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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玲 应聘材料公示

一、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

徐建玲 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是环境科学专业。学

术团队研究方向环境灾害风险与生态安全学科团队。本人侧重环境规划管理与碳中和技术，

即环境风险管理防控，污染修复与废物资源化、黑土地健康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等方面方

面，特别是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面源污染生物治理上取得了突出业绩。采用理论和实

践、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以期解决实际环保问题。基于环境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理论

与应用研究。从政策、法规，生态文明建设上等源头控制环境的污染。环境评价及场地修复

研究，建立环境风险评价方法体系和环境污染修复技术体系，同时开展场地修复研究示范。

在“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划与风险管理防控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未来无论在人才培养

还是科学研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主要学术兼职

（1）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与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2021）；

（2）中国农学会农业资源与环境分会常务委员（2022年）；

（3）吉林省地理环境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21年）。

（4）吉林检测技术学会理事（2020年）

（5）吉林省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专家（2021年）；

（6）吉林省生态及农村环保专家（2011年）；

（7）吉林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专家；

（8）环保部清洁生产审核专家；

（9）中国环境规划委员会委员；

（10）中国环境科学环境地学分会委员。

三、主要科研和教学成果（近五年）

1.主要学术论文

论文名称，发表刊物，期号，时间，本人排序

（1）Preparation of straw activated carb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A

review,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283(124671), 1-19.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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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ffect of Addition of Biogas Slurry for Anaerobic Fermentation of Deer Manure on

Biogas Production, Energy, 2018, 165, 411-418.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Preparation of straw biochar and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ed wetland in China: A review,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73(123131), 1-20.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Purification mechanism of sewage from constructed wetlands with zeolite substrates: A

review,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95(126455), 1-16.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Physicochemical modification of corn straw biochar to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its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ed wetland substrate to treat city tail water, Energy, 2019, 173, 263-277.第

四作者，通讯作者

（6）Clogging mechanisms of constructed wetland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8(112374), 1-17.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7）Preparation of ceramsite from municipal sludg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ater treatment: A

review,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92(112813) , 1-13.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8）Study on clogging mechanisms of constructed wetl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stewate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change under different substrate conditions, J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2(310)114758, 1-14.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9）A review on bio-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2018(1)1-12.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主要科（教）研项目

项目名称，项目来源，经费总额，起止时间，本人身份

（1）黑土地环境质量健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中国科学院 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子课题，418.33万元，2021.09-2026.08，负责人；

（2）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及应用,长春市科技局,100万元, 2016.07-2019.06， 负

责人；

（3）农村农业废弃物综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吉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

（重大）,43万元,2020.01-2022.12， 负责人；

（4）基于生态理念的地表水质净化与资源化利用模式研究,吉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重

点），20万元,2019.01-2021.12， 负责人；

（5）地表污染水体的生物治理技术应用研究,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20万

元,2020.07-2021.12，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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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双碳”目标下环境类课程在线教育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吉林省教育规划课题

（重点），2021-2023，负责人。

3.著作教材

专著、教材名称，出版单位，出版年度，本人身份

（1）《湿地土壤中多环芳烃和重金属的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专著），科学出

版社，2017年，第一位；

（2）《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教材），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三位，

副主编；

4.科研教学获奖

奖励名称，奖励部门，本人排序

（1）2020年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排序

第 1；

（2）2022年吉林省高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吉林省人民政府，排序第 1；

（3）2021年“寒区城市地表水污染生态修复技术创新与应用”获高等学校科技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排序第 1；

（4）2018 年度“寒区城市生活垃圾综合资源化利用技术创新与应用”获得中国商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国商业联合会，排序第 1；

（5）2018年“环境类课程培养大学生创新素养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教学成果奖三

等奖，吉林省人民政府，排序第 1。

（6）2019年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第二层次）, 吉林省人民政府,2019,个人奖

（7）2019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科委、吉林省科技

厅、中科院长春分院,个人奖

（8）2019年吉林省最美奋斗者,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科委、吉林省科技厅、

中科院长春分院,个人奖

5.部分发明专利等实用成果

成果名称，专利号/权利号（登记号），本人排序

（1）一种玉米秸秆制备人工湿地基质的方法（ZL201710659936.9），排序第 1；

（2）一种垂直流人工湿地沼气利用系统（ZL 201710751314.9）,排序第 1；

（3）一种秸秆制备活性炭的连续炭化炉（ZL 201710660088.3）,排序第 1；

（4）一种人工湿地可再生基质块结构及制作使用方法（ZL 201710545137.9）,排序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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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种降解农田土壤中乙草胺的方法(ZL 201811135355.6),排序第 1；

（6）一种沼液高效提纯与综合利用的方法(ZL 201610505931.6),排序第 1；

（7）一种地表水体富营养化高效净化的生态浮床（ZL201610465940.7），排序第 1；

（8）一种水平流人工湿地系统及生活污水处理方法（ZL201710645121.5），排序第 1；

（9）一种人工湿地高效净化系统(ZL201610873243.5) ，排序第 1；

（10）一种防堵塞人工湿地系统（ZL201610838419.3），排序第 1.

四、推动学院（部）学科建设的思路和目标

学科建设目标：

目前，所获国家一流课、省级教学成果奖、部级科研成果奖等在环境科学专业、生态学

专业、环境工程专业评为国家级一流专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后，继续加强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科、环境科学国家一流专业的建设，提高学科水平，更为生态学、环境工程国家一流专

业建设添砖加瓦，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为使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不懈的

努力。

思路及措施：

（1）教学方面。整合学术资源，创新教学手段，继续关注教学改革和教学基本建设，

注重信息技术及教学融合、网络教学创新应用、翻转课堂、在线课程建设及应用等，不断出

新成果，积极参加环境类教师教学评价及指导等。特别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积极推进双一流课程建设任务的完成。加强课程和教材建设以及教学团队建设，不断创新实

践，在提升环境科学人才培养乃至社会公众生态文明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科研方面。面向学术与学科前沿，围绕着本学科方向积极申请各类科研项目，发

表高水平论文，推进成果转化，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盈，同时关注有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课题。将团队成员的研究方向和兴趣结合起来，为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3）社会、人才培养等方面。引领正确思维导向，注重教师学生人才培养，积极献言

献策，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在青年教师及学生成长方面发挥作用。在社会上积极参加黑土

地健康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等咨询工作，为未来社会“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