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随着外加剂企业不断的创新与规模化发展，不少企业纷纷计划建立院

士工作站，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合作，联合院士及其团队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新技术、新产品，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打造企业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 

根据近期会员单位的咨询情况，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整理了

部分与外加剂行业相关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供建院士工作站的企业参考，助力

培育中国混凝土外加剂行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和品牌。 

 

院士简介 

 
缪昌文，1957年 8月生，江苏姜堰人，男，汉族，建筑材料专家。中共党员。

198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现任东南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先进土木工程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主席，

中国建材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曾任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

首席科学家，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 

长期从事土木工程材料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应用研究，三十多年来一直活跃

在我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第一线。他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973”项目、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30余项，在混凝土基础理论的研究、重

大基础设施工程服役寿命及耐久性能提升技术的研究、多功能土木工程材料的研

发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并成功通过了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检验，为我国工程

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省部级科技进

步一等奖 6项，国家发明专利 83 项，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 200余篇，其中

SCI、EI或 ISTP收录 150多篇，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江苏省十大杰出专利发明人、江苏省首届创新创业人

才奖、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留学回国先进个人、南京市科技功臣等荣誉。 

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简介 

 

张联盟（1955.01.23-），功能梯度复合材料专家，湖北天门人。1997年获

日本东北大学材料物性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科首席教授、

特种功能材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硅酸盐学会副理事长、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材料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国防科技学部委员、国际

梯度材料顾问委员会（IAC-FGM）委员等。 

长期致力于梯度材料的功能创新与设计、制备技术创新与工程化应用，持续

研发出具有热应力缓和功能、准等熵加载功能、能量传递与调控功能以及原位防/

隔热功能等的梯度材料新结构、新技术，应用于多个国防与民用重要领域。以第

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项、省部级科技一等

奖 4项；发表 SCI收录论文近 260 篇，编、译著 6部，授权发明专利 50余项；被

授予国家教学名师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岳清瑞，工程结构专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198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 年毕业于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获工学硕士学

位，2011 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现任中冶建

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工程师，兼任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

国家工业建筑诊断与改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等。 

长期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诊治及碳纤维土木工程应用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主

持 17项相关国家科技项目课题；研究成果解决了武钢、宝钢、人民大会堂、历史

博物馆、京广高速等工业建筑、重大历史建筑、公共建筑及基础设施的结构诊治

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并构建了我国较完善的工业建筑诊治及纤维复材土木工程应

用标准体系，是我国结构诊治及碳纤维土木工程应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发表论

文 139篇，出版专著 3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3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

奖一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特等奖 3项、一等奖 4项。 

201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简介 

 

姜德生，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1 年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2年湖北省授予“五

一”劳动奖章。现兼任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光纤传感技术委员会和产业联盟主席，

中国材料研究会理事，国际光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光学学会会员。20多年来，姜教

授一直从事光纤传感新技术的研究，经过学科交叉与技术集成研究与开发出一系

列创新性成果。特别是在光纤传感敏感材料制备、光纤传感器的精密加工、工业

化生产关键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取得突破，建成了国内光纤传感技术领域唯一国家

工程实验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光纤传感技术的产业化；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生产技术与装备；为我国众多行业和重大工

程及军工提供了急需的新一代传感技术。他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和省部科技项目

2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 1 项，省部一等奖 3项、二等奖 3项。姜教授 2000 年创建理工光科股份有

限公司，为我国桥梁交通、火灾探测、石油石化等领域重大工程的安全监测提供

光纤传感检测系统，该公司现已成为国内光纤传感领域唯一上市公司。 

200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济（1962.02.10-），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吉林九台人。1991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电子学

会元件分会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信息功能陶瓷材料与元器件的研究。发明了高性能低温烧结软磁铁

氧体和新一代低温共烧陶瓷（LTCC）介质材料，解决了无源电子元器件片式化和

集成化的若干关键技术难题，为国内片式电感器和无源集成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做

出了贡献；提出了通过超材料与常规材料融合构筑新型功能材料的思想，在此基

础上率先发展出非金属基超常电磁介质等一系列新材料。发表学术论文 369篇，

出版学术专著 1部，授权发明专利 41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各 1项。 

201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简介 

 

陈湘生（1956.06.01-），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湖南湘潭人。先后就读或

访学于淮南矿院（现安徽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剑桥大学。现

任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技术委员会主任（党委委员）；曾任煤炭科

学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和北京建井研究所所长、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中国制冷学会常务理事等。 

