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个人简历 

一、基本情况 

姓名：齐昌广 

职称/职务：副教授 

学位/学历：博士/研究生 

政治面貌：群众 

研究领域：桩基础、地基处理、透明土技术、环境与防护工程 

所在硕士点（方向）：岩土工程 

所在研究所：岩土工程研究所 
 

二、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学历经历： 

2008/09-2014/06，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博士，导师：刘汉龙、陈永辉 

2012/09-2013/09，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访问学者，合作老师：Magued Iskander 

2004/09-2008/06，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士 

工作经历： 

2018/01-至今，宁波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 

2015/09-至 2017/12，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讲师 
 

三、主持的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08282，土-基础相互作用和土体变形测量的非侵入可视化

研究，2016.01-2018.12，22.7 万元，已结题，纵向 1 

[2]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21E080007，电渗复合地基法处治软基的加固机理研究，

2021.01-2022.12，10 万元，在研，纵向 2 

[3]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Q15E080002，塑料套管桩承载时效理论研究及非侵入模拟

开发，2015.01-2017.12，5 万元，已结题，纵向 3 

[4]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8E080010，基于非侵入可视化变形测量的开口管桩-土-

塞相互作用机理研究，2018.01-2020.12，10 万元，已结题，纵向 4 

[5]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7A610317，基于可视化实验系统的开口管桩贯入机理研

究，2016.09-2018.09，5 万元，已结题，纵向 5 

[6] 横向 1，复杂地层高边坡防护关键技术研究，2020.10-2021.04，22 万元，在研 

[7] 横向 2，浅基础钙质珊瑚砂地基承载特性透明土模型试验，2016.08-2017.03，15 万元，

已结题 

[8] 横向 3，桩承式泡沫混凝土路堤设计及其承载机理的透明土可视化模拟研究，

2017.10-2018.10，15 万元，已结题 

[9] 横向 4，新型路堤桩及可视化土工变形测试技术开发与应用，2019.11~2020.04，7.5 万

元，已结题 

[10] 横向 5，基于透明土技术的微型桩模型试验研究，2019.06~2019.12，7 万元，已结题 
 



四、学术著作 

[1] 齐昌广, 左殿军, 王新泉. 基于透明土和图像测量的试验模拟技术及应用[M].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学术专著 

[2] 齐昌广, 刘汉龙, 陈永辉, 等. 塑料套管混凝土桩承载试验及沉降计算方法研究[J]. 岩

土工程学报, 2016, 38(12): 2302-2308. EI 检索 

[3] 齐昌广, 郑金辉, 赖文杰, 王新泉, 单艳玲. 开口管桩挤土效应的源-汇理论分析及透明

土试验对比研究[J].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20, 28(4): 938-952. EI 检索 

[4] 郑金辉, 齐昌广(通讯), 王新泉, 单艳玲, 赖文杰, 王梁志. 考虑砂土颗粒破碎的柱孔扩

张问题弹塑性分析[J]. 岩土工程学报, 2019, 41(11): 2156-2164. EI 检索 

[5] 王梁志, 齐昌广(通讯), 郑金辉, 崔允亮, 单艳玲, 郑荣跃. 电渗复合地基模型试验研究

[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20, 39(12): 2257-2569. EI 检索 

[6] 齐昌广, 陈永辉, 王新泉, 等. 塑料套管混凝土桩的承载力时间效应研究[J]. 岩土工程

学报, 2015, 37(9): 1635-1643. EI 检索 

[7] 齐昌广, 左殿军, 刘干斌, 等. 塑料套管混凝土桩挤土效应的非侵入可视化研究[J]. 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7, 36(9): 2333-2340. EI 检索 

[8] 齐昌广, 陈永辉, 王新泉, 等. 细长桩屈曲的透明土物理模型试验研究[J].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15, 34(4): 828-838. EI 检索 

