

百草厅（2 楼） 

A、E 组评委 

A、E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古泫厅（3 楼） 

B、D 组评委 

B、D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丹源厅（3 楼） 

C 组评委 

C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12:30-13:30 午餐 自助餐厅（1 楼）  

13:30-18:00 答辩会 

百草厅（2 楼） 

A、E 组评委 

A、E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古泫厅（3 楼） 

B、D 组评委 

B、D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丹源厅（3 楼） 

C 组评委 

C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18:00-19:00 晚餐 自助餐厅（1 楼）  

19:00-20:00 答辩会 

百草厅（2 楼） 

A、E 组评委 

A、E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古泫厅（3 楼） 

B、D 组评委 

B、D 组答辩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9:30-17:00 人才招聘会 3 楼中厅 与会代表 

7 月 4 日 

（周一） 

8:30-11:00 铸造知识竞赛 百草厅（2 楼） 

评委 

知识竞赛学生 

观摩师生及其他与会代表 

11:30-13:30 午餐 自助餐厅（1 楼）  



14:00-15:30 颁奖典礼 百草厅（2 楼） 全体与会代表 

15:30 合影留念 酒店门前  全体与会代表 

15:40-17:00 工厂参观 
康硕（山西）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 
全体与会代表 

18:30-20:00 招待晚餐 百草厅（2 楼） 全体与会代表 

7 月 5 日 

（周二） 

8:00-9:30 
铸造工艺设计规范专

题讲座 
古泫厅（3 楼） 参赛师生代表 

9:30-12:30 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行 炎帝陵 全体与会代表 

12:30-13:30 午餐 自助餐厅（1 楼）  

酒店退房、返程 

*日程安排如有调整，以活动现场通知为准。 

四、关于决赛终评 

决赛终评分为现场答辩和铸造知识竞赛两个环节，现场答辩满分 100 分，铸造知识竞赛

满分 6 分，总分合计 106 分。各组（A 件、B 件、C 件、D 件、E 件）组内按总分排名

后，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五、关于颁奖 

1. 颁发本届赛事本科生组及硕士研究生组一等奖、二等奖奖杯、证书（每个获奖作品限

一名领奖学生）； 

2. 颁发本届赛事本科生组及硕士研究生组三等奖证书（每个获奖作品限一名领奖学生）。 

六、相关费用 

执委会为到会的全体师生代表安排会议期间用餐，老师及学生代表往返路费及住宿费需

自理（执委会将根据“参会回执表”及“住宿回执表”统一安排酒店预留房间，与会师生代

表无需自行预定，回执表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 

                         

七、住宿安排 

高平大酒店 



地址：山西省高平市长平西街 42 号 

高平大酒店联系人：薛经理 16635616011  

协议房价：单人间/标准间：299 元/间(含单/双早) 

* 住宿请与酒店说明参加“铸造赛”决赛终评会议以享受协议房价。 

八、交通指南 

会议期间，执委会为与会代表提供了免费班车接送服务，具体接送时间及站点请见下表。 

接站点 高平东站 

  

郑州东站 郑州机场 长治机场 

接站时间 

上午 10:00（2022 年 7 月 2 日） 

下午 13:30（2022 年 7 月 2 日） 

下午 16:30（2022 年 7 月 2 日） 

下午 19:30（2022 年 7 月 2 日） 

送站时间 
上午 10:30（2022 年 7 月 5 日） 

下午 14:00（2022 年 7 月 5 日） 

九、其他 

各校参加决赛终评会议暨颁奖典礼的师生代表回执（见第六条）须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

（含当日）前由本校赛事负责人统一提交，全体与会代表均需填写回执表，如未按期提交回

执将影响您在活动期间的用餐和会场座位安排。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大放、李诗颖  

电话：024-25877030  

邮箱：design@foundrynations.com  

官网：www.chinafoundry.org 

 

 

 

 

铸造工艺设计赛执行委员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代章）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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