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春季学期授予博士学位名单

序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刘晓东 韩万水 桥梁与隧道工程 基于腐蚀疲劳进程表征与断丝仿真的桥梁缆索可靠性评估研究

2 刘渊 徐岳 桥梁与隧道工程 基于改进技术状况评定的多目标桥梁养护决策方法研究

3 王修领 谢永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砂岩隧道围岩变形机理与微扰动施工方法研究

4 张瀚浩 贺拴海 桥梁与隧道工程 考虑界面掀起的双滑移面组合梁桥力学效应理论研究

5 都敬娜 叶飞 桥梁与隧道工程 基于随机多尺度数值极限分析方法的砂卵石地层盾构隧道开挖面稳定性研究

6 贺思悦 赖金星 桥梁与隧道工程 盾构隧道下穿对高铁CFG桩复合地基路基影响与控制技术研究

7 Olivier 王春生 桥梁与隧道工程 UHPFRC组合钢桥面板受力行为与设计准则

8 陈谦 王朝辉 道路与铁道工程 高性能道路养护吸能封层研发及增韧缓力特性研究

9 丁龙亭 王选仓 道路与铁道工程 严寒地区高等级公路再生沥青路面设计优化与性能评价研究

10 郭晓刚 郝培文 道路与铁道工程 沥青路面内部病害图像识别及预测方法研究

11 何子明 申爱琴 道路与铁道工程 复合强化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公路小型构造物混凝土性能及增强机理研究

12 贾猛 沙爱民 道路与铁道工程 聚氨酯基固固相变储热沥青路面材料研制与性能研究



13 赖峰 张洪亮 道路与铁道工程 降温及降解汽车尾气的热塑性树脂粉末涂层研究

14 李艳 尤占平 道路与铁道工程 双重响应型载油纤维自愈合沥青混合料性能增强机理与技术特性研究

15 刘玉梅 郑木莲 道路与铁道工程 基于TB技术的碳纳米管/废旧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改性机理及性能研究

16 任永祥 郝培文 道路与铁道工程 石墨烯增强相变调温沥青混合料技术性能研究

17 徐寅善 蒋应军 道路与铁道工程 半柔性复合材料性能强化机制及关键技术研究

18 许铖 张争奇 道路与铁道工程 路基加固用单组份碱激发胶凝注浆材料及水平注浆技术研究

19 燕孟华 许金良 道路与铁道工程 高速公路连续下坡和圆曲线路段载重车最大容许速度预测方法

20 杨凯 李蕊 道路与铁道工程 基于粘弹性损伤力学的老化沥青疲劳研究与性能预测

21 张宏 汪双杰 道路与铁道工程 基于知识驱动的青藏高原地区公路生态地质选线方法研究

22 张梦媛 王选仓 道路与铁道工程 水—热—盐耦合作用下荒漠区水稳基层混合料膨胀及性能劣化研究

23 张义 王选仓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生物油/木质素复合改性沥青制备调控及其性能与机理研究

24 张壮 韩森 道路与铁道工程 新旧沥青融合特性及其对沥青砂浆疲劳性能影响研究

25 董仕豪 韩森 道路与铁道工程 沥青路面表面纹理的三维表征及对噪声性能影响研究



26 刘占良 许金良 道路与铁道工程 高温多雨区泡沫温拌再生沥青混合料的抗车辙性能预测及演化规律研究

27 宿金菲 栗培龙 道路与铁道工程 基于颗粒体系界面效应的沥青混合料离析行为与压实特性研究

28 辛田 许金良 道路与铁道工程 驾驶员应急操纵激励对平曲线路段载重车行驶横向安全性的影响研究

29 姚腾飞 韩森 道路与铁道工程 刻槽灌浆表处沥青路面材料设计及破冰抗滑行为研究

30 郭聚坤 雷胜友 岩土工程 结构物-砂界面力学特性、细观行为及本构模型研究

31 洪秋阳 谢永利 岩土工程 基于水分迁移的上覆软塑黄土层大断面隧道施工力学行为研究

32 万琪 杨晓华 岩土工程 交通荷载下高寒盐湖区粗粒氯盐渍土路基变形特性研究

33 牛豪爽 翁效林 岩土工程 大坡度及渗流条件下盾构隧道开挖面稳定性及变形机理研究

34 刘伟 杨晓华 岩土工程 德黑兰至伊斯法罕高速铁路粗颗粒盐渍土路基变形特性研究

35 赵影 毛雪松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基于桩-土作用机理的岛状冻土区混凝土管桩 复合地基承载特性研究

