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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推荐书 

（2017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学科评审组： 土建水 1,2,    

项目 
名称 

中文名 复合结构关键基础理论的分析和试验研究 

英文名 
Analy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for composite 

structures 

主要完成人 徐荣桥,吴宇飞,陈伟球,沈旭栋 

主要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推荐单位（盖章） 浙江大学 

主 题 词 钢混组合结构、FRP 外包混凝土结构、粘结滑移、受约束混凝土、精确分析 

学科分类 

名称 

1 结构工程及材料 代码 3101420 

2 土木结构 代码 3101410 

所属科学技术领域  

任务来源 D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D2-其它基金;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限 300 字） 

D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部分作用组合结构的分析理论及多尺度模拟，11172266 

D2 香港研资局基金，Characterization of a mechanically enhances FRP bonding system, 123711 

D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部分作用组合梁桥的静动力特性及施工过程分析，2009QNA4022 

发明专利（项） 授权：  申请:  其他知识产权/标准（项）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5-01-01 完成： 2014-12-31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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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土木建筑学科的结构工程领域。 

钢和混凝土是传统的土木工程材料，纤维增强聚合材料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FRP)在土木工程

中的应用则主要在近二十年左右。这三种材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能，但是它们结合起来组成复合结构，

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从而获得优异的经济和技术指标。比如钢混组合梁，外包 FRP 的钢筋混凝

土柱，外贴 FRP 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等等。本项目对这些复合结构的受力特性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

和试验研究，完整地建立了考虑层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静动力及屈曲特性的分析理论，提出了外包 FRP

混凝土柱的应力应变关系，揭示了 FRP 与混凝土界面剥离特性的物理机制，为复合结构的分析和设计

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科学发现如下： 

(1)提出并建立了基于一阶剪切梁理论和基于二维理论的考虑层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静动力及屈曲

分析的分析理论，发现了剪切连接键的刚度对钢混组合梁的静动力特性和屈曲特性的影响规律，给出

了定量的解析公式，被国际同行大量引用来校核数值和试验结果，并把我们提出的分析理论与国际结

构大师 N.M. Newmark 建立的模型平列进行详细对比，更有学者在《J. Struct. Eng.》上发表文章，建议

把我们给出的钢混组合梁自由振动频率公式写入欧洲规范。 

(2)建立了以位移和内力表示的组合梁静动力和屈曲分析的各类变分原理，把传统的基于 Lagrange

体系的钢混组合梁动力分析方法导入到 Hamilton 体系，给出了在广义边界条件下证明钢混组合梁振型

正交性的一般方法，该方法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复杂结构形式。所得变分原理被国际同行直接应用构造

组合梁的新型混合有限元列式。 

(3)发现了受包裹混凝土的强度增加量与矩形截面倒角半径呈线性关系，量化了矩形混凝土柱截面

长宽比对于 FRP 包裹作用的影响规律，提出了统一的外包 FRP 钢筋混凝土柱的强度以及应力应变关

系模型，发现了外贴 FRP 发生端部非稳定剥离的物理本质，即 FRP 内储藏的弹性应变能释放量超过

了剥离所需的断裂能和表面能。该发现点有两篇代表性论文引用都超过 100 次，被 ESI 认定为高被引

论文。 

本项目在复合结构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两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取得了重要原创性成果，

推动了考虑界面滑移的钢混组合结构的静动力分析理论，形成了以一维梁理论和二维弹性力学理论为

依据的严格的分析体系，得到的钢混组合梁静动力问题的精确解和解析解为数值分析或其他近似求解

提供了比较的基准，推广了 Hamilton 体系在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加深了对受 FRP 包裹作用钢筋混凝

土柱的受力特性的理解，统一了受约束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揭示并阐明了 FRP 与混凝土界面剥离

时若干重要现象。10 篇代表论著被来自美、德、英、日、法、意、加、西、澳等 24 个主要国家和地

区以及国内的 400 余位学者在 30 余种 SCI 期刊的论文中正面他引 383 次，Scoups 他引 520 次，在国

内外同行中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共发表 SCI 论文 65 篇，所发表论著被他人 SCI 论文引用 90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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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科学发现 

1. 重要科学发现（限 5 页）

研究背景 

    钢和混凝土是传统的土木工程材料，纤维增强聚合材料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FRP)

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则主要在近二十年左右。这三种材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能，但是把它

们结合起来组成复合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从而获得优异的经济和技术指标。

比如钢混组合梁，充分利用了钢材的抗拉性能和混凝土的抗压性能，在房屋建筑和桥梁工

程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而外包 FRP 的钢筋混凝土柱，由于受 FRP 约束可显著地改善混凝

土材料的抗压性能和延性，在结构加固和结构抗震中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另外，由于优异

的施工性能，直接外贴 FRP 被大量应用于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对这些复合结构的分

析理论并不完善，其核心问题是需要发展考虑层间滑移的组合结构的分析理论，建立受约

束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和 FRP 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剥离特性。 

    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研究资助局项目，本项目对复合结构的受力特性进行了

详细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完整地建立了考虑层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静动力及屈曲特性

