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俊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ZrAlN anti-reflective coating for 

low-emissivity glasses》，SCI二区，一作 

《Preparation and Corrosion-inhibition Performance of Duplex 

Ceramic Coatings Developed on AZ31B Mg Alloy by Microarc 

Oxidation/ Sputter CeO2 Coating 》，SCI三区，二作（在审） 

《纳米MgO对镁合金微弧氧化膜耐腐蚀性的影响》，EI ，二作（在审） 

2017年  

获重庆大学苏博特奖学金  

评为重庆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评为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评为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2016年 

学年度研究生元旦晚会“致青春”节目三等奖 校级 

所获奖励 



52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俊杰 

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Junjie He, Bin Jiang, Jun Xu et al. Effect of texture symmetry on 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magnesium alloy sheet [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7, 723: 213-224. 
Junjie He, Bin Jiang, Xiaowen, et al. Strain path dependence of texture and 
property evolutions on rolled Mg-Li-Al-Zn alloy possessed of an asymmetric texture 
[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7, 698: 771-785. 

 Junjie He, Bin Jiang, Hongmei Xie, et al. Improved tension-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Mg-Al-Zn alloy processed by co-extrusion [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2016, 675: 76-81 
 Junjie He, Bin Jiang, Qin Yang et al. Improved anisotropy of Mg-3Li-3Al-Zn alloy 
sheet by pre-setting grain re-orientation and subsequent annealing [J]. Journal of 
Alloys  

2017年  

入选重庆市科协“科技新星培育工程” 

获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获博士研究生A等奖学金 

2016年 

获博士研究生新生国家奖学金 

获博士研究生A等奖学金  

所获奖励 



53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世鹏 

 

2017年  

获“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全国二等奖 

获“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 

获“重庆大学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荣获重庆大学2016-2017学年度“青年五四奖章”（“三人行”数学建模团队） 

2016年 

获“华为杯”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2015年 

“中关村青联杯”第十二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第二届重庆大学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一等奖 

获得“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 

 

 

所获奖励 



54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逯世杰 

 

 

 

所获奖励 

担任材控专业班长期间，曾多次组织班级活动，如“新老生交流

会”、“有才有料素质拓展活动”、“新年交流联欢会” 

 

重庆大学FSAE方程式赛车队   卐越贡献奖   

材料学院  “镁化生活杯”篮球赛亚军    

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二等奖    

重庆大学A等奖学金     

重庆大学优秀新生入学奖学金乙等    

重庆大学材料学院辩论赛冠军     



55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骆超群 

重庆大学第四届“ 新尚杯”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重庆大学第五届树声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重庆市第七届科慧杯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江北区团委首届“ 三创之星” 大赛中取得了互联网行业团队组一等奖 

2016 年“创青春”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实践挑战赛荣获铜奖 

重庆大学第五届“国家级大学生创业项目”优秀结题 

重庆大学十佳创新创业先进个人 

重庆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重庆大学第八届研究生“文明寝室”评比二等奖 

重庆大学自立自强先进个人 

重庆大学材料学院材苑论坛中评为荣誉讲师 

重庆大学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干部 

2017 年材料学院苏博特二等奖学金 

第三届重庆大学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所获奖励 



56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汪金生 

以第一作者发表EI期刊论文 

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发明专利一项 

 

2017年  

获重庆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获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获重庆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2016年 

获重庆大学第二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重庆大学研究生A等奖学金 

 

 

所获奖励 



57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斯佳    

材料学院材控一支部书记，积极配合辅导员做好党支部关于发展

党员及预备党员转正等学生工作 

对上级党组织分配的各项活动，积极主动的协同其他成员为同学

做好组织工作，迅速并有效的完成党组织安排的任务 

 

获研究生A等学业奖学金       

获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生辩论赛“最佳辩手”                

获研究生B等学业奖学金 

获“启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培训优秀学员   

获优秀共产党员  

 

 

所获奖励 



58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艳    

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2篇 

1.Yan Liu, Guoqiang You, Fan Gao, et al. Effect of 

Gaseous Carbon Dioxide on Mg-8Al Alloy Grain 

Refinement[J].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MgCO3、CO2、CO对AM60B合金晶粒细化的影响 

2016年 

获重庆大学 优秀共青团员    

2017年              

获重庆大学 优秀共青团干部               

获重庆大学 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干部        

获重庆大学 优秀研究生                  

获材料学院 研团委学生会优秀干部         

获重庆大学 “文明宿舍”                 

 

 

所获奖励 



59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通信工程学院  陈涛 

 

 

 

所获奖励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羽毛球队队长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分团委书记 

2016年 

获重庆大学五四表彰优秀共青团干部 

获“华为杯”第十一届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 西南赛区二等奖 

获重庆大学研究生电子竞赛一等奖 

2017年 

获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获重庆大学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干部 

获重庆大学五四表彰优秀共青团员 

获“华为杯”第十二届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 西南赛区一等奖 

获重庆大学研究生电子竞赛一等奖 

 

 



60 2016-2017学年度研究生“争先创优”     优秀代表 

通信工程学院  任浩 

 

 

 

所获奖励 

CSCD核心：《Au85原子纳米团簇热力学性质分子动力学模拟

研究》（第一作者） 

EI论文：《Intelligent Robots with MCU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MATLAB》（第一作者） 

2016年 

获重庆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 

获重庆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获华为杯“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优胜奖 

2017年 

获华为杯“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 

获华为杯“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西部赛区一等奖 

获重庆大学“究生电子设计竞赛”特等奖 

获重庆大学“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