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个人简历 

 
一、基本情况 
姓名：王万祯 

职称/职务： 

政治面貌：党员 

研究领域：钢结构和组合结构断裂、疲劳和抗震 

所在硕士点（方向）：土木工程、土木水利 

所在研究所: 结构工程研究所 

 

二、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学历经历： 

1997.9~2003.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钢结构  博士； 

1993.9~1997.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工民建  学士。 

 

工作经历： 

2013.9~2014.3     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工程系访问学者（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2009.9 至今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从事钢结构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3.4~2009.9     兰州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从事钢结构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三、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结构钢在应力三轴空间的宏观韧-脆断机理及梁柱连接抗断设防

（50808098），金额：21.0 万元，本人排名：1/9，2009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 

[2] 浙江省公益技术研究项目：矩形高强钢管轻骨料混凝土桁架节点失效机理和承载力设计

研究（LGF18E080007），15.0 万元，排名：1/7，2018.1~202012； 

[3] 浙江省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计划：隔板贯通式方钢管混凝土柱-H 型钢梁延性节点构造研

究（2013C31058），金额：10.0 万元，本人排名：1/7，2013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 

[4]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箱型柱-钢梁异型节点断裂机理及抗断对策研究（LY12E08008），

金额：8.5 万元，本人排名：1/7，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5]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变截面方钢管轻骨料混凝土柱 -钢梁节点抗震性能研究

（2017A610309），5.0 万元，排名：1/8，2016.9~2019.12； 

[6]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方钢管混凝土柱 -钢梁异型节点破坏机理及对策研究

（2013A610192），金额：5.0 万元，本人排名：1/10，2013 年 3 月~2015 年 12 月。 

[7]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钢管柱-H 型钢梁节点抗断设防及试验研究（2010A610082），金

额：4.0 万元，本人排名：1/9，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 

[8] 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工程项目第二层次，5.0 万元，排名：1/1，2015.3~2018.12。 

[9]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梁柱连接脆断机理及半刚接空间钢框架弹塑性分析

（3ZS051-A25-044），金额：2.0 万元，本人排名：1/9，2005 年~2008 年。 

 

四、学术著作 
1．期刊论文 



 

[1] 王万祯. 结构钢开裂准则及断裂试验分析[J]. 工程力学，2008，26（5）：27-31. (EI: 

082611336315) 

[2]王万祯. Q345 圆钢杆的疲劳破坏模型[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9，51（12）：58-64. 

(EI:20200808202069) 

[3] 王万祯. 轻骨料混凝土的破坏面模型[J]. 建筑材料学报，2014，17（1）：60-65. (EI: 

20141417548445) 

[4] Wanzhen Wang (王万祯), Xudong Qian, Baozheng Yang. Fracture in concrete-filled square 

hollow section to H-section joints under low cyclic reversed loading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4, 101(10): 363-373. (SCI: 000340336200031; EI: 

20142817913473) 

[5] W. Wang(王万祯), X. Qian, R. Su, X. Wang. Tensile tests and analyses of notched specimens 

fabricated from high strength steels using a generalized yield model [J]. Fatigue & Fractur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 Structures, 2010, 33(5): 310-319. (SCI: 000276466200006) (EI: 

20101512847955) 

[6] 王万祯，王伟焘，童科挺. 圆弧扩大头隔板贯通式箱型柱-H 型钢梁异型节点抗震性能试

验研究[J]. 土木工程学报，2014，47（10）：9-21. (EI: 201444135665) 

[7] 王万祯，朱放，孙韶江，刘涛，郭戈. 隔板贯通式箱形截面梁柱节点边梁抗震性能研究

[J]. 建筑结构学报，2016，37（11）：77-85. (EI:20164703037086) 
[8] 王万祯，孙韶江，郭戈，王伟焘，刘涛. 折线隔板贯通方钢管轻骨料混凝土柱-H 型钢梁

异型节点循环加载试验[J]. 建筑结构学报，2015，36（12）：52-61.(EI:20161402175723) 

[9]王万祯，童科挺，泮威风. 折线隔板加强的箱形柱-翼缘削弱箱形梁与 H 形钢梁节点抗震

性能试验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2014，35（6）：64-74. (EI: 20142717894552) 

[10]王万祯，杨保证，黄友钱，纪海涛. 梁翼缘、腹板开孔方钢管混凝土柱-H 型钢梁节点力

学性能试验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2012，33（3）：96-103. (EI: 20121614949753) 
[11]倪威康，王万祯（通讯作者），贾真，吴晓聪. 变截面方钢管轻骨料混凝土边柱-钢箱梁

折线隔板贯通节点破坏机理和承载力研究[J]. 工程力学，2019，36（10）：122-133. 