的分析理论，提出了外包 FRP 混凝土柱的应力应变关系，揭示了 FRP 与混凝土界面剥离特

性的物理机制，为复合结构的分析和设计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工

程应用价值。针对“项目简介”中提及的 3 个主要科学发现点，进一步分项阐述如下： 

科学发现一：提出并建立了考虑一阶剪切变形和转动惯量以及层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静动

力及屈曲分析的统一理论模型，得到了在各种边界条件下的精确解和解析解，分析了钢混

组合梁的各参数对其静动力特性和屈曲特性的影响，给出了定量的解析公式，发现挠度、

振动频率和临界荷载对于抗剪连接件的抗剪刚度都有一敏感区域，即当抗剪连接件的抗剪

刚度处于这一敏感区域时，抗剪刚度的变化可极大地影响钢混组合梁的挠度、频率和临界

荷载。而在敏感区域以外，则基本没有影响。首次提出了考虑层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静动

力及屈曲分析的二维理论模型，得到了在两端简支条件下的精确解，可作为各种梁理论和

其他近似方法的比较基准，详细分析了截面上剪力随抗剪连接件刚度的变化分布规律，给

出了基于一维梁理论所得结果的误差范围。 

学科分类：土木结构(3101410)；支撑材料：代表性论文 1,2,5 

(1)基于一维梁理论的分析模型及界面相对滑移对结构静动力特性和屈曲特性的影响规律 

著名的结构力学专家 N.M. Newmark 在 1950 年代通过试验提出了钢混组合梁的抗剪连接件

所受的剪力与其变形成线性关系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基于经典梁理论，最早建立了考虑层

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的分析模型理论。本项目则首次提出了考虑剪切变形和转动惯量的钢

混组合梁理论，并建立了统一的静力学和屈曲分析模型。在钢混组合梁中，钢和混凝土是

通过剪切连接件的力和变形的传递共同受力，而经典梁理论则忽略了剪切变形，这是一对

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钢混组合梁的分析模型理应考虑各部分的剪切变形，而其中一阶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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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变形梁理论又是最方便的一种，这样既考虑了剪切变形，又不致分析模型数学上过于复

杂而难于求解和应用。如果忽略剪切变形和转动惯量的影响，本项目提出的分析模型又可

以退化为基于经典梁理论的钢混组合梁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求得了均布荷载作用下钢

混组合梁静力挠度的精确解，并把其分成了三部分，即不考虑层间滑移和剪切变形的挠度、

层间滑移导致的挠度和剪切变形导致的挠度，这样就可以详细分析了个参数对挠度的影响，

发现由于剪切变形导致的挠度增加量与梁的高跨比平方成正比，而层间滑移导致的挠度则

对抗剪连接件的抗剪刚度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这些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际应用价值。另外，也求得了钢混组合梁自由振动频率的表达式，同样在其中提取出了

层间滑移、剪切变形和截面转动惯量对振动频率的影响因子，通过参数分析，发现自由振

动频率对抗剪连接件的抗剪刚度同样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另外剪切变形和转动惯量对

频率的影响随振动模态阶次的提高而迅速增大，也也表明如果要分析钢混组合梁的高阶频

率必须考虑剪切变形和转动惯量。屈曲分析得到的钢混组合梁的临界荷载，其随抗剪连接

件的刚度以及剪切变形的影响，与频率类似。这些重要的规律可为钢混组合梁的设计理论

提供有力的支撑。 

(2)考虑界面相对滑移的组合梁分析的二维理论 

基于梁理论的考虑层间相对滑移的钢混组合梁分析模型，必须引进沿梁高度方向的变形假

设，无论是否考虑剪切变形。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钢混组合梁的静动力和屈曲特性，本项

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基于二维理论的考虑层间滑移的分析模型，首先通过截面等效方法，

把钢混组合梁等效为具有不同材料特性的多层平面应力模型，然后通过状态空间法建立了

分析模型，通过引入抗剪连接件的层间弹簧模型，得到了两端简支条件下的精确解。对于

非两端简支条件，利用半解析半数值方法求得了近似解。这些解可为其他基于梁理论的近

似方法或者数值方法提供比较依据；通过参数分析，得到了梁理论在不同高跨比情况下的

误差范围，同时发现不同的边界条件，相同高跨比下梁理论的精度有明显差别。另外，抗

剪连接件的刚度可以显著地影响截面上剪应力的分布。这些现象可为设计方法提供理论依

据。 

科学发现二：把传统的基于 Lagrange 体系的钢混组合梁动力分析方法导入到 Hamilton 体

系，利用广义内力和广义位移的辛对偶关系，给出了在广义边界条件下证明钢混组合梁振

型正交性的一般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析钢混组合梁强迫振动的手段。建立了以内

力及其对应广义位移表示的钢混组合梁的各类能量变分原理，包括虚功原理、功的互等定

理、最小势能原理、最小余能原理、两类变量的广义变分原理、以及关于自由振动和屈曲

的变分原理，可直接用于钢混组合梁的近似分析或构造有限单元列式。 

学科分类：土木结构(3101410)；支撑材料：代表性论文 3,4 

(1)基于 Hamilton 体系的组合梁动力特性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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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辛几何(Symplectic Geometry)的对偶变量，可把传统只利用单一变量(力或者位移)，也