[9] 齐昌广, 范高飞, 崔允亮, 等. 利用人工合成透明土的岩土物理模拟试验[J]. 岩土力

学,2015,36(11):3157-3163. EI 检索 

[10] 齐昌广, 刘干斌, 陈永辉, 等. 塑料套管管侧前注浆桩承载特性的现场试验研究[J]. 岩

土力学, 2015, 36(8): 2377-2385+2394. EI 检索 

[11] 齐昌广, 刘干斌, 王新泉, 等. 塑料套管混凝土桩低应变瞬态波传播特性研究[J]. 土木

工程学报, 2015, 48(S2): 163-167. EI 检索 

[12] 朱冰儿, 齐昌广(通讯), 鲍娇蕾. 路堤荷载下塑料套管桩荷载传递机制的现场试验研究

[J]. 岩土力学, 2016, 37(S2): 658-664. EI 检索 

[13] Qi CG, Liu GB, Wang Y, et al. A design method for plastic tube cast-in-place concrete pile 

considering cavity contraction and its validation[J]. Computers & Geotechnics, 2015, 69: 

262-271. SCI 检索 

[14] Zheng J, Qi CG(通讯), Zhao X, Wang X, and Shan Y. Experimental simulation on 

open-ended pipe pile penetration using transparent granule[J]. KSCE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2020, 24(8): 2281-2292. SCI 检索 

[15] Qi CG, Zheng JH, Wang XQ, Shan YL. Cylindrical cavity expansion analysis of dilatant 

sand considering granule breakage[J].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19, 116: 103186. SCI

检索 

[16] Qi CG, Zheng J H, Zuo D J,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soil deformation caused by 

pile buckling in transparent media[J] Geotechnical Testing Journal, 2018, 41(6): 1050-1062. 

SCI 检索 

[17] Qi CG, Liu GB, Wang Y, et al. Theoretical study on setup of expanded-base pile considering 

cavity contraction[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5, 22(11): 4355-4365. SCI 检

索 

[18] Qi CG, Zhang Q, Zuo D J, et al. Transparent sand experimental method for geotechnical 

physical modeling using digital imaging of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J]. Arabian Journal for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8, 43(4): 2013-2020. SCI 检索 



[19] Qi CG, Zheng J H, Zuo D J, et al. Measurement on soil deformation caused by 

expanded-base pile in transparent soil using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7, 14(8): 1655-1665. SCI 检索 

[20] Qi CG, Peng W, Zhou J, Yi L, & Zhang Y. From graphene to graphene ribbons: atomically 

precise cutting via hydrogenation pseudo-crack[J]. Nanotechnology, 2020, 31: 415705. SCI

检索 

[21] Chen G, Qi CG(通讯), Zuo D J. Discussion of "Effect of Layering on Total Consolidation 

Settlement of Normal Consolidation Clay in 1D Conditions" by C. Yune and G. Olgun[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SCE, 2017, 143(8): 07017014. 

SCI 检索 

[22] Qi CG, Iskander M, Omidvar M. Soil deformations during casing jacking and extraction of 

expanded-shoe piles, using model tests[J]. Geotechnical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 2017, 

35(2): 809-826. EI 检索 

[23] Qi CG, Chen YH, Iskander M. Field load tests on plastic tube cast-in-place concrete piles[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 Ground Improvement, 2016, 169(1): 9-21. 

EI 检索 

[24] Qi CG, Zheng JH, Zuo DJ, et al. Method to Reduce Bump at Bridge Approach of Open 

Expressway Using Horizontal Drilling Replacement[J]. Geotechnical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 2017, 35(3): 983-990. EI 检索 

[25] Shi L Z, Qi CG(通讯). In-situ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pullout performances and 

horizontal bearing properties of bored piles[J]. Springer Series in Geomechanics and 

Geoengineering, 2018, 234-247. EI 检索 

[26] Ye S X, Qi CG(通讯), Xu J, et al. Investigation on geotechnical properties of artificially 

synthetic transparent soil family[J]. Electronic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6, 

(21.14): 4601-4611. EI 检索 
 

五、获奖与荣誉 

[1] 2019 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加筋土与微型桩新型边坡组合支挡体系关键技

