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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 ２００５ 年度）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专业“ 福士科”
杯
优秀论文评选结果公告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组织的第八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专业
“ 福士科”杯优秀论文评选第二阶
段（ 终审） 工作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５－ １８ 日在沈阳进行。
本次论文评选活动参评论文范围为：２００５ 年度发表在《 铸造》、《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现代铸铁》、
《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铸造技术》、《 铸造工程》、《 铸造设备研究》、《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ＵＮＤＲＹ》 杂志上的论
文；在全国铸造学会及其各技术委员会以及各省市铸造学会 ２００５ 年度组织的有关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以及
由地方学会推荐的发表在当年国外杂志上的论文，共计 １５００ 余篇，经 ８ 个杂志和铸造学会及其各技术委员会
以及各省市铸造学会推荐（ 第一阶段评选），共有 ６６ 篇论文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最终评选。
第二阶段的论文评选工作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专业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负责。评委会由全国铸造学会
学术工作委员会成员、各杂志主编及铸造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或秘书长、地方铸造学会理事长或秘书长组
成。出席本届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第二阶段评选工作的评委共 ２８ 人。
评委会将推荐参加第二阶段评选的论文按内容分为 ７ 组：（ １） 铸铁（ 钢） 及其熔炼；（ ２） 有色金属及其
熔炼；（ ３） 特种铸造；（ ４） 造型材料及工艺；（ ５） 铸造设备、车间设计及仪器；（ ６） 综合发展及其它；
（ ７） 英文文章。与会评委也相应分为 ７ 组对论文进行认真的审读和评议。在分组评议的基础上，各组向全体会
议代表一一介绍本组提名的获奖论文，大会对各组提名获奖论文再进行讨论和评审。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和评审，评出金奖论文 ２ 篇、银奖论文 １０ 篇，其余 ５４ 篇论文为提名参评优秀论文。现
将评选结果公告如下：
金奖论文
１． 湿型铸铁件生产中一些与型砂有关的问题解答
作者：于震宗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发表刊物：《 现代铸铁》 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６ 期
推荐单位：《 现代铸铁》 杂志社
２． 钛合金冷坩埚电磁约束铸造工艺研究
作者：陈瑞润 丁宏升 毕维生 郭景杰 贾 均 傅恒志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发表刊物：《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银奖论文
１．灰铸铁几个关键技术问题的探讨
作者：逄伟
作者单位：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发表刊物：《 现代铸铁》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推荐单位：《 现代铸铁》 杂志社
２．发动机镁合金齿轮箱壳体砂型铸造
作者：袁海波 康 明 刘之顺 王泽忠 雷 健
作者单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发表刊物：《 铸造工程》（ 造型材料）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推荐单位：《 铸造工程》（ 造型材料） 杂志社
３．电渣熔铸模拟三峡真机导叶组织性能研究及应用
作者：贾淑芹 王大威 刘洪超 李旭东 郝学卓 曲学良
作者单位：沈阳铸造研究所
发表刊物：《 铸造》 ２００５ 年第 ９ 期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４．中硅钼耐热蠕墨铸铁排气歧管材质和工艺探讨
作者：金永锡
作者单位：上海圣德曼铸造有限公司
发表刊物：《 铸造》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５．镁合金消失模铸造模样消失过程的研究

作者：董选普 樊自田 黄乃瑜 李新民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塑性成型及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发表刊物：《 铸造》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６．面向循环经济的铸造生产与技术
作者：王 俊 董安平 疏 达 孙宝德 周尧和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发表刊物：《 铸造》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７．
“ ＫＱＤＬ 系列冲天炉”成果研讨
作者：陈朝云 姜永录
作者单位：秦皇岛开发区春光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发表刊物：《 铸造设备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推荐单位：《 铸造设备研究》 杂志社
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ｌ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ｇａｓ ｅｕｔ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作者：刘 源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发表刊物：《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ＵＮＤＲＹ》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９．罐用铝材高温流变应力行为的研究
作者：傅高升 陈文哲 钱匡武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
发表刊物：《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２００５ 年第 ９ 期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１０．一种定向凝固高温合金的薄壁效应研究
作者：张 强 １ 黄朝晖 １ 仝建民 ２
作者单位：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２．清华大学
发表刊物：《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优秀论文
１．灰铸铁研究和生产的新进展与展望
作者：曾大本 唐靖林