即基于 Lagrange 体系的分析方法变换到同时把力和位移作为基本未知量的 Hamilton 体系

中，这一个开创性工作归功于我国著名的结构计算分析专家钟万勰院士。本项目把其应用

于考虑层间滑移的钢混组合梁的分析中，首次给出了钢混组合梁的状态空间描述。利用状

态变量的辛内积，推导了在广义边界条件下，钢混组合梁模态关于质量和刚度的正交关系。

关于质量的模态正交关系可以退化到常规边界条件，而关于刚度的正交关系，则是国际上

首次发表，在此之前未见类似工作报道，因此这个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首创性。更值得指

出的是，本项目提出的推导模态正交关系的方法，由于采用了矩阵表述，在数学形式上具

有统一性，即可以推广应用于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不会增加数学推导上的难度，如变截面

特性的钢混组合梁或多跨的钢混组合梁，这大大推广了本项目方法的实用性。实际上，本

项目提出的基于辛内积和采用矩阵形式的方法，可推广应用于一般结构模态关于质量和刚

度正交性的推导和证明。在此基础上，还发展了考虑界面相对滑移的组合梁的强迫振动分

析方法，可进一步扩展应用于车-组合梁桥的相互作用分析。 

(2)组合梁静动力特性和屈曲特性的变分原理 

变分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即可用来推导问题的控制方程及其对应的

边界条件，也是近似或数值解法(比如限元方法)的理论基础。在本项目发表这一系统性工作

之前，也有人基于类似的虚功原理和最小势能原理推导相应的有限单元，但是工作很不系

统，而且采用了应力和应变作为基本未知量，这对于基于梁理论的以弯矩、剪力、挠度、

转角、相对滑移和层间剪力为基本未知量的分析方法非常不便。在前面工作的启发下(见重

要科学发现 1.3)，本项目系统性地建立了用弯矩、剪力、挠度、转角、相对滑移和层间剪力

表示的各类能量变分原理。其中功的互等定理、最小余能原理、两类变量的广义变分原理

以及关于自由振动和屈曲的变分原理，均为国际上首次导出，填补了考虑层间滑移梁理论

在能量变分原理研究方面的空白，丰富了变分原理的研究工作。 

科学发现三：针对不同截面形式的外包 FRP 钢筋混凝土柱，进行了详细的试验和理论研究，

分析和量化了混凝土柱矩形截面的倒角半径对混凝土受 FRP 包裹效应的影响，发现了受包

裹混凝土的强度增加量与截面倒角半径呈线性关系；研究了矩形截面的长宽比系数对受 FRP

包裹的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的影响，量化了长宽比系数对于 FRP 的包裹作用。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统一的外包 FRP 钢筋混凝土柱的强度以及应力应变关系模型，可适用于不同的截面

形式和参数，为外包 FRP 钢筋混凝土柱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研究了在各种荷载下 FRP

的端部剥离和在内部裂缝处的剥离特性。发现了发生端部剥离时 FRP 内储藏的弹性应变能

释放量超过了剥离所需的断裂能和表面能，因此 FRP 的端部剥离是非稳定的。 

学科分类：土木结构(3101410)；支撑材料：代表性论文 6,7,8,9,10 

(1)外包 FRP 的方形截面混凝土柱的应力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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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包 FRP 约束混凝土柱中的混凝土，改善其强度和延性，在结构加固和抗震设计中得

到了较大的关注。在此之前研究圆形截面柱的较多，但是矩形/方形截面外包 FRP 后的性能

十分复杂研究则相对少很多。与圆形截面不同，其他截面形状柱在 FRP 外包作用下，内部

混凝土的约束是不均匀的。有人认为截面形状的尖角处 FRP 无法提供约束，而有人反而认

为 FRP 约束的有效性部分来自于截面的尖角。因此本项目对外包 FRP 的方形截面柱进行了

详细的试验研究，制作了 108 个外包 CFRP 的混凝土柱试样，针对不同的倒角半径、CFRP

横向刚度和混凝土标号，揭示和阐明了这些参数对 FRP 包裹效应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

外包 FRP 对内部混凝土的约束水平极大地受倒角半径的影响，重要发现是(1)倒角半径对受

约束混凝土的强度增强比有直接的线性关系，该线性关系在所有测试的倒角半径范围、不

同的约束水平和所有的混凝土标号情况下都存在；(2)具有尖角的截面，在加载的开始阶段，

尖角无法提供足够的约束有效性去提高受包裹柱的强度；但是一旦越过加载峰值，具有尖

角的截面其延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加；(3)对于高标号混凝土，在增加结构延性方面约束是有

