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星简历  

学院（部）：环境学院 姓名： 袁星 性别： 女 出生年月：1956.10  

一、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1978.03-1982.01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 本科  

1985.09-1988.12 东北师大环境科学系 环境化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2002.04-2002.05 德国拜罗依特大学 短期访学   

1982.01-1986.10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助教  

1986.10-2000.12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 讲师 、副教授 

2000.12-现在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学院 教授 

二、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   

    环境污染化学，污染控制化学 

三、主要学术兼职   

    中国毒理学会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Chemosphere, RSC 

Advances, J. Hazard. M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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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化学，专业基础课，本科生 

环境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必修课，硕士研究生 

学科理论方法与专题研讨，必修课，博士研究生 

学科前沿专题研讨，必修课，博士研究生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选修课，博士研究生 

2.年均教学工作量： 359 （学时） 

3.指导研究生情况： 

硕士生：10 （名） 

博士生：10 （名） 

4.指导学生取得的突出成绩 

（1）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朱晓琳获东北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

项资金重点项目（2014），获国家奖学金、研究生科研一等奖、研究生优秀奖学



金（2014-2015）； 

（2）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鲁楠、秦洪伟分别获 2014 年和 2015 年吉林省优

秀博士论文，硕士研究生赵坤获 2015 年吉林省优秀硕士论文； 

（3）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杨雨昕、硕士研究生赵坤分别获校级优秀研究生

称号（2014）； 

（4）2013 年 6 月以来，指导的研究生共发表 SCI 论文 18 篇，其中超学

科平均影响因子 11 篇； 

（5）指导本科生科研立项 5 项（其中国创项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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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论文 

1. A miniaturized electrochemical toxicity biosensor based on graphene oxide 

quantum dots/carboxylated carbon nanotubes for assessment of priority pollutants,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324, 2017. 通讯作者 

2.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and toxicity evaluation of 2,4-dichlorophenol using poly 

(eosin Y)/hydroxylated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modified electrode,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通讯作者 

3. Comparative study of carbon materials synthesized "Greenly" for 2-CP removal,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通讯作者 

4. Recycling of hyper-accumulator: Synthesis of ZnO nanoparticles and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for dichlorophenol, J Alloy Compd., 680, 2016. 通讯作者 

5. The health impacts of dissolved iron impulse in drinking water resources after 

extreme precipitation, Basic Clin Pharmacol., 1, 2016. 通讯作者 

6. Variations of total dissolved iron and its impacts during an extreme spring flooding 

event in the Songhua River, J Geochem Explor., 166, 2016. 通讯作者 

7.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2,4,6-trichlorophenol and pentachlorophenol based 

on poly (Rhodamine B)/graphene oxide/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composite film 

modified electrode, Appl Surf Sci., 361, 2016. 通讯作者 

8. Voltammetric behavior of HeLa cells on a carbon nanotube/ionic liquid modified 

electrode for cytotoxicity evaluation of chlorophenols, Analytical Methods, 8, 2016. 

通讯作者 

9. Bi2WO6/TiO2/Pt nanojunction system: A UV–vis light responsive photocatalyst 

with high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Colloid Surface A. 481, 2015. 通讯作者 

10. Green synthesis of a bromocresol purple/graphene composit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lectrochemical determination of 2,4,6-trichlorophenol, Analytical Methods. 7, 2015. 

通讯作者 

11. Simulation and preparation of molecular imprinting system with atrazine as 

template, Chinese J Struc Chem., 4, 2015. 通讯作者 

12. In-situ electrochemical assessment of cytotoxicity of chlorophenols in MCF-7 and 

HeLa cells, Anal Biochem., 462, 2014. 通讯作者 



13. Synthesis of nanomaterials from physalis alkekengi L. and their removal of 

Bisphenol A in water, Jouran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40, 2014. 通讯作者 

14. Fabrication of Z-scheme plasmonic photocatalyst Ag@AgBr/g-C3N4 with 

enhanced visible-light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J Hazard Mater., 271, 2014. 通讯作者 

15. A novel electrochemical method to evaluate the cytotoxicity of heavy metals, J 

Hazard Mater., 271, 2014. 通讯作者 

16. Preparation and enhanced visible-light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silver deposited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plasmonic photocatalyst, Appl Catal B-Environ., 142-143, 

2013. 通讯作者 

17. Design of H3PW12O40/TiO2 nano-photocatalyst for efficient photocatalysis under 

simulated sunlight irradiation, Appl Surf Sci., 285P, 2013. 通讯作者 

18. A review on the removal of antibiotics by carbon nanotubes, Water Sci Technol., 

8(68), 2013. 通讯作者 

科（教）研项目 

1. 原位利用 MFCs 产电的新型光电催化体系构建及其废水处理的调控原理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B 级，85.0 万元，2015.1–2018.12，主持人 

2. 原位微量细胞电化学系统检测水中污染物毒性研究，国家基金委，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5.0 万元，2012.1-2015.12，主持人 

著作教材 

基于核苷酸代谢的细胞电化学方法及其应用，科学出版社，2016，合著第一

位 

科研教学获奖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育部，2016.12.31，

第二名 

专利等实用成果 

一种使用制备的电化学传感器对 DNA 碱基同时检测的方法，中国，

201410041822.4，第一发明人 

http://kjgl.nenu.edu.cn/business/honor/honor.do?actionType=view&bean.id=52af906d57997a2f01596241487b09b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