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蛟简历 

学院（部）：环境学院 姓名：曲蛟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6.08 

一、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1995.09-1999.07    吉林大学    环境化学   理学学士 

2004.09-2007.07  东北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理学硕士 

2008.09-2011.12  东北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2013.12-2016.08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博士后 

1999.09-2015.03    渤海大学    环境科学   助教、讲师、副教授、 

科技处副处长 

2015.03-今       东北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教授 

二、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 

研究方向为环境化学，在污染物环境介质中迁移、转化及去除研

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技术、废弃维管束植物资源化

方法及水中污染物去除机理等方面的系列研究工作。 

三、主要学术兼职 

水资源保护，编委；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Water Res.、J. 

Hazard. Mat.、Chemosphere、ACS Nano、Carbon、Environ. Pollut.

等刊物审稿人。 

四、聘期内教学工作 

1.讲授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及授课对象： 

本科生课程：环境化学（专业基础课）、分析化学（专业基础课） 

研究生课程：高等环境化学（专业基础课）、现代环境分析技术（专业基础

课）、环境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专业基础课）、有机污染与控制化学（专业基础

课） 



2.年均教学工作量：50（学时） 

3.指导研究生情况： 

硕士生：5（名） 

博士生：2（名） 

4.指导学生取得的突出成绩 

2015 级研究生刘海洋，校长奖学金，优秀毕业生；2015级研究生贾秉鑫，

优秀毕业生；2013 级本科生马玉佩，优秀毕业生；2010级研究生罗春秋，国家

奖学金；2012级研究生张倩，优秀毕业生；2014级研究生冯跃，优秀研究生奖

学金。指导的研究生共发表 SCI论文 10篇，其中超学科平均影响因子 7篇。指

导本科科研立项 2项（其中国创项目 1项）。 

五、聘期内取得的主要科研教学成果（2013年 6月-至今，按时间排序） 

1.学术论文 

（1）A cost-effective method for recycling carbon and metals in plants: synthesizing 

nanomaterials. Environmental Science-Nano, 2017, 4(2): 461-469. (SCI IF = 

5.896/2.081) 

（2）Comparative study of carbon materials synthesized “greenly” for 2-CP removal.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 29167. (SCI IF = 5.228/2.993) 

（ 3 ） Recycling of hyper-accumulator: Synthesis of ZnO nanoparticles and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for dichlorophenol.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6, 680: 500-505. (SCI IF = 3.014/1.156) 

（4）A new insight of recycling of spent Zn-Mn alkaline batteries: synthesis of 

ZnxMn1-xO nanoparticles and solar light driven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bisphenol A using them.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5, 622: 703-707. (SCI 

IF = 2.726/0.987) 

（5）Adsorption and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bisphenol A by the low cost carbon 

nanotubes synthesized using fallen leaves of poplar. RSC Advances, 2103, 3(3): 

961-965. (SCI IF = 3.708/3.327) 

（6）Synthesis of hybrid carbon nanotubes using Brassica juncea L. application to 

photodegradation of Bisphenol 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3, 20(6):3688-3695.（SCI IF = 2.757/2.135）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4916f89a36081d45%29%20%E3%80%8AScientific%20Reports%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7）Synthesis of carbon nanospheres using fallen willow leaves and adsorption of 

Rhodamine B and heavy metals by them.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4, 22(2):1408-1419.（SCI IF = 2.828/1.972） 

（8）Recycling of the hyperaccumulator Brassica juncea L.: synthesis of carbon 

nanotube-Cu/ZnO nanocomposites. Journal of Material Cycles and Waste 

Management. 2014, 16(1): 162-166.（SCI IF =0.95/1.972） 

（9）Synthesis of nano materials from Physalis alkekengi L. and removal of bisphenol 

A in water by them.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4, 140 (2): 04013006.

（SCI IF = 1.267/1.954） 

（10）Easy synthesis of graphene sheets from alfalfa plants by treatment of nitric acid.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2013, 178 (6): 380-382.（SCI IF = 2.122/2.275） 

2.科（教）研项目 

（1）基于重金属超累积植物的纳米光催化剂结构调控及其性能研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B类，84万，2015-2018，主持。 

（2）基于废弃维管束植物的碳纳米材料制备及结构调控，吉林省科技厅，C类，

13万，2017-2019，主持。 

（3）基于植物废弃物的碳纳米材料制备机理研究，吉林省教育厅，D类，3万，

2017-2018，主持。 

（4）基于重金属超累积植物的纳米材料制备方法及光催化性能，辽宁省科技厅，

C类，6 万，2013-2015，主持。 

（5）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教育厅，C类，8万，2013-2015，

主持。 

3.著作教材 

（1）环境健康与生态安全导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1，合著第一位。 

（2）环境影响评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合著第三位。 

4.科研教学获奖 

（1）杨家幛子钼矿区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状况的评价，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二等

奖，辽宁省科技厅，2008，1. 

（2）乘用车内空气中甲醛的污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三等

奖，辽宁省科技厅，2008，1. 

http://europepmc.org/search;jsessionid=CD060E29360A1ED0A962DDAB587F80D9?query=JOURNAL:%22Environ+Sci+Pollut+Res+Int%22&page=1
http://europepmc.org/search;jsessionid=CD060E29360A1ED0A962DDAB587F80D9?query=JOURNAL:%22Environ+Sci+Pollut+Res+Int%22&page=1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0163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0163
http://kjgl.nenu.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52af906d5c196ca5015cc433bd340ccb
http://kjgl.nenu.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52af906d5acb948d015b606f6f4a07f4


5.专利等实用成果 

成果名称，授权国，专利号/权利号（登记号），本人排序 

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组，中国,CN201220666209.8，3. 

一种促进层流向紊流发展的预制件，中国，ZL201620260682.4，6. 

一种湿地净化系统的人工基质载体，中国，ZL201620260053.1，6. 

六、 主要工作业绩及对所应聘学科发展的建设思路与构想 

1. 主要工作业绩 

近年来，本学科方向在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迁移、转化及去除研究的基础上，

注重学科交叉，开展了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技术、废弃维管束植物资源化方法及水

中污染物去除机理等方面的系列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实现了以废治污，为环

境化学学科提供了新的学科增长点，丰富了污染物环境行为的研究方法及污染物

去除的理论机制。 

2. 学科发展的建设思路与构想 

（1）引进高水平的青年学术骨干或博士毕业生 2-3人，其中至少一人研究

背景为大气污染化学（或控制）； 

（2）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结合，拓展研究领域，力争参与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1项及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基金项目 2-3项； 

（3）注重青年教师培养，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接收本学科专业

的外籍研究生 2-3人，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4）切合国家、学校及学院学科发展需要，凝练科研方向，积极参与学院

服务地方性平台建设，开发具有知识产权及市场应用前景的技术； 

（5）优化本学科教学团队及课程体系，保证教学质量，积极参与学院的各

级教学改革； 

（6）发表高水平 SCI论文 8-10篇。 

http://kjgl.nenu.edu.cn/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52af906d56fec831015709493d6b0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