效的，但是对于大倒角半径的截面，增加约束无助于提高其延性；(4)对于低标号混凝土，

除了小倒角半径的截面，约束不仅无法增加柱子的延性，反而有可能降低。 

外包 FRP 混凝土柱的抗压强度模型和应力应变关系是一个非常基础和重要的科学问题。这

也是对于 FRP 在土木工程中进行大量应用的一个困难的任务。由于原先的研究大部分集中

于圆形截面的混凝土柱，因此所得结果并不适用于其他截面形状的混凝土柱。通过本项目

的研究工作(重要发现 2.1 和 2.2)，理论模型中应该考虑截面形状参数。为此，首先提出了

统一截面形状的数学方法及引入形状参数，当该参数从 0 变化到 1 时，截面形状从方形渐

变为圆形。然后把该参数引入已有的模型中，通过本项目详细的试验结果(重要发现 2.1 和

2.2)和收集的其他试验数据得到的数据库，标定其中的待定常数，得到了统一的强度模型，

可以适用于任意倒角半径系数的截面。该模型包含了两个特殊情形，即当形状参数为 1 时，

截面形状是圆，而当形状参数为 0 时，截面形状为具有尖角的方形。通过与已有试验结果

的比较和模型预测，表明本项目提出的统一模型具有更好的试验相关性。值得指出的是，

本项目提出这个模型的方法具有一般性，也可以用来建立其他类似结构，比如钢管混凝土

的强度模型和应力应变关系。将来如果有更多更详细的试验结果，还可以对该模型的具体

参数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不同情况。 

(2)外包 FRP 的矩形截面混凝土柱的应力应变关系 

除了倒角半径极大地影响矩形/方形截面柱的 FRP 包裹效应，矩形截面的长宽比也是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子。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因此本项目继续展开详细的试验研

究，制作了 48 个试验，矩形截面的长宽比分别为 1.00、1.25、1.50、1.75、2.00，外包 CFRP

的层数分别为 0、1 和 2。通过详细的试验研究发现(1)FRP 的包裹作用改善了矩形截面混凝

土柱的性能，FRP 的包裹效应对方形截面比矩形截面更加有效，随着矩形截面长宽比的增

大，FRP 的包裹效应对混凝土柱强度的增加不断减少，当长宽比为 2 时，FRP 的包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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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可以忽略不计；(2)随着矩形截面长宽比的增大，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从一个单调递

增和应变硬化类型变成应变软化类型。对于长宽比较大的截面，需要更厚的 FRP 包裹，否

则有可能由于 FRP 包裹的失效导致混凝土柱强度的退化；(3)FRP 的破坏强度不随混凝土柱

截面的长宽比影响。 

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重要科学发现 2.1,2.2 和 2.3)，建立了一个最新的应力应变关系统一模

型，用于受 FRP 约束混凝土柱的设计。该模型在数学上具有更一般的统一性，可适用于圆

形、方形和矩形截面。这种统一性不仅使该模型更通用，由于其中的参数具有更大的变化

范围，而且采用了最新的试验结果，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精度和性能。最主要的特点是(1)

在应力应变试验曲线上确定选取极限点是获取精确而且合理的应力应变模型的基础，本项

目提出了应力应变曲线上的极限点是一个稳定的物理过程的终点和不稳定物理过程的起

点，该点常常与最终的 FRP 破坏点不同，尤其是当曲线具有一个下降的分支时。(2)由于采

用了上述具有明显物理意义的极限点确定方法，本项目给出的模型可以比已有的描述受

FRP 包裹的矩形截面柱的应力应变模型更加精确地解释过了峰值荷载后的下降段，这对研

究混凝土柱的延性和抗震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FRP 与混凝土界面的粘结剥离特性 

由于 FRP 材料的高强、轻质、抗腐蚀等优异性能和便于施工的特点，通过局部外贴 FRP 或

者采用 FRP 整体包裹混凝土结构，进行结构加固，在近二十年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和关注。

其中 FRP 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剥离常常导致加固措施提前失效，因此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

和试验研究，揭示并阐明粘结剥离破坏的现象和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意义。本

项目针对已经受弯产生裂缝的混凝土梁，在外贴 FRP 后，构造了横向荷载作用下的状态方

程，利用弱连接的弹簧模拟弯曲裂缝，并用内聚力区模型(Cohesive zone model)仿真 FRP 和

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层，提出了可分析任意荷载，任意弯曲裂缝分布情况下的 FRP 与混凝土

的界面受力以及剥离破坏分析方法，并编制了通用的计算程序。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对 FRP

端部的几何形状进行渐变处理，可有效地降低由于应力集中导致的剪应力峰值，但是无助

于提高 FRP 剥离破坏的极限承载能力。对于含弯曲裂缝的混凝土梁，FRP 的剥离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在 FRP 的端部发生剥离(称为端部剥离)，另一种是在弯曲裂缝处的剥离(称为内

部剥离)。这两种剥离形式发生时有显著的不同，即当发生端部剥离时，FRP 和混凝土之间

的粘结层会很快从端部开始迅速破坏直至整条 FRP 完全从混凝土梁上剥离。而当发生内部

剥离时，剥离范围被局限在弯曲裂缝尖端附近有限的区域内。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在发生剥离破坏之前，FRP 内的弹性应变能已经超过了界面剥离所需的断裂

