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基本情况 

姓名：诸葛萍 

职称/职务：副教授/院长助理

学位/学历：工学博士/博士研究生

政治面貌：党员 

联系电话：0574-87600316 

所在硕士点（方向）：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土木水利土木

工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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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历经历 

2019.12-2020.6 科廷大学（澳大利亚），访问学者

2014.8-2015.3 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美），访问学者

2008.9-2011.11 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桥梁）（博士学位）

2005.9-2008.6 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桥梁）（硕士学位）

2001.9-2005.7 华东交通大学，道路与桥梁工程（学士学位）

2. 工作经历 

2012-至今  宁波大学 教学科研

2019.12-2020.03 澳大利亚 C

2018.02-201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4.09-2015.03 美国 Louis

2011.02-2011.06 西藏大学，支援教学

三、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纵向科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桥梁碳纤维缆索锚具的高温失效机理及其防护对策

52078256)，2020。 

（2）浙江省交通厅科技项目，预应力碳纤维筋加固桥梁及长效性监测技术研究，

（3）浙江省交通厅科技项目，

2019。 

（4）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应力碳纤维型材加固

（编号：2017A6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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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桥梁）（硕士学位） 

华东交通大学，道路与桥梁工程（学士学位） 

教学科研 

Curtin University, 访问学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借调 

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访问学者 

西藏大学，支援教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桥梁碳纤维缆索锚具的高温失效机理及其防护对策

浙江省交通厅科技项目，预应力碳纤维筋加固桥梁及长效性监测技术研究，

浙江省交通厅科技项目， CFRP 筋挤压型锚固体系及桥梁抗剪抗弯加固应用研究，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应力碳纤维型材加固钢筋混凝土桥梁结构的耐防火研究

），2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桥梁碳纤维缆索锚具的高温失效机理及其防护对策(编号：

浙江省交通厅科技项目，预应力碳纤维筋加固桥梁及长效性监测技术研究，2020。 

筋挤压型锚固体系及桥梁抗剪抗弯加固应用研究，

钢筋混凝土桥梁结构的耐防火研究



（5）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楔形夹片式 CFRP 板锚具锚固受力机

理研究(编号：GSGZJ-2015-03)，2016。 

（6）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桥梁碳纤维缆索系统耐火性能及其防火研究（编号：

LY15E080012），2015。 

（7）桥梁工程结构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持续荷载温度耦合作用桥梁工程

碳纤维索（筋）粘结界面耐久性研究(编号：201506)，2015。 

（8）浙江省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计划，满足耐久性要求的碳纤维缆索锚固系统研发（编号：

2014C33009），2014。 

（9）宁波大学学科项目，温湿作用对土木工程 CFRP 筋粘结界面性能影响研究（编号：

ZX2014000402），2014。 

（10）宁波大学人才工程项目，大跨碳纤维复合材料(CFRP)主缆悬索桥原型设计（编号：

2012121），2014。 

（11）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木工程碳纤维筋粘结界面耐久性研究（编号：

2013A610197），2013。 

（12）桥梁结构抗震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超大跨悬索桥碳纤维（CFRP）

主缆原型设计研究（编号：201202），2012。 

（13）浙江省教育厅项目，桥梁碳纤维（CFRP）索锚固体系设计理论及防腐研究（编号：

Y201222960），2012。 

（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索锚固体系的耐久性及优化设计研究

（编号：51208269），2012。 

（15）桥梁工程结构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桥梁碳纤维（CFRP）索锚固体

系优化设计技术研究（编号：201202），2012。 

2. 横向科研项目 

（1）温州李井中桥预应力碳纤维筋加固项目，2020. 

（2）平湖砖桥港桥等 12 座桥预应力碳纤维加固技术服务，2020. 

（3）S214 甬临线奉化江口立交桥大修工程预应力碳板加固技术服务，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

团，2020. 

（4）丽水云和石塘大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开发项目，2020. 

（5）丽水碧湖大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2020. 

（6）慈溪市五里桥和古窑浦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2020. 

（7）象山县贤庠三桥等 4 座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及贤庠一桥等 2 座桥超高性能混凝土快速

维修技术服务，2020. 

（8）宁海县黄坦大桥等桥梁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2020. 

