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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树良老师的个人信息

 

姓 名 程树良 职 务 教师

出生年月 1975.2 民 族 汉

学 位 博士 学 历

导师身份 副教授，硕士导师 教 师 I D 130121

单位电话 +86-335-8074576

毕业院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通信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西段438号

电子信箱 slcheng@ysu.edu.cn

教学信息

主讲《材料力学》、《建筑力学》、《计算机应用软件》、《模态分析》
 

 

科研方向及科研信息

科研方向一：建筑结构抗震减震、防震减灾
 

科研方向二：多孔金属复合结构、轻质吸能减震材料、复合结构
 

 

一、科研项目：
 

智能隔震和换能控制研究，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7-2009
 

新型钢铅组合耗能器的优化和减震效果研究，河北省建设厅科技项目，2009-2011
 

隔板式钢铅组合耗能器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河北省自然基金项目，2013-2015
 

 

二、发表论文
 

[1] Cheng SL, Zhao XY, Xin YJ, Du Shunyu, Li Huijian. Quasi-static localized 
 

indentation tests on integrated sandwich panel of aluminum foam and epoxy resin. 
 

Composite Structure, 2015: 129(10):157-164. (SCI、EI检索)
 

[2] Cheng shuliang, Xiao bo, Zhao xuya, Xin yajun. Compression tests on aluminum 
 

honeycomb and epoxy resin sandwich panels. Emerging Materials Research, 2015: 4
 

(8):1-7. (SCI、EI检索)
 

[3] 程树良，杜顺禹，辛亚军，郑久建，李慧剑. 四种不同约束形式隔板式铅耗能器的试验研
 

究，实验力学，2015,30(6)：723-730
 

[4] 程树良，严雪松，杜顺禹，辛亚军，李慧剑. 蜂窝铝-铅复合阻尼器的试验研究，实验力
 

学，2016,31(2)：209-216
 

[5] 程树良，刘心洁，辛亚军，颜学渊，王焕定. 工字型钢铅组合耗能器减震体系的优化设计
 

研究，工程力学，2013.30(9)：166-172. （EI检索）
 

[6] 程树良，辛亚军，王焕定. 隔震换能减震控制系统实用设计方法研究，世界地震工程，
 

2012:28(3)：56-61
 

[7] 程树良，辛亚军，郑久建，王艳武. 建筑结构隔震换能和AMD混合控制研究，建筑科学，
 

2012:28(1)：13-15
 

[8] Cheng shuliang, Xin yajun, Wang huanding.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n vibration control of base-isolation with energy transducer,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9,16(2)：165-171
 

[9] 辛亚军, 李慧剑, 赵旭亚, 程树良，余为. 环氧树脂/泡沫铝一体型复合夹芯板压缩及弯曲
 

试验研究. 实验力学, 2015 30(4):421-428. (1B，核心期刊)
 

[10] 辛亚军, 肖博, 赵旭亚, 程树良, 李慧剑. 蜂窝铝夹芯板准静态局压试验研究. 机械强
 

度, 2016, 38(4) (1B，核心期刊)
 

[11] 辛亚军, 肖博, 程树良, 李慧剑. 泡沫铝夹芯梁四点弯曲性能试验研究. 实验力学, 
 

2016, 31(5 ) (1B，核心期刊).
 

[12] 辛亚军, 肖博, 程树良, 李慧剑. 开孔泡沫铝-环氧树脂复合夹芯板局压性能试验研究. 
 

复合材料学报, 2016, 31(8 ) (1A，EI检索).
 

[13] 辛亚军，程树良，王焕定.一种钢铅组合耗能器的滞回模型和减震效果研究. 工程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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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7（10）：74-80（EI检索）
 

 

三、发明专利
 

[1] 程树良, 辛亚军, 李慧剑. 一种蜂窝铝/铅复合耗能器: 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 2014 
 

10325497.4，2016.8.24
 

[2] 辛亚军, 李慧剑, 程树良. 聚合物/泡沫铝一体型复合夹芯板: 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 
 

201410122322，2015, 11.18.
 

[3] 辛亚军, 程树良，王焕定.剪切挤压复合型铅阻尼器: 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 
 

201019110007.8，2011, 7.27
 

 

四、参加学术会议
 

[1] Cheng shuliang, Xin yajun. Wang yanwu. Semi-active control of base isolation 
 

with energy transition control device,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1.1:85-89
 

[2] Cheng shulaing, Xinyaju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section combined steel 
 

lead damper, MACE2010, 2010.6
 

[3] 程树良, 辛亚军, 赵旭亚, 李慧剑. 环氧树脂/泡沫铝一体型复合夹芯板压缩及弯曲试验
 

研究.中国力学大会-2015，2011.08.15, 中国, 上海. 
 

[4] Yajun Xin, Xuya Zhao, Huijian Li, Rui Tie, Shuliang Cheng. Experimental Study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andwich Panel of Mesh Aluminum Foam and Epoxy Resin. 
 

Advances in Materials, Environment and Applied Technologies III, 2015.03.28, China, 
 

Wuhan.
 

 

五、毕业生去向
 

秦皇岛市玻璃工业设计院，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碧桂园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南大学 等
 

工作学习简历

1994-1998 东北石油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本科
 

1999-2005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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