(EI:20194407599840) 

[12]王万祯，黄友钱，陈飞益，童科挺. 圆弧扩大头狗骨隔板贯通式方钢管混凝土柱-H 型钢

梁节点破坏模式分析[J]. 工程力学，2016，33（5）：106-114+123.(EI:20162302465062) 

[13]王万祯，王伟焘，谢光杰. 隔板贯通式箱型柱-H 型钢梁节点循环加载试验和破坏机理分

析[J]. 工程力学，2015，32（4）：93-102. (EI:20151900832410) 

[14]王万祯，陈飞益，黄友钱，王新堂. 箱型柱-H 型钢梁节点断裂机理及梁翼缘扩大头和长

槽孔节点研究[J]. 工程力学，2013，30（6）：197-204. (EI: 20133516670501) 

[15]王万祯，苏仁权，黄俊伟，钱旭东. 结构钢缺口板断裂试验及数值分析[J]. 中国矿业大

学学报，2009，38（5）：692-696. (EI: 20094512429307) 

[16]王万祯. 高强钢广义屈服和破坏理论[J]. 固体力学学报，2007，28(4)：389-392. (EI: 

080511071251) 

[17]王万祯. 铝合金宏观断裂准则[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版），2007，41(5)：616-620. (EI: 

072510662820) 

[18]王万祯，于志刚，李启才，黄智伟. 剖分 T 型钢轴压杆件相关屈曲原理及其应用[J]. 哈

尔滨建筑大学学报，2002，35(3)：41-44. (EI: 02427141895) 

[19]王万祯，李华，吴晓聪，倪威康. 高强方钢管轻骨料混凝土桁架 T 型加劲节点试验[J]. 哈

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0，52（8）：103-111. 



[20]王万祯，李华，吴晓聪. 方钢管轻骨料混凝土加劲 TY 型节点承载力研究[J]. 华中科技

大学学报，2020，48（8）：33-38. 

[21]王万祯，郭鸣鸣，吴晓聪. 主方支圆钢管轻骨料混凝土 K 型节点承载力. 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8（5）：61-67. (EI:20202408833795) 
[22]王万祯，苏仁权，王新堂. 中等厚度高强钢板断裂试验及数值分析[J]. 沈阳工业大学学

报，2010，32(6)：704-708. (EI: 20111113746835) 

[23]王万祯. 铝合金宏观脆断分析及常低温抗断设防[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7，39(3)：

386-390. (EI: 20073010707578) 

[24]王万祯，顾强. 延性材料开裂机理及抗断设计[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6，38(3)：

368-374+424. (EI: 2006289997249) 

[25]王万祯，张振涛，贾子文，朱广新. T 型钢桁架节点研究[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0，

32(4)：338-341. (EI: 2001035574708) 

 

2．会议论文 
 

五、获奖与荣誉 
[1]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结构钢断裂模型、常（低）温断裂试验及梁柱节点抗脆断对

策，本人排名：1/7，2012 年 12 月； 

[2] 第十一届宁波市青年科技奖，本人排名：1/1，2012 年 12 月； 

[3] 宁波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方钢管（混凝土）柱-钢梁节点与框排架结构关键技术和材料强

度模型，本人排名：1/7，2017 年 1 月； 

[4] 宁波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结构钢断裂模型及钢结构节点断裂机理，本人排名：1/7，2011

年 1 月； 

[5] 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结构钢断裂模型、试验研究及应用，本人排名：1/6，2011

年 12 月； 

[6] 宁波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三等奖：高强钢刻痕杆断裂实验及基于广义强度模型的数值

分析，本人排名：1/4，2011 年 12 月； 

[7]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钢构件、连接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破坏机理及抗震设计对策，

本人排名：9/9，2012 年 9 月； 

[8] 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钢结构设计原理》精品课程建设理论与实践，本人排名：5/7，

2008 年 4 月； 

[9] 陕西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一等奖：钢构件、连接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破坏机理及抗震设计

对策，本人排名：9/11，2012 年 10 月。 

 

六、 学术兼职 
中国钢结构协会结构稳定与疲劳分会理事；宁波市土木建筑学会钢结构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七、承担课程 

本科生课程，钢结构设计； 

研究生课程，结构稳定理论。 

 

 

 

（数据截至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