（9）预应力碳纤维板加固空心板梁关键技术研究，鄞州区质监局科技项目，2019 



（10）鄞州区大碧浦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项目，鄞州区公路管理段，2019 

（11）碳纤维吊杆制作成套技术研究，重庆万桥交通科技有限公司，2019 

（12）象山三门口跨海大桥桥面定向分布钢纤超高性能混凝土快速维修技术，象山县公路管

理段，2019 

（13）G329 国道北仑段青龙桥等 3 座桥梁伸缩缝维护和高性能混凝土桥面维修技术项目，

北仑区公路管理段，2019。 

（14）丽水石塘大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丽水市公路管理局，2019 

（15）S213 浒溪线余姚段桥梁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项目，余姚市公路管理段，2019 

（16）宁波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姜山北互通 H 匝道纠偏施工监测，宁波交投集团，2018 

（17）镇海区骆霞线借邑港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镇海区公路管理段，2018 

（18）宁海县越溪大桥伸缩缝免维护技术服务，宁海县交通运输局，2018 

（19）象山县公路管理段伸缩缝维护技术服务，象山县公路管理段，2018 

四、 学术著作 

1．期刊论文 

(1) Zihua Zhang, Yunyi Xiao, Ping Zhuge*, Xiaocun Zhang.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rfacial Debonding between FRP Sheet and Concrete under Medium Strain R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2019, 1973453-1-13. 

(2) Ping Zhuge, Yang Yu, C.S. Cai, F. ASCE, Zi-Hua Zhang, Yong Ding.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optimal design method for innovative CFRP cable anchor. Journal of composites for 

construction, 2019, 23(1): 04018067-1-15.（SCI，ASCE） 

(3) Ping Zhuge,Zhi-yu Jie, Zi-hua Zhanga,Yong Ding,S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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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 中科院 2019 Top)  

(4) Hui Wang, Jiale Shen, Junzhe Liu, Yunlong Yao, Minggan Yin, Ping Zhug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cal and Conductive Properties of Carbon Nanofiber Mortar with Quartz Sand. 

Irani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ransactions of Civil Engineering, 2019: 

43(4):1-8 

(5) 储焙宇, 钱登朝, 诸葛萍, 杨科龙. 预应力 CFRP 板平板锚具承载力评估理论与试验研

究. 2020, 33(4):41-48. 

(6) 徐玉林, 诸葛萍*, 孙莉莉等. 桥梁 CFRP 缆索外包陶瓷纤维的防火性能研究. 宁波大

学学报（理工版），2019, 132（2）：91-96. 

(7) 孙莉莉，诸葛萍，徐玉林等. CFRP 筋黏结型锚具承载力评估试验与理论研究. 水资源与

水工程学报, 2018, 29(6):178-183. 

(8) 郭书峰, 诸葛萍, 孙莉莉, 徐玉林. 碳纤维复合材料筋-环氧树脂胶界面传力机理研究. 

工业建筑, 2017, 47(4),110-114. 

(9) 诸葛萍, 郭书峰, 章子华; 丁勇. 光圆 FRP 筋夹片式锚具设计及试验研究. 第九届全国

建设工程 FRP 应用学术交流会，2015，134-139. 

(10) Zihua Zhang, Junhua Li, and Ping Zhuge. Failur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Wind Power 

Structure under Simulated Typhoon.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14, 



2014(1):1-10. （SCI） 

(11) Zhiyu Jie, Yadong Li, XingWei, Ping Zhug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welded joints with 

artificial corrosion pits based on 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8, 148:542-550. 