能和表面能，当发生端部剥离时，FRP 内的弹性应变能可完全释放，成为界面剥离的能量

来源，导致剥离迅速发生。但是内部剥离，虽然 FRP 在弯曲裂缝附近与混凝土之间的界面

已经剥离，但是 FRP 的其余部分仍然粘结在混凝土梁上，无法释放内部的弹性应变能，所

以界面剥离还需要外荷载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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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局限性（限 1 页）

(1)本项目在考虑界面滑移的钢混组合梁受力性能的方面主要集中于结构整体性能和短

期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受力行为。对于组合结构的局部（如剪切连接件）的刚度和强度的理

论分析和试验研究均未涉及，也没有开展钢混组合结构的长期受力性能（如疲劳特性等）

的研究。 

(2)对于变分原理在钢混组合结构中的研究目前还只限于小变形和线弹性范围，如需要

进一步对结构极限承载力的评定以及长期性能的研究，还需要引入大变形和材料的弹塑性

本构关系，这也是本项目今后将要研究的一个内容。 

(3)对于受约束混凝土的本构关系，只研究了简单应力路径的荷载试验和应力应变关系模型，

对于复杂应力路径如循环荷载作用下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FRP 与混凝土界面剥离的

分析模型目前还只是一维模型，更加复杂的二维模型也有实际需求。这些也正是本项目成

员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9 

四、第三方评价

（限 2 页） 

本项目在复合结构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两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取得了重要

原创性成果，10 篇代表性论著发表在《J. Struct. Eng》、《J. Eng. Mech》、《Int. J. Solid Struct.》

和《Compos. Sci.Tech.》等国际著名期刊上，被来自美、德、英、日、法、意、加、西、澳

等 24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 400 余位学者在 30 余种 SCI期刊的论文中正面他引 383

次，Scoups 他引 520 次，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共发表 SCI 论文近 70 篇，

被他人 SCI 论文引用 900 余次。下面择要说明典型正面评价。 

针对发现点一的评价： 

1、意大利著名学者 Martinelli 等人(J. Const. Steel Res., 2012, 75: 21-31)把我们给出的基于

Timoshenko 梁理论的组合结构分析模型(代表性论文 1，附件 1)与国际结构大师 Newmark

等人(Proc. Soc. Exp. Stress Anal., 1951, 9: 75-92)给出的模型平列，并加入另一种分析模型分

成三组，进行了详细比较，他们在论文中写道”the formulationsthat have been proposed for 

planar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beams inpartial interaction can be basically classif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groups:1. Shear-rigid composite beam models (Group 1):… well-known 

BernoulliBeam Theory [3]; 2. Constrained shear-flexible composite beam models (Group 2): 

these are models that assume a single shear strain distribution for both connected layers and 

follow the well-known Timoshenko Beam Theory ( plane sections remain plane after the 

deformation) [18]; 3. …”，这段话中的文献[3]就是 Newmark 等人发表的开创性工作，而文

献[18]则是本项目的代表性论著 1。说明了我们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Rattanadit 等人(Mech. Mat., 2009, 41: 691-706)直接采用我们给出的挠度公式和频率公式

(代表性论著 1，附件 1)用于计算弹性基础上颗粒材料层的静动力特性，并与离散元-有限元

耦合分析的结果对比，结果符合很好。这篇施引文献的工作是研究颗粒材料的力学特性，

且直接利用了本项目关于组合梁研究工作的结论，因此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应用，充分说明

了我们这个工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科学意义，并具有普适性。 

3、葡萄牙学者 Santos 等人(J. Struct. Eng., 2015, 141: 04015029)直接利用我们导出的自由振

动频率的精确解(代表性论文 5，附件 5)，与他们进行的木头-混凝土组合楼板的振动测试结

果进行了对比，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他们甚至建议应该把这篇代表性论著中得到的计算基

频的公式写入欧洲规范(EN1995-1-1)，他们在论文中写道“The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model 

proposed by Wu et al.(2007) for a simply supported composite beam with the expressiongiven in 

EN 1995-1-1 (CEN 2004b), applied to a TCCbeam (assuming the effective stiffness from gamma 

method),showed that the solution is the same for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For a simply 

supported TCC floor,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could be predicted by assuming an effective 

width equalto the mean spacing between beams. Possibly the expression by Wu et al. (2007) 

could be introduced in EN 1995-1-1 (CEN 2004b)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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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of a two-end-supported composite floor. The comparison between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ith the ones provided by thosemodels also showed good accuracy with mean deviations 

of2.1, 4.8, and 2.4% for the timber floor, TCC floor, and TCCbeams, respectively.”。这里的 Wu 

et al (2007)即为本项目的代表性论著 5，充分说明本项目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

值。 

4、澳大利亚著名的组合结构研究先驱 D. J. Oehlers 及其合作者(J. Struct. Eng., 2013, 139: 