铸造

铸造资讯

推荐单位：《 现代铸铁》 杂志社
２．球墨铸铁曲轴应用前景的评估
作者：刘光华 张永秀 尹晓舜 李 瑞
推荐单位：《 现代铸铁》 杂志社
３．影响铸铁凝固组织的隐形因素
作者：周继扬
推荐单位：《 现代铸铁》 杂志社
４．铸铁石墨的变态规律
作者：方克明 张锁梅
推荐单位：《 现代铸铁》 杂志社
５．气缸盖用低发气量系列覆膜砂的研制与应用
作者：杨旭朝 孙伟民 李新强
推荐单位：《 铸造工程》（ 造型材料） 杂志社
６．造型材料中含氮量及含硫量检测方法的研究
作者：吴景峰
推荐单位：《 铸造工程》（ 造型材料） 杂志社
７．树脂砂防铸件脉纹的技术浅析
作者：朱 筠 於有根 周联山 王 平
推荐单位：《 铸造工程》（ 造型材料） 杂志社
８．酚醛树脂的现状与进展
作者：张 洋
推荐单位：上海市铸造学会
９．铸造废砂制备泡沫玻璃工艺研究
作者：张召述 李红勋 周新涛
推荐单位：《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杂志社
１０．解决铸钢件热裂缺陷的工艺方法分析和选择
作者：石光玉 于洪照 相子强
推荐单位：《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杂志社
１１．汽车用铝合金半固态零件触变压铸工艺
作者：张志峰 田战峰 杨必成
推荐单位：《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杂志社
１２．压铸机合型力测试过程中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作者：郭来平 邱林弟
推荐单位：《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杂志社
１３．铸铁屑的回收利用
作者：郑秉和
郑刚
推荐单位：《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杂志社
１４．低压射砂 － 高压压实造型型砂充填过程的数值模拟
作者：李宏亮 吴浚郊
推荐单位：《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杂志社
１５．高强度灰铸铁汽车发动机缸体铸件的研制与应用
作者：司乃潮 张 亮 孙少纯 付明喜 周永寿 胡丽云
杨均强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１６．可视化铸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作者：李殿中 康秀红 夏立军 李依依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１７．消失模铸造 ＡＺ９１ 镁合金组织及耐蚀性研究
作者：吴国华 刘子利 樊 昱 丁文江 朱燕萍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１８．高性能低成本铸造近共晶 Ａｌ－Ｓｉ－Ｍｇ 合金
作者：廖恒成 姜云峰 董光明 孙国雄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１９、小批量大型复杂金属件的快速铸造技术
作者：史玉升 刘 洁 杨劲松 沈其文 黄树槐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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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铸钢件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
作者：王泽华
推荐单位：《 铸造设备研究》 杂志社
２１．快速超薄铸轧机铸轧辊变形测量系统研究
作者：熊勇刚 谭建平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２２．铸造废砂和粉煤灰制备 ＣＢＣ 复合材料的研究
作者：秦俊虎 张召述 贺茂云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２３．高频磁场电磁净化试验研究及净化时间的计算
作者：郭庆涛 金俊泽 李廷举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２４．半固态高铬铸铁初生相的形貌及其定量分析
作者：皇志富 张安峰 邢建东 黄卫东 高义民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２５．电渣熔铸 － 熔焊法生产大直径内燃机曲轴的工艺研究
作者：张振国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２６．ＷＣ 颗粒增强 Ｃｒ 系抗磨白口铸铁表层复合材料的抗磨损性
能研究
作者： 李秀兵 方 亮 黄义民 邢建东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２７．轮形铸铁件补缩式雨淋浇注系统的设计
作者：连 炜 王守志 魏 兵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２８．Ａｌ／ Ｚｎ 比对镁合金组织、力学性能及耐蚀性的影响
作者：李冠群 吴国华 樊 昱 丁文江 朱燕萍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２９．均衡凝固技术在高铬白口铸铁衬板上的应用
作者：许利民 邹克武 吴敬然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０．Ｃ２Ｈ２Ｆ４ 气体保护下镁及镁合金的熔炼研究
作者：王小军 陈虎魁 刘建睿 黄卫东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１．无凝固收缩铝硅合金的研制
作者：常芳娥 坚增运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２．均衡凝固飞边冒口在汽车转向助力泵体铸件上的应用
作者：连炜 祝周虎 王守志 魏 兵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３．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电磁连铸研究
作者：王宏明 任忠鸣 李桂荣 戴起勋 赵玉涛 李家旺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４．碳对高钒高速钢凝固过程的影响
作者：邵抗振 魏世忠 龙 锐 倪 锋 彭 涛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５．复式比例阀的计算机辅助均衡凝固工艺设计及数值优化
作者：马军贤 刘峰超 刘军利 李 日 刘宏伟 俱英翠
推荐单位：《 铸造技术》 杂志社
３６．发动机缸体与变速箱壳体压铸件生产及质量控制
作者：向中元
推荐单位：《 铸造设备研究》 杂志社
３７．从青力公司产品看我国冲天炉熔炼的发展
作者：宋 强
推荐单位：《 铸造设备研究》 杂志社
３８．砂处理机电一体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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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凤声
推荐单位：《 铸造设备研究》 杂志社
３９．大型铸钢车间的扩能改造设计
作者：王 宇
推荐单位：《 铸造设备研究》》 杂志社
４０．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ｂ－ｓｎ ａｌｌｏ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作者：席 赟 祖方遒 刘兰俊
推荐单位：安徽省铸造学会
４１．Ｎｅｗ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ｖａｃｕｕ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ｎ
ｗａｌｌ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ｌ－ａｌｌｏｙ ｃａｓｔｉｎｇｓ