(12) 诸葛萍，丁勇，卢彭真，强士中，章子华. 循环荷载作用对 CFRP 筋力学性能的影响. 复

合材料学报，2014，31(2):248-253. （EI）  

(13) 诸葛萍，丁勇，侯苏伟，强士中. 新型 CFRP 筋锚具优化设计及疲劳性能试验. 浙江大

学学报（工学版），2014，48（10）.（EI） 

(14) 诸葛萍，章子华，丁勇，卢彭真. 土木工程用碳纤维筋弯折抗拉性能研究. 复合材料学

报，2014，31(5) :1300-1305.（EI） 

(15) 诸葛萍，丁勇，侯苏伟，强士中.新型碳纤维索股锚固体系理论与试验研究. 中国公路学

报， 2014, 7(12):80-87.（EI）  

(16) 诸葛萍，章子华，汪思聪，丁勇，强士中. CFRP 主缆-索夹界面抗滑移性能研究. 西南

交通大学学报， 2014， 49(2):1-5.（EI） 

(17) 章子华, 周易, 诸葛萍. 台风作用下大型风电结构破坏模式研究. 振动与冲击, 2014, 

33(14): 143-148. （EI） 

(18) 章子华, 周易, 诸葛萍. 基于 AR 法的沿海地区台风风场模拟研究.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

版）, 2014, 27(2): 88-91.  

(19) 诸葛萍, 丁勇, 布占宇. 碳纤维材料应用于桥梁工程的耐久性研究.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

版）, 2013, 26(3):99-104. 

(20) 侯苏伟, 龙佩恒, 诸葛萍, 刘明虎. CFRP 索股粘结型锚具锚固机理试验. 中国公路学报, 

2013, 26(5)：1-8. （EI） 

(21) 侯苏伟, 强士中, 诸葛萍, 刘明虎. 碳纤维索股粘结型锚具疲劳试验研究. 中国公路学

报, 2012, 25(3)：100-106. 

(22) 诸葛萍，强士中. 新型 CFRP 筋夹片式锚具理论与试验研究. 土木工程学报， 2011， 

44(10):1-6.（EI） 

(23) 诸葛萍，强士中，侯苏伟. 悬索桥碳纤维主缆鞍座处抗弯性能研究. 中国公路学报， 2011， 

24（4）：57-62.（EI） 

(24) 诸葛萍，叶华文，强士中等. 碳纤维丝股锚固体系试验研究及受力分析. 工程力学， 2011， 

28（7）：165-170. (EI） 

(25) 诸葛萍， 强士中， 侯苏伟. 碳纤维筋夹片式锚具参数试验研究. 西南交大学报， 2010， 

45(4):514-520.（EI） 

(26) 诸葛萍， 强士中， 任伟平， 刘明虎. 悬索桥碳纤维主缆鞍座抗滑试验. 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2011，28(5)：395-399.（EI） 

(27) 侯苏伟, 诸葛萍, 强士中, 李翠娟. 悬索桥 CFRP 主缆与鞍座间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11, 46(3):391-397. （EI） 

(28) 诸葛萍， 任伟平， 强士中， 李翠娟. 碳纤维（CFRP）筋锚固体系的研究现状及应用. 

中外公路， 2010， 30(2):158-123 

(29) 卢彭真, 赵人达, 诸葛萍. 钢－混凝土组合直箱梁变形理论分析及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

学报, 2010, 37(12):186-190. （EI） 

(30) 诸葛萍， 卢彭真，孙延国. 大跨桥Π形主梁断面气动导纳的试验识别. 桥梁建设， 2009，

(5):17-20.  

(31) 诸葛萍, 卢彭真. 现行规范桥梁气动导纳理论局限性的分析.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8， 27(2)：191-194. 

2．会议论文 

(1) Chu Beiyu, Qian Dengchao, Zhuge Ping, Yang Kelong.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load-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of CFRP plates bond-type anchors[C]//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nd Seismic Mitigation of Brid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 Zhou,China,2019. 

(2) Yang Kelong, Zhuge Ping, Huang Zeju, Qian Dengchao, Wang Dejie. Experimental study on 

anchorage performance of large diameter plain round CFRP tendon compressed 

anchor[C]//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nd Seismic Mitigation 

of Brid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 Zhou,China,2019. 

五、 获奖与荣誉 

(1) 2019 年，宁波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 2019 年，宁波大学先进个人 

(3) 2014 年，宁波大学优秀班主任 

(4) 2013 年，宁波大学“先进个人” 

(5) 2012 年，宁波大学胡岚优秀博士称号 

(6) 2012 年，宁波大学胡岚优秀博士基金奖（全校青年教师最高科技奖） 

六、 承担课程 

(1) 《桥梁工工程 2》 

(2) 《钢结构原理与钢桥》 

(3) 《桥梁检测与加固技术》 

 

 

 

 

 

（数据截至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