36 唐可 毛雪松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热-盐作用下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拱胀及损伤机理研究

37 贺晶晶 陈昊 车辆新能源与节能工程 柴油/汽油/聚甲氧基二甲醚混合燃料喷雾、燃烧与排放特性的研究

38 魏路路 余强 车辆工程 新型负泊松比结构力学特性及在汽车吸能构件中的应用研究



39 周文财 魏朗 车辆工程 基于虚实特征融合的营运客车设计安全风险管理技术研究

40 方文 张春化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车用汽油机电气故障的FTA-FuBN智能诊断方法及应用研究

41 李嘉波 焦生杰 机械工程 基于智能算法的锂离子电池状态估计方法研究

42 卿绿军 谷立臣 机械工程 弹流与空化效应下一体化柱塞斜轴柱塞泵流量特性研究

43 赵凯音 杨士敏 机械工程 振动与分步搅拌混凝土过程中功率特性及其变化规律研究

44 赵晓运 宋绪丁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叶片自由曲面四次NURBS构造方法及其精度研究

45 李金峰 徐海成 物流工程与管理 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46 Amin 董千里 物流工程与管理 巴基斯坦物流公司的供应链风险管理： 风险优先级和组织绩效

47 闫柏睿 董千里 物流工程与管理 高质量发展下物流业合成场元与两业联动的交互作用 ——基于集成场视角

48 宋家成 巨永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不同行驶需求下车辆自适应巡航控制方法研究

49 全恩懋 许宏科 智能交通与信息系统工程 基于检测信息融合的悬索桥状态评估与预测研究

50 张伟 赵祥模 智能交通与信息系统工程 复杂天气条件下高速公路交通状态感知及应急处置关键技术研究

51 胡梦岩 王卫星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高速公路环境下的智能网联汽车队列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以队列纵向和合

并控制为例



52 贾硕 李士宁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面向智能网联的驾驶行为识别与预测预警方法研究

53 陈楠 隋立春 测绘科学与技术 光学遥感影像质量提升的超分辨率重构关键技术研究

54 刘东升 韩玲 测绘科学与技术 国产高分遥感卫星数据典型地物要素提取方法研究

55 王宝行 张勤 测绘科学与技术 InSAR 时序形变参数动态估计与质量评估

56 郭剑 崔鹏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滑坡-泥石流灾害链形成及转化机制研究

57 姜程程 范文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黄土塬区沟头侵蚀模型及机理研究

58 孙建强 李喜安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基于微结构功能单元的黄土宏微观特性研究及离散元实现

59 王宇 李同录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压实黄土非饱和渗透及增湿变形特性的研究

60 周静静 赵法锁 岩土工程
软弱层带力学特性及其对高陡岩质边坡动力稳定性影响研究——以山阳

“8·12”山体滑坡为例

61 刘魁 倪万魁 地质工程 沟谷型黄土高填方地基工后沉降预测与地基处治

62 俞岱 白超英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井中地震复杂介质逆时偏移成像技术研究

63 范玉海 杨兴科 矿产普查与勘探
西昆仑造山带黑恰地区地物化遥异常特征综合研究与找矿有利区（定位定

量）预测

64 刘晶晶 刘建朝 矿产普查与勘探
基于人工智能的致密砂岩优质储层预测——以鄂尔多斯盆地子长地区延长组

为例



65 贺小元 杨兴科 矿产普查与勘探
柴北缘西段赛什腾山长征沟-红旗沟一带铁铜金锌多金属成矿系统特征与找矿

预测

66 廖娟 曹建农 地学信息系统 多尺度多维特征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方法研究

67 刘福田 王学求 地质学 黄河流域陕西段河漫滩土壤重金属地球化学特征与控制因素解析

68 赵帮胜 李荣西 地质学 页岩中纤维状矿物脉体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

69 支倩 李永军 地质学 西准噶尔包古图构造岩浆带晚古生代俯冲增生过程及其地球化学约束

70 朱瑞静 李荣西 地质学 运城盆地油气地质与成藏条件

71 高芳芳 田威 结构工程 高温冷却后多壁碳纳米管混凝土力学性能研究

72 黄敏 黄华 结构工程 HPFL-粘钢加固RC框架连续倒塌破坏机制研究

73 李超 邓顺熙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中深层地热能建筑供暖地埋管换热特性及运行参数优化

