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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人简历



一、个人简历

 学习经历

2006.9-2010.7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学士

2010.9-2017.4    大连理工大学 市政工程 硕博连续 博士

2014.9-2016.9    美国田纳西大学 土木工程 联合培养 博士

 工作经历

2017.4至今 大连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 讲师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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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书育人

主讲本科课程2门

 交通工程专业英语(本科生) 学生评教满分率接近100%

 土木水利工程前沿实验（本科生）

助教专业主干课3门

 道路勘测设计、路基路面工程、城市道路（均为32学时）

带队指导认识实习

指导本科毕设12人，硕士生4人，协助指导博士4人

担任土交1702班班主任

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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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教学工作量为2374学时，超额完成教学指标



 获校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三等奖

 建设《道路工程施工》校级金课，主讲施工组织设计部分（12月9日已公示）

 建设《道路勘测设计》校级金课，负责道路选线部分（12月9日已公示）

 参与教改项目2项

 国家级(1项):基于校企协同的交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校级（1项）:交通工程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1人获校优秀毕业设计（道路方向每年仅1人）

 所带班级获校级学风进步班，建工学部优良学风班，共有31人次在各类竞赛

中获奖

二、教书育人

教书育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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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及意义
方向一：沥青混合料力学行为表征与多尺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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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交通强国战略，长寿命路面是建设绿色、智慧交通的

具体体现和基础平台，其目标是2035年安全寿命翻一番。

研究意义

力学表征与多尺度模拟

本研究针对道路材料与结构

衰变规律及性能演化机理，从

根源上实现长寿命目标。



方向一：沥青混合料力学行为表征与多尺度模拟

复杂交通荷载与多场环境作用下的路面损伤演化机制

细观结构模拟与性能跨尺度联系机制

沥青材料非线性本构关系

难点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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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荷载与多场环境 复杂细观结构 非线性本构关系



 建立了多场耦合作用下沥青路面损伤行为的多尺度模拟方法

3.1 研究方向1 —学术贡献1

克服了传统模型无法充分考虑多场与多尺度影响的缺点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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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一区，力学TOP4)



 建立了沥青混合料有效热-力特性跨尺度预测方法

3.1 研究方向1 —学术贡献2

 显著提升细观结构建模质量、热-力特性跨尺度预测精度 9/19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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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沥青材料非线性黏弹性表征方法

3.1 研究方向1 —学术贡献3

为沥青精确分级和合理选择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技术手段，推动材

料表征和设计方法变革性进步
10/19

频率扫描 多重应力蠕变-恢复

计算流程
ASCE旗下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JCR二区)



3.1 研究方向1 —代表性成果

 发表一作SCI论文4篇，录用一作SCI刊源论文1篇

Yiren Sun, Cong Du, Hongren Gong, Yuhua Li, Jingyun Chen. Effect of temperature field on damage initiation in asphalt pavement: A
microstructure-based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Mechanics of Materials, 2020, 144: 103367. (JCR Q1, IF: 2.993).

Yiren Sun, Xin Wei, Hongren Gong, Cong Du, Weiying Wang, Jingyun Chen. A two-dimensional random aggregate structure generation
method: Determining effective therm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sphalt concrete. Mechanics of Materials, 2020, 148: 103510. (JCR Q1, IF:
2.993)

Yiren Sun, Cong Du, Changhong Zhou, Xiaoxu Zhu, Jingyun Chen. Analysis of load-induced top-down cracking initiation in asphalt pavements
using a two-dimensional microstructure-based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 2019, 216: 106497. (JCR
Q1, IF: 3.426, TOP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和省博士启动基金1项

Yiren Sun, Jingyun Chen, Baoshan Huang, Jiayin Liu, Weiying Wang, Bin Xu. Novel procedure for accurately characterizing nonlinear
viscoelastic and irrecoverable behaviors of asphalt binders. AS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 2020, 20(3): 04019198. (JCR Q2, IF:
2.589)

Yiren Sun, Zhuang Zhang; Xin Wei ; Cong Du ; Mingyang Gong; Jingyun Chen; Hongren Gong. Mesomechanical prediction of viscoelastic 
behavior of asphalt concrete considering effect of aggregate shap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已录用, JCR Q1, IF: 4.419, 学
部主流期刊)

发表通讯作者SCI期刊论文1篇

已录用

第一作者.大连市优秀科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第一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2项，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11/19



