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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出生日期

男性别

学历

会员编号

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

S030004735M

身份证号

民族

党派

1990/10/30

姓名 陈彦飞

博士毕业时间 2018-12-27

职称 预聘副教授

学科方向 固体力学 研究方向 高温固体力学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社会任职 无

是否近3年内回国且具有2年及
以上的海外经历

否 是否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往届
入选者

否

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华南理工大学1 2010/09/01 工程力学（创新班） 学士2014/07/01-

华南理工大学2 2014/09/01 固体力学 博士2018/12/27-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4/07/01 联合培养2018/12/01- 北京大学工学院

2 2019/01/02 博士后2021/01/22- 北京理工大学

3 2021/02/03 预聘副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

-

-

-

-

年月起止序号 职务工作单位

一、个人基本信息

chenyf@bit.edu.cn电子邮件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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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physically-based thermo-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for

braided CMCs-SiC at ultra-high
temperature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Accept论文

Chen Yanfei, Ai
Shigang, Wang Pan,
Fang Daining

Stress field and damage evolution in
C/SiC woven composites: Image-

base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in
situ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tests

2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2021,41(4):23

23-2334
论文

Ai Shigang, Song Weili,
Chen Yanfei

A constitutive model for elastoplastic-
damage coupling effect of

unidirectional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matrix composites

3
Composites Part A:
Applied Science and

Manufacturing

2020,130:105
736

论文

Chen Yanfei, Zhao
Yunong, Ai Shigang, He
Chunwang, Tao Yong,
Yang Yazheng, Fang
Daining

Yield and failure theory for
unidirectional polymer-matrix

composites
4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2019,164:612-
619

论文

Chen Yanfei, Zhao
Yunong, He Chunwang,
Ai Shigang, Lei
Hongshuai, Tang Liqun,
Fang Daining

卷期页码
/专利状态

期刊名称/专利号序号 论文题目/专利名称

四、代表性工作（8项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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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ing behavior of lightweight
C/SiC pyramidal lattice core sandwich

panels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020,171:105
409

论文

Zhang Lu, Chen Yanfei,
He Rujie, Bai Xuejian,
Zhang Keqiang, Ai
Shigang, Yang Yazheng,
Fang Daining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C/SiC
pyramidal lattice core sandwich panel

under in-plane compression
6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9,214:103-
113

论文

Chen Yanfei, Zhang Lu,
Zhao Yunong, He Rujie,
Ai Shigang, Tang Liqun,
Fang Daining

Assessment of thermal-mechanical
performance with structural efficiency

concept on design of lattice-core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7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8,143:200-

208
论文

Chen Yanfei, Tao Yong,
Xu Baosheng, Ai
Shigang, Fang Daining

基于相变材料的多层防隔热承载
一体化点阵热防护系统

8 2021109771230 受理专利
陈彦飞，胡励，陈俊
伟，王一光，方岱宁

青
年
人
才
托
举
工
程
项
目

20213061190001035544

-3-



（简要介绍候选人研究背景，研究方向与目标，重点介绍研究的创新性以及需要“托举”的需
求，如：专家智囊，学术交流机会等。简要说明推荐理由，以及候选人的亮点等，1000 字内）

        陈彦飞同志于2018年在华南理工大学获力学工学博士学位，导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岱宁
教授，2019-2021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力学流动站攻读博士后，现为北京理工大学预聘副教授，主
要从事热防护材料本构、失效机理以及热防护结构设计、热调控等研究。
       陶瓷基复合材料等热防护材料超高温环境下稳定的热物性及热化学性使得其在新一代高超
声速飞行器热防护领域中存在巨大的应用潜力。针对热防护材料高温非线性行为及结构设计中
的热力耦合等问题，陈彦飞同志开展了热防护材料与结构高温本构、失效判据、失效机理、高
保真模型重构方法、性能评估方法等方面研究，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4篇，其博士论
文入选广东力学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博士后期间获“北京理工大学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其
研究主要创新性为：
      （1）针对陶瓷基复合材料高温非线性行为及失效机理等问题，建立热力耦合本构关系，提
出修正的J-C模型，解决了热残余应力引起的热硬化效应问题，适用于所有温度范围；建立统
一的基体屈服、失效统一理论，模型简单、参数较少。相关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Composites Part A、Composites Part B等期刊上。
      （2）针对陶瓷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缺陷敏感性问题，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发展了U-Net神经
网络，可高效精准地识别出经纬纱，建立缺陷与基体网格空间映射关系，植入了精确的初始制
造缺陷。另外，建立了三维纤维网络重构方法，突破了长径比超过100的纤维三维网络体积分
数理论限制，相关工作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Composites Part A等期刊上。
      （3）针对传统组合式热防护结构中合金温度极限低以及热失配等问题，设计和制备了相变
材料填充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点阵新型热防护结构，发展了热力耦合算法，提出结构效率概念用
于评估点阵热防护结构热、力综合性能。相关成果发表在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Composite  Structur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等期刊上。
       其研究成果已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军委科技委基础加强
计划项目、航天基金项目等支持，并已申报1项发明专利。其研究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武器装备
，旨在解决超高温材料本构关系、失效准则等力学理论难题，发展高保真模型重构算法与热力
耦合算法，以及新型热防护结构设计与热力耦合性能评价方法。推动力学学科在高超飞行器热
防护结构设计、制造与评价的应用，其研究成果有望在高超声速飞行器、导弹等热防护结构上
得到应用，已得到航天五院、航天八院、航天一院等应用单位的项目支持。期待通过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支持其深入开展原创性探索并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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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奖推荐表附件材料

1、项目申报书（包括所有推荐人签字） （共1个附件）

   （1）项目申报书.pdf

2、个人照片（共1个附件）

   （1）证件照.jpg

3、博士证书（共2个附件）

   （1）博士毕业证书.pdf

   （2）博士学位证书.pdf

4、其他佐证材料（共13个附件）

   （1）论文1.pdf

   （2）论文2.pdf

   （3）论文3.pdf

   （4）论文4.pdf

   （5）论文5.pdf

   （6）论文6.pdf

   （7）论文7.pdf

   （8）专利.pdf

   （9）国基青年基金资助证明.pdf

   （10）北京市自然基金证明.pdf

   （11）博士后面上资助证明.pdf

   （12）广东省力学学会优秀博士论文证明.pdf

   （13）重大项目基金骨干参与证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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