长期从事地下工程控制地层变形技术的研发工作。建立了人工冻土物理力学

基本体系；构建了深井冻结壁和冻结管变形极限双控的时空设计理论体系和公式，

解决了防控冻结管断裂淹水难题；研制了首套离心机土壤冻-融循环模拟装置并提

出了抑制冻-融的实用技术；研发了水平冻结技术，为地下工程中防控突水涌砂提

供了金钥匙。创建了地铁隧道下穿建筑物的“掘-测-智-控”群泵注浆矫正建筑物

的控制变形技术；带领研发了跨地铁运营隧道的地下空间施工“加固-跳挖-反压-

隔离-精测”的控制地层变形组合技术，将运营隧道规范控制限值降到 3米以内，

释放了地铁安保区原来无法利用的大量土地资源。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次。出版

专著 8部、国内外正式刊出论文 90余篇。 

201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欧进萍（1959.3.8- ）结构监测、控制与防灾减灾工程专家。湖南省宁远县

人。1987 年毕业于原哈尔滨建筑大学（现合并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

长、国际结构控制与监测学会（IASCM）执行理事、国际智能基础设施结构健康监

测学会（ISHMII）副理事长。 

建立了结构模糊随机振动基本理论，发展了结构抗风和抗震动力可靠性分析

方法，提出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震损伤分析和设计方法；研制出多种结构耗能减

振装置和振动控制系统，建立了结构减振控制分析和设计方法；研制出多种监测

传感器及其嵌入式感知部品，发展了结构全寿命安全多级评定方法，建立了结构

健康监测系统设计方法；发展了海洋平台结构安全评定与维修决策理论及其应用

软件系统，提出了深海浮式平台锚泊截断混合模型试验方法和一种深海多立柱浮

式平台结构。 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出版著作 4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项、国家发明专利 10余项，主持编制相关规范 2

部。 

2003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简介 

 

聂建国，1958年 8月 4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男，汉族，结构工程专家。

中共党员。1982年 1月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 12月毕

业于郑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获硕士学位，1985年 1 月至 1989年 1月在郑州

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任教，1992 年 1月毕业于南斯拉夫铁托格勒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获博士学位，1994年 11月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后出站并留校任教至

今。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未来城镇与基础设施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安全与耐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

学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建筑结构学报》主编、南昌大学

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中

国建筑学会建筑结构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副理事长、中国

公路学会桥梁和结构工程分会副理事长等。 

长期从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研究与推广应用工作，研发了一系列组合结

构新形式和新技术，发展了组合结构设计计算理论和设计方法，拓宽了组合结构

的工程应用领域，为实现组合结构体系层面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成果被多部

国家及行业标准采纳并获得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项。获中国钢结

构协会首届钢结构杰出人才奖、第九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全国优秀博士后、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等荣

誉。 

2013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加平，1956年 11月 5日生于陕西省大荔县，男，汉族，工学博士，绿色

建筑专家。中共党员。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1998年 6月博士研

究生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现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西部绿色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绿色建筑环境与节能技

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建筑物理分会理事长。 

长期从事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领域的基础研究、教学和应用推广工作。主持

和完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数十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在西部绿

色建筑和太阳能富集区超低能耗建筑的设计原理与方法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作

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教育部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项，世界人居奖优秀奖 2项，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8部，发表论文近两百篇。

曾荣获 2001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度全国模范教师、2009年度国

家创新研究群体《西部建筑环境与能耗控制》学术带头人、2012年度何梁何利奖、



院士简介 

2017年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首届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等荣誉。 

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肖绪文，1953年 4月 13日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男，汉族，建筑施工技术

专家。中共党员。197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在同济大学进修 MBA。

曾任中建八局设计院院长、中建八局总工、中建总公司科技部总经理。现任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工程

技术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施工分会专家委主任、

常务副会长。 

长期从事施工技术，扎根一线，从施工队工长、技术员做起，设计、施工经

验丰富，在超大平面混凝土等复杂结构施工、预应力钢结构施工、绿色施工和绿

色建造等领域造诣深厚。主持和参与了百余项工程的设计施工，多项工程获鲁班

奖和詹天佑奖。其中，山东省农行大厦为当时境内最高的混凝土结构和最大的设

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山东潍坊富华娱乐中心为当时国内功能最为齐全的旅游娱乐

项目，广州机场航站楼为当时国内最大航站楼，郑州会展中心为当时清水混凝土

规模最大的工程。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5项，主副

编国家和行业标准 6部，主编和出版专业技术书籍十余部，其中主编的《建筑施

工手册》被誉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十部著作”之一。 

2013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皆连，路桥工程专家。1941 年 7月 17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1965

