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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闫长旺，男，1978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力学），硕士生导师，国家公派留

学人员，现任职于矿业学院采矿工程系，从事矿物固废建材化方向的研究工作。 

二、招生信息 

    [1] 招生专业：资源与环境（采矿工程）、地下工程与地质技术 

    [2] 研究方向：矿物固废建材资源化（填充材料、岩体锚固材料、支护材料、混凝土） 

[3] 研究生培养情况：已毕业硕士研究生 17 人，其中 9 人继续读博。 

在读博士研究生 1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13 人。 

三、教育背景 

[1] 1997 年 9 月- 2001 年 7 月， 内蒙古工业大学 给水排水工程，学士 

[2] 2003 年 9 月- 2006 年 7 月，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硕士 

[3] 2006 年 9 月- 2009 年 12 月，大连理工大学 结构工程，      博士 

四、学术兼职、人才工程或专家称谓 

[1]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 

[2]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技英才”。 

五、发表论文（近三年，代表作 5 篇） 

[1] Zhao Jianjun(研究生), Yan Changwang, Liu Shuguang, etal. Hysteretic model of 

reinforced concrete (RC) bridge columns in saline soi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20.  

[2] Zhao Jianjun(研究生), Yan Changwang, Liu Shuguang, etal. Effect of solid waste 

ceramic on uniaxial tensile properties and thin plate bending properties of polyvinyl 

alcohol engineered cementitious composit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68, 

122329. 

[3] Yan Changwang, Zhao Jianjun(研究生), Liu Shuguang, etal. Seismic yield Strength of 

reinforced concrete (RC) bridge piers in a saline soil environment. ASCE Journal of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ed Facilities, 2020, 34(2): 04019114. 

[4] Yan Changwang, Zhao Hongwei( 研究生 ), Zhang Ju, etal. The cementitious 

composites using calcium silicate slag as partial ce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56: 120514. 

[5] Yang Deqiang(研究生), Yan Changwang, Liu Shuguang, etal. Splitting tensile strength 



of concrete corroded by saline soil. ACI Materials Journal, 2020, 117(1): 15-23. 

六、出版专著或教材 

[1] 王玉清, 刘曙光, 闫长旺. PVA 纤维水泥基复合材料长期性能.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2] 闫长旺, 刘曙光. 碳纤维布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失效分析与承载力计算.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3] 刘曙光, 闫长旺. PVA 纤维水泥基复合材料性能与抗冻、抗盐腐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七、授权发明专利 

[1] 闫长旺, 景浩, 刘曙光. 滑梁式低周反复试验装置及操作方法. ZL201810573169.4 

[2] 张菊, 闫长旺, 刘曙光. 车辆对桥面现浇混凝土影响的模拟实验装置及其实验方法. 

ZL201710219890.9 

[3] 张菊, 闫长旺, 刘曙光, 张响. 一种环保型抗冻 PVA 纤维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ZL201710397629.8 

[4] 张菊, 闫长旺, 刘曙光, 赵建军. 一种桥面组合结构施工一体机. ZL201710434799.9 

[5] 刘曙光, 白茹, 闫长旺, 张菊. 含有减震层、刚性层、防水耐磨层的组合钢桥面结构

及施工方法. ZL201711068106.5. 

八、科研项目 

[1]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产业创新团队：“矿物固废制备低热混凝土研究与实

践创新人才团队”，起止时间：2020.01～2022.12；（在研） 

[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硅钙渣混凝土温升调控机理研究”，项目编号：

51768052，起止时间：2018.01～2021.12；（在研） 

[3] 主持，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硅钙渣混凝土低热低温性能与调控设计”，项

目编号：2019LH05021，起止时间：2019.01～2021.12；（在研） 

[4]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部盐渍土地区混凝土桥墩柱抗震性能腐蚀劣化

机理的研究”，项目编号：51368040，起止时间：2014.01～2017.12；（结题） 

[5]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置十字形钢骨的超高强混凝土框架节点地震损

伤机理的研究”，项目编号：51168034，起止时间：2012.01～2015.12；（结题） 

九、获奖 

[1]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超高层建筑钢骨高强混凝土结构体系抗震关键

技术及其应用”。 

[2] 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创新人才奖。 

[3] 2019 年度，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高复杂区域环境下基坑工程柔性支护新

技术及其应用”。 



[4] 2014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高性能碳纤维材料快速加固混凝

土梁式桥理论研究及工程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