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个人简历 

 
一、基本情况 
姓名：揭志羽 

职称/职务：副教授 

政治面貌：博士 

研究领域：钢结构和钢-混组合结构桥梁 

所在硕士点（方向）：桥梁与隧道工程 

所在研究所: 桥梁与道路工程研究所 

二、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学历经历： 

2011.09-2015.12 西南交通大学 桥梁工程 博士 

2010.09-2011.06 西南交通大学 桥梁工程 硕博连读 

2006.09-2010.06 华东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学士 

 

工作经历： 

2015.12-至今 宁波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三、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纵向课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708305，环境腐蚀下斜拉索钢丝多尺度疲劳损伤演

化机理研究，主持 

[2] 山区桥梁与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重庆交通大学）开放基金项目，

CQSLBF-Y17-1，拱桥环境与荷载耦合作用室内模拟系统设计，主持 

[3]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LQ17E080005，CFRP 加固腐蚀钢桥焊接接头疲劳

损伤机理研究，主持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608282，带耗能构件双柱式桥墩抗震机理及设计方

法研究，参加 

[5]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LQ18E080006 ，基于系统控制的弦支网壳断索鲁棒

性理论研究，参加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378430，：桥梁钢结构典型构造焊接残余应力及变形的

预测与控制，参加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378431，环境腐蚀及复杂应力场耦合下钢桥焊接节点疲

劳损伤机理及演化规律，参加 

[8] 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研究开发计划项目，2013G001-A-2，沪通长江大桥主梁新构造细

节疲劳性能试验，参加 

横向课题： 

[1] 浙江工业大学，HK2020000089，钢结构桥梁关键构造质量检测技术研究 

[2] 奉化市交通投资公司项目，HK2016000077，预制拼装混凝土桥墩和盖梁设计施工技术

开发 

四、学术著作 
1．期刊论文 



 [1] Zhiyu Jie, Wujun Wang, Rufeng Fang, et al.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nd fatigue 

analysis of cracked cruciform welded joints strengthened by CFRP sheets considering 

the welding residual stres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20,154:106818. 

 [2] Zhiyu Jie, Susmel Luca. High-strength steel wires containing corrosion pits: 

stress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tance based fatigue life estimation[J]. Fatigue & 

Fractur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 Structures, 2020,43(8):1611-1629. 

 [3] Zhiyu Jie, Filippo Berto, Susmel Luca. Fatigue behaviour of pitted/cracked 

high-strength steel wires based on the SED approa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2020,135: 105564. 

 [4] Ping Zhuge, Zhiyu Jie, Zihua Zhang, Yong Ding, Suwei Hou. The influence of 

load transfer medium creep on the load-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bond-type anchors of 

CFRP tendons.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19,206:236-247. 

 [5] 卫星, 揭志羽, 廖晓璇, 肖林, 强士中. 钢结构桥梁焊接节点腐蚀疲劳研究进

展. 钢结构, 2019,34(1):108-113. 

 [6] Zhiyu Jie, Yadong Li, Xing Wei, Ping Zhuge. Fatigue life assessment of inclined 

welded joints in steel bridges subjected to combined normal and shear stresses. 

Advanced Steel Construction, 2018,14(4):620-633.  

 [7] Zhiyu Jie, Yadong Li, Xing Wei, Ping Zhug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welded 

joints with artificial corrosion pits based on 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8,148:542-550.  

 [8] 卫星, 揭志羽. 拉-剪应力场下全熔透十字型焊接节点疲劳寿命评估. 西南交

通大学学报, 2017,52(6):1061-1067.  

 [9] 揭志羽, 李亚东, 卫星, 诸葛萍. 钢桥腐蚀斜焊缝十字接头疲劳性能研究. 中

国铁道科学, 2017,38(5):37-43.  

[10] Zhiyu Jie, Yadong Li, Xing Wei. A study of fatigue crack growth from artificial 

corrosion pits at welded joints under complex stress fields. Fatigue & Fractur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 Structures, 2017,40(9):1364-1377.  

[11] 揭志羽, 李亚东, 卫星, 诸葛萍. 人工蚀坑对复杂应力场下钢桥焊接接头疲

劳寿命的影响. 铁道学报, 2017,39(8):148-153.  

[12] 揭志羽, 李亚东, 卫星, 肖东涛, 刘茂坤. 复杂应力场下焊接接头疲劳寿命评

估的热点应力法. 中国公路学报, 2017,30(5):97-103.  

[13] 揭志羽, 李亚东, 卫星, 杨光, 罗平杰. 焊接节点表面裂纹复合型应力强度因

子的数值计算研究. 铁道学报, 2017,39(2):127-133.  

[14] Zhiyu Jie, Yadong Li, Xing Wei. Analysis of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welded 



joints under prior corrosion and complex stress fields. Journal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2016,24(4):270-276. 

[15] 顾颖, 李亚东, 刘赛智, 揭志羽, 陈小松. 基于 ANSYS 优化设计求解双椭球

热源模型参数. 焊接学报, 2016,37(11):15-18.  

[16] 罗平杰, 李亚东, 揭志羽, 姚昌荣. 滑移效应对钢-混凝土组合梁弹性应力的

影响. 钢结构, 2016,31(7):26-29. 

[17] 顾颖, 李亚东, 刘赛智, 揭志羽. 焊接热源模型参数求解中熔池形状的提取

技术. 热加工工艺, 2015,44(19):175-178. 

[18] 揭志羽, 李亚东, 卫星. 初始损伤对焊接节点疲劳性能的影响. 西南交通大

学学报, 2015,50(3):423-427.  

[19] 顾颖, 姚昌荣, 李亚东, 康玲，揭志羽. 大跨度钢管混凝土拱桥安装线形控制

方法研究. 桥梁建设, 2014,44(1):107-113.  

[20] 揭志羽, 卫星, 李亚东, 顾颖. 大跨高墩小半径刚构-连续组合梁桥地震响应

分析. 桥梁建设, 2013,43(1):52-58.  

[21] 揭志羽, 卫星, 李亚东, 顾颖. 不同设计参数下刚构-连续组合曲线梁桥地震

响应敏感性分析.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3,10(2):80-86. 

2．会议论文 

[1] 毛国辉, 揭志羽, 梁国卿, 等. 连续钢桁拱梁温差分布特性的长期监测与分

析: 土木工程新材料、新技术及其工程应用交流会, 中国北京, 2019[C]. 

[2] Xing Wei, Zhiyu Jie. Fatigue behavior of full-penetration inclined cruciform 

welded-joints with artificial pit corro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ridge Maintenance, Safety and Management, Melbourne, Australia, 

2018[C].  

[3] 揭志羽, 诸葛萍, 丁勇. 钢桥腐蚀疲劳损伤机理研究进展: 第二十三届全国

桥梁学术会议, 贵阳, 贵州, 2018[C]. 

[4] Zhiyu Jie, Xing Wei, Yadong Li. Analysis of bursting crack of bottom slab and 

reinforcement for a large continuous girder bridg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Building Materials, Hong Kong, China, 2014.  

 

五、获奖与荣誉 
 

宁波大学优秀班主任，宁波大学，1，2017 年 

 

六、 学术兼职 
担任国内外多个期刊的审稿人 

 



七、承担课程 

本科生：基础工程 C、钢结构原理和钢桥 

研究生：桥梁结构分析 

 

 

 

（数据截至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