三、科学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及意义
方向二：沥青路面温拌-再生技术

路面温拌-再生技术
12/19

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交通行业向节能、环保、安全方向发展是

国家战略重点

研究意义

本研究针对绿色可持续道

路养护技术，合理解释再生

机理，确定性能评价指标



方向二：沥青路面温拌-再生技术

难点与挑战

高RAP混合料抗疲劳和抗永久变形性能评价方法

高RAP混合料设计原理的理论解释

老旧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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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路破损检测 钻芯取样检测

温拌再生机组 再生工艺设计及实现 温拌再生路面



3.2 研究方向2 —学术贡献

学术贡献 建立了基于力学理论的抗疲劳和抗车辙性能评价方法

 获得了高性能高RAP混合料设计原理的理论解释

研究成果在大规模道路改造实践中得以成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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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介质黏弹性损伤力学理论抗疲劳性能评价方法

黏塑性理论抗车辙性能评价方法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IF:7.246，

JCR一区，他引

14次）



3.2 研究方向2 —代表性成果

 发表SCI一作论文1篇，通讯4篇，录用1篇通讯SCI刊源论文
Yiren Sun, Weiying Wang, Jingyun Chen. Investigating impacts of warm-mix asphalt technologies and high reclaimed asphalt pavement
binder content on rutting and fatigue performance of asphalt binder through MSCR and LAS test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19: 879-893. (JCR Q1, IF: 7.246, 他引14次)

主持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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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Ding, Mingyang Gong, Jingyun Chen, Yiren Sun, Nan Tai. Factors influencing static and dynamic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emulsified asphalt composite binder.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264: 120257. (JCR Q1, IF: 4.419, 学部主流期刊)

Dong Sha, Baofeng Pan, Yiren Sun. A novel raw material for geopolymers: Coal-based synthetic natural gas slag.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62: 121238. (JCR Q1, IF: 7.246)

Dong Sha, Baofeng Pan, Yiren Sun. A new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he moisture damage of semi-rigid base materials based on the eroding
test by the hydrodynamic pressure generator.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19, 227: 116613. (JCR Q1, IF: 4.419, 学部主流期刊)

Dong Sha, Baofeng Pan, Yiren Sun. Investigation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coal-based synthetic natural gas slag
(CSNGS) geopolymer.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259: 119793. (JCR Q1, IF: 4.419, 学部主流期刊)

参与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

授权发明专利2项



3.3 论文成果汇总

 2年内他引58次，单篇SCI最高他引18次

在研究领域内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发表SCI期刊论文22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10篇，

第二作者9篇，JCR一区论文17篇，学部主流期刊14篇，

ASCE期刊论文4篇；发表中文核心论文2篇。

另有已录用SCI论文5篇，一作及通讯4篇，二作1篇

研究成果被长安大学校长沙爱民教授、同济大学肖飞鹏教

授等团队多次正面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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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励及其它

学术兼职

国际交流

奖励

 第三作者.ASCE国际长期路面性能数据分析竞赛-挑战赛，一等奖

 第一作者.大连市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担任13种SCI/EI期刊审稿人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WTC）技术委员会委员

 智利国家科技基金项目国际评审人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会员

 出席学术会议5次，口头报告3次

 10th ICPT  2017年香港

 第六届道路与机场工程研究青年论坛，

2017 南京

 第五届CEW  2018年 长沙
17/19



四、奖励及其它

学科建设

专利
 授权发明专利2项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2项，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作为骨干教师参与工程教育认证，负责自评报告的主要章节撰
写，问卷设计及数据分析
 作为骨干教师参与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申报
 作为骨干教师参与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长期担任本科生、研究生各类答辩秘书

 担任道路工程研究所研究生协调人，负责所内研究生活动联系、
组织与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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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持续参与金课建设，落实思政教育进专业课堂
 结合“交通强国”国家战略需求，发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继续加强校企项目合作，推进成果落地，扩大学科行业影响力



五、总结

请评委老师批评指正！

学术论文

发表SCI期刊论文 22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10篇，第二作

者9篇，JCR一区论文17篇，学部主流期刊14篇，ASCE期刊论文4

篇；发表中文核心论文2篇。

另有已录用SCI论文5篇，一作及通讯4篇，二作1篇

科研项目

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

负责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科研启动项目1项

负责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项目1项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

科研奖励
第三作者. ASCE国际长期路面性能数据分析竞赛-挑战类，一等奖

第一作者.大连市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教学育人

本科生课程2门，获校级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三等奖

本科毕业设计12人，校优秀毕业设计1人，研究生4人

担任土交班级导师，获优良学风班等奖项

指导认识实习1次

参与国家级及校级教改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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