年 8月毕业于重庆交通学院。教授级高工，中国公路学会桥梁与结构工程分会顾

问，广西科协主席。 

1968 年首创我国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新工艺，解决了不立拱架修建拱桥的难

题。1976 年主持设计了广西第一座无支架施工钢筋砼箱拱桥，十多年中修建此类

大桥 40多座，占当时广西公路大桥总数 70％。1992年任邕宁邕江大桥钢骨钢筋

砼拱桥设计与施工技术研究课题组组长和大桥专家组组长，建成了当时世界最大

跨径的钢筋砼肋拱桥，他提出的千斤顶斜拉扣挂悬拼架设拱骨架技术和连续浇注

拱肋外包砼技术，国内首创，广泛推广。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各一

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多项。获国家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及首届国务院特贴。 

1999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简介 

 

梁文灏，1941年 9月 18日出生于上海，男，汉族，上海市人，隧道及地下

工程专家，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铁道建筑专业。曾任中铁第一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铁道建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委员会理事。现任轨道交通工程信息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梁文灏院士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十多年来，始终工作在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

建设的第一线，曾主持候月铁路、西康铁路、青藏铁路等几十条干线铁路隧道工

程勘察设计工作，并在公路、水利和地铁隧道领域完成了一批大型复杂工程的规

划、方案研究和设计工作。在我国复杂山区越岭长大隧道以及高原高寒、湿陷性

黄土、风沙等特殊地质条件隧道修建及 TBM施工技术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主持设计的西康铁路秦岭特长隧道（长 18.4km），首创我国隧道 TBM施工新

技术，形成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铁路隧道修建史多项空白。TBM技术成果在南

疆线中天山隧道（长 22.4km）、兰渝铁路西秦岭隧道（长 28.2km）等工程取得广

泛应用，并通过重庆地铁 6号线首次实现了 TBM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成功

应用。 

主持设计的兰武二线乌鞘岭隧道（长 20.5km），成功穿越 4条区域性大断层

及岭脊达 7km的宽大“挤压构造带”，实现我国铁路隧道首次突破 20km。主持设

计的包头至茂名高速公路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长 18km），建设规模居世界第一。

主持确定了青藏铁路西格段新关角隧道(长 32.6km)，引汉济渭秦岭输水隧洞（长

81.7km）设计方案，不断突破我国复杂山岭隧道长度纪录。 

主持了宝兰铁路、宝中铁路、神延铁路黄土隧道，神朔铁路浅埋沙隧道，青

藏铁路格拉段高原冻土区风火山隧道、昆仑山隧道等特殊地质条件隧道工程的勘

察设计工作，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对完善我国隧道修建技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的

支撑。 

曾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委员会多届理事，获的第六届詹天

佑成就奖。主持勘察设计的秦岭特长铁路隧道获第三届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和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获全国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简介 

 

周绪红，1956年 9月 11日出生于湖南，男，汉族，湖南南县人，结构工程

专家。中共党员。1982年、1986 年和 199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相继获得

工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莱斯大学、密歇根大学、

耶鲁大学短期培训。曾任重庆大学校长、兰州大学校长、长安大学校长。现任重

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钢结构协会荣誉会长；国家钢结构工程技

术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

教育部科技委国际合作学部主任；住建部建筑结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6年获评英国皇家结构工程师学会 Fellow和英国皇家特许结构工程师。 

长期从事结构工程学科钢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等方向的科研与教学工

作，在钢结构、组合结构及新型结构体系的理论研究、工程应用与产业化发展方

面取得了创新成果。采用半能量法求解薄板及板组的屈曲与屈曲后承载力问题，

提出了考虑板组效应影响的卷边板件有效宽度设计方法，完善了冷弯型钢构件、

板件、墙体与楼盖的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研发了横孔连锁空心砌块墙体与新型

叠合楼板，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研发了在钢管约束型钢混凝土

结构，提出了钢管约束混凝土柱的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3项、省部级一等奖 8项、国家发明专利 40余项；主编或参编国家与行业标准

8本；主编国家和省级工法 12本；出版专著 2部、教材 9 部，发表论文 350余篇。 

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