术与应用，排名：1/5，颁发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 

[2] 2019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路堤桩可视化试验模拟、承载时效机制研究

及新技术开发应用，排名：1/10，颁发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3] 2019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滨海软土地区精准勘察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排名：3/10，颁发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4] 2017 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复杂交互地层超长大直径钻孔灌注桩成套技术

研究与应用, 排名：3/7，颁发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 

[5] 2017 年宁波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排名：1/1 

[6] 2015 年度宁波大学胡岚优秀博士奖励基金获得者，排名：1/1 

[7] 2014 年度合肥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先排水预压后注浆复合路堤桩成套技术研究，排

名：5/6，颁发单位：合肥市人民政府 

[8] 2014 年度公路工程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公路软土路基处治成套关键技术开发和应用

研究，排名：5/11 

[9] 2014 年度公路工程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新型公路挡墙成套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

排名：5/11 

[10] 2014 年度公路工程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离心整体预制桥梁墩柱后浇杯口法安装施工



技术研究，排名：5/9 

[11] 2014 年度公路工程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先排水预压后注浆复合路堤桩成套技术研究，

排名：5/14 
 

六、授权专利 

[1] 齐昌广, 郑金辉, 刘干斌, 等. 一种预制塑料套管钢筋混凝土桩的预制方法[P]. 专利号：

ZL201610971034.4, 授权日期：2019 年 3 月，发明专利 

[2] 齐昌广 , 郑金辉 , 刘干斌 , 等 .一种竖横向排水系统及施工方法 [P]. 专利号：

ZL201610960904.8, 授权日期：2018 年 10 月，发明专利 

[3] 齐昌广, 刘干斌, 王艳, 等.一种快速回收透明土中孔隙溶液的装置及操作方法[P]. 专利

号：ZL201510443325.1, 授权日期：2017 年 12 月，发明专利 

[4] 齐昌广, 刘干斌, 王艳, 等. 一种快速配置人工合成透明土的装置及操作方法[P]. 专利

号：ZL201510444288.6, 授权日期：2017 年 09 月，发明专利 

[5] 齐昌广, 刘干斌, 王艳, 等. 一种利用蔗糖溶液配置透明土的操作方法[P]. 专利号：

ZL201510442550.3, 授权日期：2017 年 09 月，发明专利 

[6] 齐昌广, 王梁志, 赖文杰, 王新泉, 单艳玲. 基于电渗技术的既有建筑纠倾方法[P]. 专

利号：ZL201910195045.1, 授权日期：2020 年 10 月，发明专利 

[7] 齐昌广, 王梁志, 赖文杰, 王新泉, 单艳玲. 利用电渗技术处治已运营公路桥头跳车的

方法[P]. 专利号：ZL201910195042.8, 授权日期：2020 年 10 月，发明专利 

[8] 王新泉, 崔允亮, 齐昌广, 等. 一种超软土砖胎模辅助承台结构的施工方法[P]. 专利号：

ZL201410827252.1, 授权日期：2016 年 04 月，发明专利 

[9] 齐昌广, 郑金辉, 张智超, 等. 一种装配式的矩形模型桩[P]. 专利号：ZL201820013883.3, 

授权日期：2018 年 09 月，实用新型 

[10] 齐昌广, 郑金辉, 刘干斌, 等. 竖横向排水系统[P]. 专利号：ZL 201621185563.3, 授权日

期：2017 年 05 月，实用新型 

[11] 齐昌广 , 郑金辉 , 刘干斌 , 等 . 预制塑料套管钢筋混凝土桩 [P]. 专利号：ZL 

201621195163.0, 授权日期：2017 年 05 月，实用新型 

[12] 齐昌广, 郑金辉, 刘干斌, 等. 软土体就地固化设备[P]. 专利号：ZL 201621195984.4, 授

权日期：2017 年 05 月，实用新型 

[13] 齐昌广 , 刘干斌 , 王艳 , 等 . 快速配制人工合成透明土的装置 [P]. 专利号：ZL 

201520546049.7, 授权日期：2015 年 12 月，实用新型 

[14] 齐昌广 , 刘干斌 , 王艳 , 等 . 快速回收透明土中孔隙溶液的装置 [P]. 专利号：ZL 

201520546087.2, 授权日期：2015 年 12 月，实用新型 

[15] 齐昌广 , 赖文杰 , 郑金辉 , 左殿军 . 离心条件下群桩透明土模型实验装置 . 