薄壁复杂铝合金铸件真空差压铸造
作者：董选普 黄乃瑜 吴树森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４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ｙｐｏｅｕｔｅｃｔｉｃ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ａｌｌｏｙｓ ｂ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冷却曲线模式识别方法评判亚共晶 Ａｌ－Ｓｉ 合金变质级别
作者：陈 祥 耿慧远 李言祥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４３．Ｄｉ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 ｃａｓｔ Ｖ６ ｅｎｇｉｎｅ
ｂｌｏｃｋｓ
Ｖ６ 发动机缸体的压铸模具设计及工艺优化
作者：Ｈｅｎｒｉ ＨＵ
推荐单位：《 铸造》 杂志社
４４．电磁搅拌下半固态 ＡＺ９１Ｄ 镁合金的组织形成
作者：毛卫民 李 强 甄子胜 陈洪涛 钟雪友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４５．深过冷 Ｆｅ７６Ｂ１２Ｓｉ１２ 超细晶材料的凝固组织与软磁性能
作者：张振忠 高建卫 赵芳霞 陈传文 杨根仓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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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倾斜式冷却剪切工艺条件对半固态合金组织的影响
作者：管仁国 康立文 尚剑洪 王 超 温景林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４７．金属液在连续纤维预制型中的横向补缩
作者：于家康 闫 庆 周尧和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４８．镁合金再生后组织与性能的研究
作者：周 宏 丛福官 赵 宇 宋起飞 李 伟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４９．静磁场对铝硅合金 Ｎａ 变质处理的影响
作者：连 峰 李廷举 胡国兵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５０．ＴｉＢ２／Ｔｉ－Ａｌ 复合材料中棒状 ＴｉＢ２ 晶体的微观特征
作者：高文理 张 虎 王 群 曾松岩 陈振华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５１．Ｃｕ 模吸铸法制备 Ｃｕ－ 基块体非晶合金
作者：寇生中 李春燕 许广济 丁雨田 胡 勇
推荐单位：《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杂志社
５２．改善康明斯汽缸体加工性初探
作者：郭全领 曾大本 黄乃绪
推荐单位：全国铸造学会
５３．镁合金真空低压消失模铸造的技术特征与实践
作者：樊自田 吴和保 李继强 张大付 董选普 黄乃瑜
推荐单位：全国铸造学会
５４．铝合金半固态压铸技术与应用研究
作者：田战峰 徐 骏 杨必成 张志峰 石开力
推荐单位：全国铸造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专业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 装备制造技术》 杂志征稿启事
《 装备制造技术》 杂志于１９７３年创刊，是经国家科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委员会主管、广西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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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学 会 主 办 的 综 合 性 机 械 科 技 省 级 优 秀 学 术 期 刊 。 本 刊 为 季 刊 ， 大 １６ 开 本 ， 国 内 外 公 开 发 行 ， 国 际 标 准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
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４５Ｘ，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４５－１３２０／ＴＨ。系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源刊、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全文收
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收录期刊、广西机械工程学会会刊。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本刊决定从２００６年８月份起由季
刊改为双月刊，２００７年１月份起正式改为月刊，正文页码也由原来的６４页增至１２８页。全新打造的《 装备制造技术》 杂志将会更丰
富、容量更大、更受读者欢迎。
主要栏目：设计与计算、计算机应用、工艺与工装、管理与改革、专论与综述、经验与创新、信息与动态、电气技术与自动
化、设备管理与维修、试验与研究、标准化、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栏目。
稿件要求：本刊十分欢迎从事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文稿数字以３０００－８０００
字为宜。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学术期刊规范化的要求，所有来稿均应附有简明的摘要１００－２００字，关键词３－５个，注释和参考
文献，（ 标明参考文献类型：专著［Ｍ］；论文集［Ｃ］；期刊文章［Ｊ］；学位论文［Ｄ］；报导［Ｒ］；标准［Ｓ］；专利［Ｐ］），中、英文摘要（ 内
容包括１、与文章同等量之主要信息，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结论。２００字内为宜；２、题名、全拼音作者姓名、单位名称
和关键词等） 附于正文末尾。来稿请注明作者简介，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工作单位和详细
通讯地址、邮编、电话。
投稿方式：本刊编辑部实行无纸化办公，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编辑部邮箱或递交文稿软盘。本刊自收到稿件起一个
月内完成审阅工作，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严禁抄袭，请勿一稿多投，未接到通知者，可自行处理，优秀论文稿费从优，并赠
送当期杂志两本。
本刊诚聘兼职编辑５名，英语翻译２名，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从优。
编辑部电话：０７７１－５６００５９０ １３３９７８１８０８６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ｂｚｚｊｓ．ｃｏｍ

投稿信箱：ｚｂｚｚｊｓ＠１６３．ｃｏｍ或ｚｂｚｚｊｓ＠１２６．ｃｏｍ
工作ＱＱ：４７２５００１５８
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民主路１７号《 装备制造技术》 杂志编辑部
（ 附：聘组稿人员１０名，可以免费寄赠样刊）

邮

编：５３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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