47-56)利用我们的二维理论(代表性论文 2，附件 2)来校核并验证他们提出的部分作用组合梁

的高阶理论。比如他们在论文中写道“Table 1 also shows that the present results based on the 

onedimensionalHBTare very accurate and closer to those given by the2D solution by Xu and Wu 

(2008), as expected.”以说明施引文献的工作是正确的。文中的 Xu and Wu (2008)就是本项目

的代表性论文 2。 

针对发现点二的评价： 

1、【代表性论著 4】Santos 和 Silberschmidt (Compos. Struct., 2014, 108: 646-656)就直接利用

我们的成果，构造并验证了他们提出的用于分析部分作用组合梁的混合有限元。他们在论

中写道“Following [32,40], the total potential energy functional can betransformed into the total 

complementary energy functional…”，这里的文献[40]就是本项目的代表性论著 4，说明了该

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针对发现点三的评价： 

1、代表性论著 6 被 ESI 认定为高被引论文。 

 

2、代表性论著 7 被 ESI 认定为高被引论文。 

 

3、清华大学土木系陆新征教授把本项目的代表性论著 6、7、8 所做研究工作评为 2014

年结构工程的主要研究热点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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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论著目录 

1.不超过 10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 

序

号 

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作者  

影响因

子 

年卷页码 

年(卷):页码 
发表年月 

通讯作者/第一作者 

(中文名) 

SCI 

他引次数 

他引 

总次数 

是否国

内完成 

1 

Static, dynamic, and buckling analys is of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members using Timoshenko's 

beam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徐荣桥, 吴宇飞. 

2.481 
2007(49): 

1139-1155 
2007-10 吴宇飞/徐荣桥 66 89 是 1 

2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solutions of simply 

supported composite beams with interlayer sl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徐荣桥, 

吴宇飞. 

2.081 2007(44): 165-175 2007-01 吴宇飞/徐荣桥 28 38 是 1 

3 

Dynamic analys is of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beams,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沈旭栋, 

陈伟球, 吴宇飞, 徐荣桥. 

3.897 
2011(71): 

1286-1294 
2011-07 徐荣桥/沈旭栋 10 16 是 1 

4 

Variational principle of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beams using Timoshenko's beam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徐荣桥, 王冠楠. 

2.481 2012(60): 72-83 2012-07 徐荣桥/徐荣桥 10 12 是 1 

5 

Free vibrations of the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members with axial force,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吴宇飞, 徐荣桥, 陈伟球. 

2.107 
2006(299): 

1074-1093 
2006-02 吴宇飞/吴宇飞 20 41 是 1 

6 

Effect of corner radi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FRP-confined square concrete columns: Test. 

Engineering Structures, 王雷鸣, 吴宇飞 

1.893 2008(30): 493-505 2008-02 吴宇飞/王雷鸣 97 133 是 1 

7 

Effect of cross-sectional aspect ratio on the strength of 

CFRP-confined rectangular concrete column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吴宇飞, 韦有忆. 

1.893 2010(32): 32-45 2010-01 吴宇飞/吴宇飞 77 92 是 1 

8 

Unified strength model for square and circular concrete 

columns confined by external jacket.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SCE), 吴宇飞, 王雷鸣. 

1.700 2009(135): 253-261 2009-03 吴宇飞/吴宇飞 33 46 是 1 

9 

Unified stress-strain model of concrete for 

FRP-confined columns.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韦有忆, 吴宇飞 

2.421 2012(26): 381-392 2012-01 吴宇飞/韦有忆 37 47 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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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过 10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 

序

号 

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作者  

影响因

子 

年卷页码 

年(卷):页码 
发表年月 

通讯作者/第一作者 

(中文名) 

SCI 

他引次数 

他引 

总次数 

是否国

内完成 

10 

CZM-Based Debonding Simulation of Cracked Beams 

Strengthened by FRP Sheet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ASCE), 徐荣桥, 刘承. 

1.346 2012(138): 210-220 2012-02 徐荣桥/徐荣桥 5 6 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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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论著目录 

2.上述代表性论文被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10 篇） 

序

号 

被引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作者  
引文名称/刊名/作者  

引文刊名 

(影响因子) 

引文发表 

年月 

1 

Static, dynamic, and buckling analys is of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members using Timoshenko's beam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徐
荣桥, 吴宇飞. 

Dimensionless formu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analytical models for composite beams in part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Martinelli E, Nguyen QH, Hjiaj M.  

1.702 2012-08 

2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solutions of simply supported 

composite beams with interlayer sl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徐荣桥, 吴宇飞. 

Dynamic response of composite beams with partial shear 

interaction using a higher-order beam theory.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SCE). Chakrabarti A, Sheikh 

AH, Griffith M, Oehlers DJ. 

1.700 2013-01 

3 

Dynamic analys is of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beams,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沈旭栋, 陈伟球, 

吴宇飞, 徐荣桥. 

Effects of shear stiffness, rotatory and axial inertia, and 

interface stiffness on free vibrations of a two-layer beam.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Lenci S, Clementi, F. 