ZL201820575833.4, 授权日期：2018 年 11 月，实用新型 

[16] 王胜, 齐昌广, 王梁志, 张智超, 单艳玲 钢箱梁安装系统 ZL201921629094.3, 授权日

期：2020 年 8 月，实用新型 

[17] 赵鑫, 齐昌广, 王梁志, 张智超. 电渗碎石注浆桩. ZL201921630527.7, 授权日期：2020

年 7 月，实用新型 

[18] 潘金晶 , 齐昌广 , 王梁志 , 张智超 , 裴赓 , 单艳玲  水域桥梁柔性防撞墙 . 

ZL201921630537.0, 授权日期：2020 年 7 月，实用新型 

[19] 忻见敏 , 齐昌广 , 王梁志 , 张智超 , 姜苏珂 , 单艳玲 . 现浇箱梁支架体系 . 

ZL201921636834.6, 授权日期：2020 年 7 月，实用新型 

[20] 王梁志, 齐昌广, 赖文杰, 王新泉, 单艳玲. 电动反应桩. ZL201920326694.6, 授权日期：



2020 年 1 月，实用新型 

[21] 王梁志, 齐昌广, 赖文杰, 王新泉, 单艳玲. 电渗复合地基. ZL201920326691.2, 授权日

期：2020 年 1 月，实用新型 

[22] 赖文杰, 齐昌广, 王梁志, 单艳玲. 可同时测得桩土界面摩阻力、法向应力和孔隙水压力

的测量仪. ZL201822038365.X, 授权日期：2019 年 9 月，实用新型 

[23] 张俊子, 齐昌广, 徐伊雯, 何石凯, 李泽. 现浇楔形管壁开口空心桩. ZL201821903198.4, 

授权日期：2019 年 7 月，实用新型 

[24] 徐伊雯, 齐昌广, 张俊子, 李泽, 何石凯. 预制楔形管壁开口空心桩. ZL201821903198.4, 

授权日期：2019 年 7 月，实用新型 

[25] 赖文杰, 齐昌广, 郑金辉, 张智超. 装配式复合生态型挡土墙. ZL201820672913.1, 授权

日期：2018 年 12 月，实用新型 

[26] 郑金辉, 齐昌广, 郑明飞, 等. 结合后压浆及扩径技术的预应力混凝土管桩[P]. 专利号：

201721374838.2, 授权日期：2018 年 05 月，实用新型 

[27] 石林泽, 齐昌广, 方汝峰, 等. 应用于地铁中的抗震基础[P]. 专利号：201721362082.X, 

授权日期：2018 年 05 月，实用新型 

[28] 石林泽, 齐昌广, 方汝峰, 等.高性能耐久防腐拉索锚具[P]. 专利号：201721357202.7, 授

权日期：2018 年 05 月，实用新型 

[29] 叶师鑫, 齐昌广, 郑金辉, 等. 一种预制的塑料套管钢筋混凝土桩与柔性桩的组合桩[P]. 

专利号：ZL 201621195996.7, 授权日期：2017 年 05 月，实用新型 

[30] 叶师鑫, 齐昌广, 郑金辉, 等. 吸水式土工加筋材料[P]. 专利号：ZL 201621186877.5, 授

权日期：2017 年 06 月，实用新型 
 

七、承担课程 

《基础工程》      本科生 

《地基处理》      本科生 

《特种基础工程》     本科生 

《高层建筑基础分析与设计》   本科生 

《岩土工程勘察》     本科生 

《高等土力学》      研究生 

《软基处理》      研究生 

 

 

 

 

（数据截至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