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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德全，1977 年 7 月生，山东青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哈尔滨理

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先进制造智能化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黑龙江省液态金属质量快速评价及先进成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黑龙江省材料学领军人才梯队后备带头人。分别于 2000、2003 毕业于哈尔

滨理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7 年获得哈尔滨理工大学测试计量技

术及仪器学科工学博士学位，2012 年 2 月-2013 年 3 月在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访问研究。2004 年任教，长期从事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近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

特别资助、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司局、企业委托项目 20 余项；在 Results in Physics，Fluid 

Phase Equilibria，Applied Clay Science，JOM，Materials Transactions，机械工程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转化/转让 2 件，出版专著/教材 4 部；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论文、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三等奖等。 

（一） 研究方向 

1. 砂型材料质量和性能的快速检测和控制；2. 超声检测在材料成形中的应用； 

3. 合金熔炼和成形过程的质量参数监测；  4. 铸造成型及检测设备； 

5. 多场耦合下合金凝固及遗传特性 

（二） 获奖情况 

   第 13 届哈尔滨市青年科技奖（2016）、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2010）、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三等 奖（2011）、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19）、 

     黑龙江省高教学会教学成果一等奖（2010）和二等奖（2011）、 

     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五四奖章（2017）、 

     哈尔滨理工学教学新秀奖（2013）和哈尔滨理工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1）。 

（三） 研究项目 

  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介电特性的湿型砂含水量快速测量方法、2020/01-2023/12、60 万 

2. 企业横向课题、蠕墨铸铁凝固特性及蠕化率评价研究、2019/04-2021/11、150 万 

3. 黑龙江省领军人才梯队后备带头人基金、2020/01-2021/12、3 万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电场作用下铸造湿型砂介电特性及相关组分/性能参数快速检测研究、
2012/01-2014/12，26 万 

5.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铸造湿型砂相关组分参数快速检测方法研究、2012/01-2014/12，
10 万 

6.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基于超声波的球墨铸铁球化率检测技术及系统研究、
2014/06-2016/05，3 万 

7. 
中国民航大学地面特种设备基地基金、飞机整体驱动发电机机械故障建模与仿真方法、
2014/05-2016/05，7 万 

8. 
潍柴动力内燃机可靠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缸体/缸盖蠕化率超声波检测数学模型的建
立、2016/11-2018/06，25 万 

9. 
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金属板材结构健康电磁超声监测关
键技术研究、2012/01-2014/06，8 万 

1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铸造合金流动性实时监测方法关键技术研究，10 万 

11. 黑龙江省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液态合金粘度快速检测方法及系统研究，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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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主要教研项目 

1.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卓越工程师培养背景下校企深度合作再研究及材料专
业校企联合实践教学体系构建、2013/05-2015/05 

2.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金属材料专业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研
究、2010/12-2013/06 

3.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契机，面向龙江区域产业的材料专业应
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2/01-2014/12 

4.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以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
向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2012/01-2014/12 

5. 
哈尔滨理工大学教学研究课题、以行业需求为导向，构建金属材料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2013/09-2015/05 

6. 
哈尔滨理工大学教学研究课题、卓越工程师培养背景下金属材料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与构建、2012/01-2013/05 

（四） 部分发表论文 

1.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parameters on properties of Al-4.8Si-1.2Cu-0.5Mg alloy. Materials 

Transactions, 2020, (SCI) 

2. 
Effect of electric pulse current rapid aging treatment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Al-7Si-

0.55Mg alloy. Metals, 2019 (SCI) 

3. 
Influence factor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ermicular graphite ratio in cast iron measured by 

ultrasonic metho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2018, (SCI) 

4. 
Effect of quenching parameter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7A04 aluminum alloy.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2017, (SCI) 

5. 
Influence of quenching parameter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onductivity of 7A09 

aluminum alloy. Kovove Materialy, 2017, (SCI) 

6. 
System and experiment on fast testing vermicular graphite percent in cast iron based on 

ultrasonic longitudinal wave. Materials Transactions, 2016, (SCI) 

7. 
 Effect of quench proces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onductivity of 7475 alloy. Materials 

Transactions, 2016, (SCI) 

8. 
Polarization analysis of green sand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under exciting electric field. 

Applied Clay Science, 2014, (SCI) 

9.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of resistance-heated furnace based on variable fuzzy-PI control. 

Proceedings of SPIE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2013, (EI) 

10. 磁盘高速运行过程中磁头运行状态的监测方法. 机械工程学报, 2018, (EI) 

（五） 著作/教材 

1. 

《砂型铸造设备及自动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05，主编 

（学银慕课：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2915167） 

2. 《造型材料》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主编 

3. 《热加工测控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08，主编 

4. 《材料成型控制工程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02，参编 

 

http://muchong.com/bbs/url.php?s=aHR0cDovL3d3dy54dWV5aW5vbmxpbmUuY29tL2RldGFpbC8yMDI5MTUxNjc%3D&_s=22632b25f62d46ed#opennew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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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部分授权专利 

1. 湿型粘土砂极化性能的测试方法， ZL201310407662.1 

2. 一种无氟发热保温冒口及其制备方法， ZL201310625252.9 

3. 铸造用发热保温冒口及其制备方法， ZL201310572537.0 

4. 磁头冲浪状态监测系统及磁头冲浪状态监测方法，ZL201210599306.4 

5.  一种湿型砂含水量测量方法，ZL201210508664.X 

6. 铸造型砂五强度立式测试装置及基于该装置的型砂强度获取法方法，ZL201410155421.1 

7. 
一种电容法测量湿型粘土砂含水量的圆柱形制样装置及测量湿型粘土砂含水量的方法，
ZL201210589603.0 

8. 一种发热保温冒口套及其制备方法， ZL201310572537.0 

9.  一种超声波检测任意尺寸蠕墨铸铁蠕化率的装置及其使用方法，ZL201410757457.7 

10. 一种超声波法快速测量球铁球化率的装置，Z 201520474153.X 

（七） 主讲课程 

     1. 先进材料成型技术（硕士生）； 2. 材料科学中的试验设计及数据处理（博士生） 

     3. 热加工测控技术（本科生）；    4. 铸造设备及自动化（本科生）； 

     5. 材料成型过程控制（本科生）； 6. 造型材料（本科生）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征仪路 249 号，哈尔滨理工大学南区材料学院 6-318,邮编：150040 

电子邮箱：shidequan2008@163.com 

电话：0451-86392533、18646364625  

 

mailto:shidequan200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