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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介



 2017/03至今，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讲师

 2017/11-2020/10，大连理工大学，在职博士后，合作导师：唐春安教授

 2012/07-2016/12，新南威尔士大学（QS-43），矿业工程学院（ QS-4），博士

 2011/09-2012/06，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2007/09-2011/06，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学士

教育和工作经历

 2020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托举工程（全国332人，大工仅3人，唯一讲师）

 2017年提名2016年全澳最佳工学博士论文（M.Chaikin Award）

 第五批“星海骨干”， 2019年度考核优秀，讲师履职考评优秀，博后出站优秀

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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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培养

 参加教改2项

 指导名本科生3名

 指导地下工程毕业设计

 承担《地下工程施工》课程设计

 担任土木专业认识实习教师

 独立承担2门本科生课程：

-《结构可靠度》（全英）-32学时

-《通风安全与照明》 -32学时

 担任土木1801班主任

 班级获得多项荣誉奖励



研究生培养

 独立指导研究生8名（2名国际生）

 协助指导硕、博研究生9名

 指导研究生发表：

- 8篇SCI（4篇学部主流）

- 1篇EI（学部优秀中文期刊）

 研究生获奖荣誉：

- 1 校优秀毕业论文

- 2 优秀研究生 +2 优秀学生干部

- 1 DUT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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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主持
 国家级：2项

 中国科协青年托举工程 （45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2万）

 省部级：3项

 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 （18万）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 （5万）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5万）

 其他：6项

 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基金 2项

 神华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项

 引进人才启动经费 2项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1项

主持：11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骨干及课题联系人，排名2

中国工程院重点战略咨询项目

课题骨干及课题联系人，排名3

 川藏铁路重大基础科学问题项目

课题参与，排名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排名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排名4

主持 参与：5 项



 SCI论文36篇（一作/通讯 21篇）

 ESI热点1篇（0.1%），高被引3篇（1%）

 SCI他引 126次，单篇最高他引24

 近五年学部主流、岩石力学TOP Rock 

Mech Rock Eng发文全球TOP13

 授权知识产权11项

 出版独著全英文专著1部

学术成果

主持发表论文：39篇（2篇待检索） 主持 论文质量

 JCR-Q1 20篇 （一作/通讯 11篇）

 JCR-Q1和2 29篇，学部主流 17篇 （前二/通讯）

 13篇IF>4, 平均IF=3.65



代表作（一作/通讯）

主持 主持
[1] Yingchun Li, Wei Wu*, Chun’an Tang, Bo Li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9，IF:4.15, JCR-Q1，岩石力学TOP，学部主流
[2] Yingchun Li*, Shengyue Sun, Chun’an Tang,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9, IF:4.14, JCR-

Q1，岩石力学TOP，学部主流，ESI热点+高被引
[3] Yingchun Li, Wei Wu*, Bo Li,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8，IF:4.14, JCR-Q1, 岩石力学

TOP，学部主流
[4] Yingchun Li*, Chun’an Tang, Danqi Li, Chuangzhou Wu*,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9,

IF:4.1, JCR-Q1，岩石力学TOP，学部主流，ESI高被引
[5] Yingchun Li, Bo-An Jang, Chuangzhou Wu*,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7, IF:4.14, JCR-

Q1，岩石力学TOP，学部主流
[6] Yingchun Li*, Shengyue Sun, Chun’an Ta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9，IF:2.81, JCR-Q2，数值解析解领域权威期刊
[7] Yingchun Li*，Yaoding Qu，Qingyuan He, Chun’an Ta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20, IF:2.81, JCR-Q2，数值解析解领域权威期刊
[8] Yingchun Li, Wei Wu*, Xiao We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ASCE, 2020, IF:2.74, JCR-Q2

[9] Zhenghu Zhang, Yingchun Li*, Lihua Hu*, Chun’an Tang, Hongchun Zheng, Engineering Geology, 2020,

IF:4.78, JCR-Q1，地学TOP，学部主流
[10] Lihua Hu, Yingchun Li*, Xin Liang, Chun’an Tang, Liubin Yan,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20, IF:4.14, JCR-Q1 ，岩石力学TOP，学部主流



研究背景

主持主持

岩质边坡
地下
结构

节理面
节理面

川藏铁路 引汉济渭

国家重大基础工程建设

以往节理剪切本构模型：

 简单实用但不精确

 经验/半经验化，缺乏预测能力

 实验室尺度，难以工程应用

节理控制岩体稳定性！



学术创新-I

主持岩石节理摩擦本构模型

创新：可调动剪切强度理论 ◎ 剪切功驱动摩擦准则 ◎ 双阶粗糙度

特色：理论推导严格 ◎ 参数物理意义明确 ◎ 普适性和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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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新-II

主持 主持复杂力学边界下节理摩擦本构模型

创新：完整的加卸载循环剪切 ◎ 变法向约束 ◎ 碎屑回填

剪胀影响：



主持

创新：实验室小尺度 工程大尺度 ※ 工程实用性

学术创新-III

多尺度、双阶粗糙度预测模型



工程应用

主持

中国四川溪洛渡大坝边坡稳定性评价

澳洲黄金海岸区岩质边坡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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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model

Developed model

日本宫崎县核电站地下电力硐室支护设计

部分应用见Li et al.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主持

成果影响

国际著名岩石力学专家、岩石节理力学奠基人
、ISRM Fellow，Barton博士点评：充满智慧的
模型（“very clever work.....your clever
work can stand on its laurels”）

地学顶刊、Nature Index

摩擦准则应用I:     

断层滑移

摩擦准则应用II:     

锚索拉拔隧道
顶刊

全模型应用III:     

裂隙磨损岩石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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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平台建设

主持 深地工程研究中心和EGS-E国际工作小组筹备、成立和建设

 参与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中心筹备建设工作（工程地质灾害方向）

 大连市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骨干成员（岩石方向设备管理）



主持

国际化

主持 邀请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莫纳什大学教师访问交流合作

 学部2018国际学科评估工作组成员（报告翻译英文润色优化等）

 担任两国际会议组织委员和大会秘书

莫纳什矿业系主任Hossein教授来学部访问 新南威尔士矿业本科教学主任Oh教授来交流访问



主持

学术服务

主持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两SCI刊源国际期刊特邀编辑，其中一期刊日常学术编辑

 IJRMMS、RMRE、TUST、EG等岩石力学TOP期刊审稿人



入职以来主要业绩

教书育人
独立承担本科课程2门
参加校级教改项目2项
实习+毕业+课程设计

土木1801班主任，3名本科生导师
独立指导研究生8人
学生获奖多次，9篇高质量论文

科研项目

主持项目11项（国家级2项，
省部级3项）

青年托举+青年基金+博后特助
+博后面上+省自然

参加国家级项目5项
排名2：重点研发+面上
排名3-4：重点咨询+联合

学术成果
论文39篇（SCI36篇，2待检索）
一作通讯21篇
 JCR-Q1 20篇

 ESI热点1篇，高被引3篇
学部主流17（前2+通讯）
 13篇IF>4，平均IF=3.65

学术荣誉
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大工仅3人，唯一讲师）
 2017年提名2016全澳最佳工学博士论文（M.Chaikin Award）
“星海骨干”，2019年度考核优秀，讲师考评优秀，博后出站优秀

其他工作
深地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两SCI刊源特邀编辑（1JCR-Q2）

组织两次国际学术会议
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岩
石
所
◎
李
迎
春

感
谢
各
位
评
委
老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