74 袁玉杰 黄华 结构工程 装配式人工塑性铰RC框架结构抗震性能与破坏机理研究

75 邹昱瑄 周绪红 结构工程 多层框支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抗震性能研究

76 温馨 胡志平 岩土工程 湿陷性黄土场地典型海绵设施水分入渗机理及其影响研究

77 张飞 胡志平 岩土工程 新疆台特玛湖盐渍土环境下桩基混凝土腐蚀机理研究



78 黄婷 赵剑强 市政工程 PN-A工艺快速启动及主要中间产物对工艺的调控机制研究

79 蔡子昭 王文科 水文学及水资源 基于河渠水位变化的含水层系统参数反演研究

80 宫程程 王文科 环境科学 半干旱区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的机理研究

81 苏凤梅 李培月 水利工程 卫宁平原农业灌溉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82 李环环 卢玉东 水利工程 青藏高原河谷型城市地下水演化机制及承载力研究——以西宁市为例

83 张奇莹 钱会 水利工程 交口抽渭灌区地下水环境时空演化及预警与应对研究

84 李婉歆 罗平平 水利工程 典型饱和裸土与水面蒸发机理研究

85 王璐 贾夏 环境科学与工程 CO2升高与Cd污染下刺槐幼苗根际AMF群落及其对抗氧化酶的调节

86 解舒婷 赵剑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 限氧同步硝化反硝化除磷（SNDPR）系统处理低碳氮比污水研究

87 徐开伟 李彦鹏 环境科学与工程 耦合废水处理的新型微藻生物膜附着培养技术及其成膜机理研究

88 邹小彤 李彦鹏 环境科学与工程 微藻生物质浮珠浮选采收性能强化及机理研究

89 刘媛媛 周维博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某铀尾矿库周边土-水系统中核素铀的迁移行为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90 路珍珍 邓顺熙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关中地区在用柴油车尾气PM和NOx排放特征与后处理减排研究



91 韩力 赵敬源 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 面向大气污染和热岛效应复合影响的规划治理方法和调控技术研究

92 闫晓慧 田耀刚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携带硫酸根离子再生骨料对混凝土的内腐蚀行为研究

93 孔祥泽 李东林 机械工程材料 镍酸锂基正极材料的合成及单元素掺杂改性研究

94 李童心 李东林 机械工程材料 过渡金属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的改性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95 陈明远 陈华鑫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沥青湿热老化特性及水氧耦合扩散行为研究

96 刘冠宇 牛艳辉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隧道内壁高效光催化降解NO涂层的制备、性能及机理研究

97 谈亚文 陈华鑫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强效耐碱SAP内养护混凝土水分传输规律与性能强化机理研究

98 杨哲 曹东伟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原低气压环境下混凝土气孔结构调控及耐久性研究

99 娄宝文 沙爱民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钢渣沥青混合料微波愈合行为多尺度研究

100 程延秋 陈宽民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基于强化学习理论的混合交通流智能网联车辆纵向轨迹规划算法研究

101 桂嘉伟 吴群琪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出租汽车价值提升研究

102 韩硕 许金良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不良天气下高速公路特殊路段容许速度及冬季桥面结冰预警

103 黄泽滨 王建伟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基于空间特征分析的网络货运平台匹配策略与路径优化研究



104 焦帅阳 张生瑞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基于车辆轨迹数据的跟驰行为动态特性分析与建模研究

105 刘至真 陈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面向动态韧性的多模式公交网络灾后应急修复策略优化研究

106 彭志鹏 王永岗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出租车交通事故致因机理与安全改善对策研究

107 徐明非 周伟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城市群多模式客运交通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108 徐兴博 徐海成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国有收费公路运营企业代理问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109 薛晨蕾 吴群琪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优化电动汽车推广激励政策的机理研究

110 王金城 吴群琪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基于出行需求预测的城际网约车调度优化研究

111 白鹏霞 吴群琪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基于网络平台质量监管的道路货运服务质量 提升策略研究

112 张锦曦 马天山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基于电动车企生产决策的复合政策引导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

113 李宛莹 韩霁昌 土地工程学 砒砂岩添加对风沙土特性及作物适宜性的影响

114 邵雅静 刘彦随 土地工程学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系统健康时空演变特征及分区管控—以黄

河流域为例

115 周煜杰 赵永华 土地工程学 秦岭火地塘土壤真菌群落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116 冯俊杰 尹冠生 计算结构力学 钢-塑钢混杂纤维再生粗骨料混凝土压缩性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