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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 

舰船结构爆炸毁伤/抗爆防护结构设计  

舰船结构冲击响应 

复合材料/结构爆炸与冲击响应 

复合材料防护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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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 高技术船舶专项子题，大型邮轮异型及特殊结构设计研究，主持，

2019.1-2021.12，200 万； 

2. 海装预研项目，高等级防护**设计，主持，2017.1-2021.12，128 万； 

3. ***战斗部对舰船结构的毁伤效应分析，主持，2019.1-2020.12，55 万； 

4. 国防基础研究项目（B1420133057）， **力学响应、防护机理与结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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