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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姓名：巴明芳 

职称/职务：教授、博导 

学位/学历：博士/研究生 

政治面貌：群众 

研究领域：混凝土耐久性、高性能水泥材料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所在硕士点（方向）：结构工程/土木工程材料 

所在研究所：建筑材料所 

2、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1] 学习经历： 

2014.3 — 2015.2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访问学者 

2007.9 — 2011.8 东南大学，博士 

2003.9 — 2005.12 山东大学，硕士 

1993.9 — 1997.7  齐鲁工业大学，学士 

[2] 工作经历： 

2011.8 至今宁波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1998.9---2007.9    济南黄河路桥工程公司质量部部长、总工 

3、主持的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碳化和氯盐共同作用下改性硫氧镁水泥基材料的损伤

机理研究”（51978346），72万，2020.01-2023.12 

[2] 宁波市住建局项目“宁波市建设用砂质量抽检”，7.9万，2020.06-2020.06 

[3] 宁波市东洲电力通讯器材公司《新型预制电缆沟构件及配件的研发》，39.5万，

2020.01-2021.12 

[4]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硫氧镁胶凝材料水化硬化机理及其改性技术研究

（LY17E080009)”，8万，2017.01 – 2019.12 

[5]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硫氧镁胶凝材料耐水性提升机理及其微观结构演化规律研究

（2017A610311）”，5万，2017.01-2020.01 

[6] 住建部科技研发项目“新型硫氧镁胶凝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2014-k1-030）”，



2014.01-2016.05 

[7] 省部级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YK914015）“基于碳化与氯盐共同作用机理的高护筋性

水工混凝土”，3万，2014.03-2016.08 

[8]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复合酸性气氛下基于微细观结构参数的混凝土中性化

模型（51308308）”，25 万，2013.01 – 2015.12 

[9]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环境下高护筋性隧道衬砌混凝土研究（2012A610159）”，

5 万，2012.02-2015.12 

[10] 浙江省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交通隧道管片混凝土抗中性化性能与微观结构关

系的数值模型研究（LQ12E08002）”，5 万，2012.01 – 2014.12 

4、发表的 SCI/EI 收录论文（仅统计第一作者/通信作者） 

[1] Improved hyd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magnesium oxysulfate (MOS) cement using sodium 

silicate as an additive[J],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10.1016/j.conbuildmat.2020.120988 (TOP 期,SCI，IF=4.419) 

[2] Carbonation of magnesium oxysulfate c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mechanical performance 

[J].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2019,223:1030-1037 (TOP 期刊 SCI，IF=4.419) 

[3] 活性混合材对改性硫氧镁胶凝材料性能的影响[J],建筑材料学报,2020,23(4):763-770 (EI) 

[4] 水 玻 璃 对 硫 氧 镁 胶 凝 材 料 强 度 稳 定 性 和 耐 水 性 的 影 响 [J], 建 筑 材 料 学

报,2019,22(6):963-970. (EI) 

[5] 原料摩尔比对硫氧镁胶凝材料性能的影响，建筑材料学报，2018, 21(1):124-130 (EI)  

[6] 早期温湿度条件对柠檬酸改性硫氧镁胶凝材料性能的影响及机理 . 材料导报 , 

2017,31(10):107-113 (EI) 

[7] 干湿循环作用下水泥基复合材料抗氯离子侵蚀性能及其微观结构变化[J].复合材料学报, 

2017, 34（12）：2856-2864 (EI) 

[8] Effects of Chloride ions on Carbonation Rate of Hardened Cement Paste by X-ray CT 

Techniques[J],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16,122:619-627.(TOP 期刊 SCI，

IF=4.419) 

[9] 微观尺度上考虑化学反应影响混凝土碳化速度[J],中南大学学报，2015, 7:1-6. （EI） 

[10] Nonlinear calculation of moisture transport in underground concrete, Computers 

andConcrete, 2014.01.01, 13(3): 361~375(SCI) 
[11] Hydration evolution of pre-cast concrete with steam and water curing, Journal of Central 

andSouth University, 2013.01.01, 20(10):2870~2878(SCI) 

[12] Effects of specimen shape and size on water loss and drying shrinkage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J.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ter. Sci.Ed..2013(4)733-740 [SCI] 



[13] 钢渣改性硅酸盐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复合材料的试验研究，复合材料学报，2013, 30(6)：

139~145 (EI) 

[14]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atmospheric multi-acidic gases on cement-based concrete linings 

of vehicle tunnels.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12,29:438–443(TOP 期,SCI，

IF=4.419) 

[15] Effects of curing on strength and porous structure of concrete with low water-binder ratio.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 2011,25 (1) 123-128(TOP 期,SCI，IF=4.419) 

[16] Influence of Absolute Basicity and Capillary Porosity on Carbonation of Concrete. J.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ter. Sci.Ed.2010, 25(5):889-892. (SCI) 

[17] Effects of tensile stress on carbonation of multilevel concrete with low water-binder Ratio. 

Advanced Science letters .2011, 4 (4-5):1787-1791. [SCI]  

[18] Evaluation of sub-microstructure in concrete with low water-binder ratio by SEM-BSE image 

analysis. J.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ter. Sci. Ed. 2010, 25 (4): 682-686. [SCI]  

[19] 拉应力对低水胶比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影响.建筑材料学报,2011,14(5):586-591. [EI]  

[20] Probabilistic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Evaluating Carbon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English Edition:2010,26 (4):578-581. [EI]  

5、获奖与荣誉 

[1] 2020 年 07 月入选宁波市拔尖人才 

[2] 2015 年宁波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三等奖 

[3] 2013 年宁波大学课堂教学优秀评选二等奖 

[4] 2012 年宁波大学建工学院教学优秀评选一等奖 

6、学术兼职 

中国混凝土质量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性能外加剂及其应用技术委员会委员等。 

7、承担课程 

《土木工程材料》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现代混凝土技术》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土木工程专业英语》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先进材料与耐久性》硕士研究生 

 

（数据截至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