2.107 2012-11 

4 

Variational principle of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beams using Timoshenko's beam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徐荣桥, 王冠楠. 

Hybrid equilibrium finite element formulation for 

composite beams with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Structures. Santos HAFA, Silberschmidt VV. 

3.853 2014-02 

5 

Free vibrations of the partial- interaction composite 

members with axial force,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吴宇飞, 徐荣桥, 陈伟球. 

Modal frequencies of a reinforced timber-concrete 

composite floor: testing and modeling.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SCE). dos Santos PGG, Martins 

CED, Skinner J, Harris R, Dias AMPG, Godinho LMC.  

1.700 2015-11 

6 

Effect of corner radi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FRP-confined square concrete columns: Test. 

Engineering Structures, 王雷鸣, 吴宇飞 

Review of current design guidelines for circular 

FRP-wrapped plain concrete cylinders. Journal of 

Composites for Construction. Guler S, Ashour A. 

2.503 2016-04 

7 

Effect of cross-sectional aspect ratio on the strength of 

CFRP-confined rectangular concrete column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吴宇飞, 韦有忆. 

Stress prediction model for FRP confined rectangular 

concrete columns with rounded corners. Journal of 

Composites for Construction. Pham TM, Hadi MNS.  

2.503 2014-02 

8 

Unified strength model for square and circular concrete 

columns confined by external jacket.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SCE), 吴宇飞, 王雷鸣. 

Concrete confined by FRP systems: Confinement 

efficiency and design strength models. Composites Part B 

– Engineering. Realfonzo R, Napoli A.  

3.850 2011-06 

9 

Unified stress-strain model of concrete for FRP-confined 

columns.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韦有忆, 

吴宇飞 

Evaluation of ultimate conditions of FRP-confined 

concrete columns using genetic programming. Computers 

& Structures. Lim JC, Karakus M, Ozbakkaloglu, T. 

2.425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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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代表性论文被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10 篇） 

序

号 

被引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作者  
引文名称/刊名/作者  

引文刊名 

(影响因子) 

引文发表 

年月 

10 

CZM-Based Debonding Simulation of Cracked Beams 

Strengthened by FRP Sheet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ASCE), 徐荣桥, 刘承. 

An extended high order cohesive interface approach to 

the debonding analysis of FRP strengthened bea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Rabinovitch O. 

2.481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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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五年教学与人才培养情况 

1. 授课情况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总课时数 

弹性力学的变分原理及其应用 博士生(土木\水利) 160 

结构分析的有限元法 
硕士生(桥梁与隧

道) 
160 

弹性力学 本科生(土木工程) 160 

有限元导论 本科生(土木工程) 32 

   

2.指导研究生情况                           

  指导 

博士生 

毕业人数： 2 指导 

硕士生 

毕业人数： 6 

在读人数： 6 在读人数： 2 

3. 编写教材情况 

教材名称 
是否 

主编 

是否国家 

规划教材 
出版社 出版时间 

     

     

     

     

     

4. 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获奖教学成果名称 获奖时间 等级 奖项名称 授奖部门（单位） 

     

     

     

     

     

注：仅限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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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项目成果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本表所填内容是指本项目科技成果曾经获得的科技奖励，具体为： 

    1. 经登记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 

    2. 厅、局、地级市设立的科技奖励； 

3. 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4. 其他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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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徐荣桥 性  别 男 1 排   名 1 

出生年月 1970-01-14 出生地 浙江慈溪 民   族 汉族 
0

1 

身份证号 330222197201146012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0

1 
国   籍 中国 1 

行政职务 所长 归国人员 是 1 归国时间 2005-01-01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所在地 浙江 
3

0

3 

办公电话 
0571-8820684

3 

家庭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马塍路 33-4-3-502 住宅电话  

通讯地址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研究所 邮政编码 310057 

电子信箱 xurongqiao@zju.edu.cn 移动电话 13588185518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0

1 
毕业时间 1999-07-07 

技术职称 教授 
1

1 
专业、专长 桥梁与隧道 最高学位 博士 1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0

2 
所在地 浙江 3

0

3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多功能非均匀材料结构力学性能研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3 年 1 月，排名第 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5-01-01 至 2014-12-31 

本人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限 300 字） 

主持项目的全面工作，开展了考虑界面滑移的组合结构的一维和二维分析理论，揭示了抗剪连接件

的抗剪刚度对组合梁的静动力及其屈曲特性的影响规律，建立了组合结构的变分原理，研究了 FRP 与

混凝土的界面剥离特性。是代表性论文 1 和 2 的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3 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4

和 10 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5 的共同作者。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80%。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

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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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吴宇飞 性  别 男 1 排   名 2 

出生年月 1962-09-22 出生地 浙江金华 民   族 汉族 
0

1 

身份证号 R250329(7) 党  派 群众 
0

2 
国   籍 中国 1 

行政职务  归国人员 否 2 归国时间  

工作单位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RMIT) 

所在地 其他 
9

9

9 

办公电话 613-99252493 

家庭住址 GPO Box 2476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住宅电话  

通讯地址 6/87 Earl Street, Kew, VIC 3101, Australia  邮政编码 3001 

电子信箱 yufei.wu@rmit.edu.au 移动电话 
+61-4320683

71 

毕业学校 阿德莱德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0

1 
毕业时间 2002-02-28 

技术职称 教授 
1

1 
专业、专长 结构工程 最高学位 博士 1 

完成单位 香港城市大学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0

2 
所在地 香港 8

0

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化及结构性能提升关键技术与应用，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2 年，排名第 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5-01-01 至 2014-12-31 

本人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限 300 字）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完成人，发现了方形截面的倒角半径对混凝土强度的增加是线性关系，确定

了长宽比系数的增大不利于 FRP 的包裹作用，参与建立了钢混组合结构的一维和二维分析理论。是代

表性论文 5、7、8 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1、2、6、9 的通讯作者，也是代表性论文 3 的

共同作者。对本项目的科学发现 1 和 3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

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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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陈伟球 性  别 男 1 排   名 3 

出生年月 1969-06-04 出生地 江苏吴江 民   族 汉族 
0

1 

身份证号 330106196906040437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0

1 
国   籍 中国 1 

行政职务 系主任 归国人员 是 1 归国时间 1999-03-01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所在地 浙江 
3

0

3 

办公电话 
0571-8795186

6 

家庭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村 48 幢 401 室  住宅电话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工程力学系 邮政编码 310027 

电子信箱 chenwq@zju.edu.cn  移动电话 13958010963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0

1 
毕业时间 1996-03-01 

技术职称 教授 
1

1 
专业、专长 固体力学 最高学位 博士 1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0

2 
所在地 浙江 3

0

3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多功能非均匀材料结构力学性能研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3 年 1 月，排名第 1。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5-01-01 至 2014-12-31 

本人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限 300 字）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把传统的基于 Lagrange 体系的钢混组合梁动力分析方法导入到 Hamilton 体

系，利用广义内力和广义位移的辛对偶关系，给出了在广义边界条件下证明钢混组合梁振型正交性的

一般方法。是代表性论文 3 和 5 的共同作者。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40%。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

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20 

八、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沈旭栋 性  别 男 1 排   名 4 

出生年月 1982-02-02 出生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0

1 

身份证号 330105198202022532 党  派 群众 
0

2 
国   籍 中国 1 

行政职务  归国人员 否 2 归国时间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所在地 浙江 
3

0

3 

办公电话 
0571-8795186

6 

家庭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街道皋亭社区神龙桥 7 号 住宅电话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工程力学系 邮政编码 310027 

电子信箱 vibration@zju.edu.cn 移动电话 13588155391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0

1 
毕业时间 2012-06-01 

技术职称 讲师 
1

3 
专业、专长 结构工程 最高学位 博士 1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0

2 
所在地 浙江 3

0

3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5-01-01 至 2014-12-31 

本人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限 300 字）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推导了 Hamilton 体系下，考虑界面滑移的组合梁的状态向量及其状态方程，

证明了在广义边界条件下组合梁模态关于质量和刚度的正交性质，实现了分析组合梁强迫振动的方法，

并对各种计算参数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是代表性论文 3 的第一作者。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

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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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所 在 地 浙江 
3

0

3 

排    名 1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0

2 
传    真  

联 系 人 赵彬 联系电话 0571-88981082 移动电话 13858042889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 866 号 邮政编码 310058 

电子信箱 kjckf2@zju.edu.cn 

对本项目的贡献：  

我校是本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该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的资助下完成。第一完成人

徐荣桥教授于 1999 年起在我校建工学院土木系工作，期间 2003-2004 在日本长冈技术大学访问交流。

现任我校交通工程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第三完成人陈伟球教授于 1996 年起在我校建工学院任教，

2009 年调至我校航空航天学院任教，现任工程力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第四完成人沈旭栋原为本

项目第一和第三完成人共同指导的博士生，现为本校博士后。我校对本项目完成在人、物、财等方面

给予了保障和支持。本项目的主要创新和学术贡献是在我校主持下完成的。 

                                                         完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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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香港城市大学 所 在 地 香港 
8

0

1 

排    名 2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传    真  

联 系 人 P. Lau 联系电话 852-34429059 移动电话 
+852-9137854

5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bcplau@cityu.edu.hk 

对本项目的贡献：  

我校是本项目的第二承担单位。第二申请人吴宇飞于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校任副教授，

他是代表性论文 5、7、8 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1、2、6、9 的通讯作者，也是代表性论

文 3 的共同作者。这些论文都是他在我校工作期间完成的。我校对本项目完成在人、物、财等方面给

予了充分的保障。我校对本项目创新点 1 和 3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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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意见：（限 600 字）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规定的推荐资格条件，推荐材料全部内容属实，

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推荐单位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签章)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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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要附件 

 

1．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10 篇） 

2．上述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不超过 10 篇） 

3．检索报告结论 

4．知情同意证明 

5．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模板见附表 1） 

6．国外合作作者说明 

7．其他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