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大学202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化工学院拟推荐人选成果统计一览

序号 姓名 类型 专业

第一作者成果 非第一作者成果

论文备注 专利备注

SCI EI SSCI CSSCI 核心期刊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

软著

主持省部级
及以上项目

省部级及
以上奖项

其他 SCI EI SSCI CSSCI 核心期刊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

软著

参与省部
级及以上

项目

省部级及
以上奖项

其他

1 周绍奇 学术型博士 矿物加工工程 4篇 4篇

4篇国外SCI源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两篇影
响因子大于4（Ultrasonics 
Sonochemistry，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2篇介于2-4
（Chemical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s，
Minerals）；4篇SCI收录均为第二作者，1篇
影响因子大于4（Journal of Molecular 
Liquids）；2篇介于2-4（Minerals，Energy 
Sources, Part A: 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1篇影响因子小
于2（Physicochemical Problems of 
Mineral Processing）。

2 黄龙 学术型博士 矿物加工工程 4篇 1篇 3项 2篇

4篇国外SCI收录均为第一作者（INT J COAL 
PREP UTIL、SEP SCI TECHNOL、ACS 
OMEGA），3篇影响因子介于2-4，1篇影响因
子大于4；2篇国外SCI收录均为第二作者
（Powder Technology、INT J COAL PREP 
UTIL）1篇影响因子大于4，1篇影响因子介于
2-4；1篇外文EI论文。

3项实用新型
专利，排名第
一

3 张学彬 学术型博士 矿物加工工程 5篇

5篇国外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Preparation and Utilization，
Particu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ergySources, Part A: 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影响因子介于2-4。

4 江玮 学术型博士 化工工艺 6篇 3项

6篇国外SCI源期刊均以第一作者发表（1、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2、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3、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4、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5、Applied Catalysis A: 
General；6、Energy & Fuels），影响因子
均大于4。

授权中国发明
专利共4项
（第二发明人
3项，第三发
明人1项）

5 陈浩 学术型硕士 矿物加工工程 1篇 2项
1项（校
级项
目）

2篇

1篇SCI（Eco-friendly oxidation leaching 
from chalcopyrite powder and kinetics 
assisted by sodium chloride in organic 
acid media）收录第一作者（Advanced 
Powder Technology），影响因子大于4；2篇
SCI（Decarbon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fine-sized coal-series kaolinite via 
the enhancement of density stability 
and uniformity of dense-phase gas-solid 
fluidized bed）(Combined inhibitors of 
Fe3+, Cu2+ or Al3+ and sodium silicate 
on the flotation of fluorite and 
quartz)收录均为第二作者，（Powder 
Technology）（Colloids and Surface A- 
physic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影响因子大于4。

矿物加工车间
管理系统
V1.0，浮选加
工自动控制系
统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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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奥生 学术型硕士 矿物加工工程 1篇 1项 2篇

1篇国外SCI源期刊(Effect of surfactant 
and flocculant on low-rank coal slime 
filtration: From filter cake 
characteristics point of view)以第一作
者发表（Fuel），影响因子大于4；1篇SCI
（Effect of magnetization pretreatment 
of coal slime water flocculating 
sedimentation）收录为导师第一作者，本人
为第二作者（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preparation and utilization），影
响因子2-4；1篇SCI（Combined Column and 
Mechanical Flotation Cell Process for 
the Beneficiation of Sanshandao Gold 
Ore）收录为非导师的教师为第一作者，本人
为第二作者（ACS Omega）,影响因子大于4。

7 王丙钧 学术型硕士 化工过程机械 2篇 2项 1项 1项
1项（校
级项
目）

2篇国外SCI源期刊(Detection of coal 
content in gangue via image analysis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support vector 
machine)(An intelligent belt wea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deep 
learning)以第一作者发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Preparation and 
Utilization），影响因子介于2-4。

工业时间序列
数据清洗与在
线检测系统
V1.0，洗煤厂
动设备智能在
线状态监测与
离线诊断系统
V1.0

8 黄浩翔 学术型硕士 化工过程机械 2篇 1项 1项

2篇国外SCI源期刊（Detecting coal-
carrying rate in gangue based on 
binocular machine vision and particle 
queuing method）(Modeling of coal and 
gangue volume based on shape clustering 
and image analysis)以第一作者发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Preparation and Utilization），影响因子
2-4。

9 邱国峰 学术型硕士 化学工艺 2篇 1篇

2篇国外SCI源期刊(Bamboo-based 
hierarchical porous carbon for high-
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s: the role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Hierarchical 
porous carbon derived from recycled 
bamboo waste as supercapacitors 
electrodes based on FeCl3-catalyzed 
hydrothermal pretreatment: Pore 
regulation and high-performance 
analysis)以第一作者发表（Colloids and 
Surfaces A: Physic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影响因子
均大于4；1篇国外SCI源期刊(Preparation 
of Bamboo-Based Hierarchical Porous 
Carbon Modulated by FeCl3 towards 
Efficient Copper Adsorption)导师排名第
一，作者排名第二，发表（Molecules），影
响因子大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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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贾文科 学术型硕士 化学工艺 1篇 1篇 1篇

1篇国外SCI源期刊(Assessment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and bottom ash 
properties of carbon‐rich fraction 
from coal gasification fine slag 
co‐combustion with corn straw char)以
第一作者发表（Internatioal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影响因子大于4；1篇国
外SCI国外SCI源期刊(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talysis Synergy 
during Co-Combustion for Coal 
Gasification Fine Slag with Bituminous 
Coal and Bamboo Residue )导师第一作者，
本人为第二作者（Catalysts)，影响因子大
于4;1篇EI(粒径对褐煤非薄层干燥及干燥褐
煤自燃与复吸特性的影响)收录的中文论文
（煤炭学报）。

11 李雨禅 学术型硕士 无机化学 2篇 1项

2篇国外SCI源期刊(In situ stable growth 
of Bi2WO6 on natural hematite for 
efficient antibiotic wastewater 
purification by photocatalytic 
activation of peroxymonosulfate 
)(construction of direct Z-scheme 
SnS2@ZnIn2S4@kaolinite heterostructure 
photocatalyst for efficient 
photocatalytic degradition of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以第一作者发
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al,影响因
子大于4）。

一项专利(一
种基于矿物复
合材料的可见
光催化剂及其
制备方法)
（导师排名第
一，本人第
二）

12 陈仕兴 学术型硕士 化学工程 2篇 2篇

2篇国外SCI源期刊（Eco-friendly 
utilization of microplastics for 
preparing coal water slurry: 
rheological behavior and dispersion 
mechanism）（Motion dynamics of liquid 
drops and powder-encapsulated liquid 
marbles on an inclined solid surface）
以第二作者发表（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Powder Technology），影响因
子均大于4；2篇EI收录（基于高速动态的气
泡铺展过程动力学行为研究）（废润滑油对
城市污泥水煤浆成浆性能的影响机制）均为
第二作者（两篇均为煤炭学报；一篇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 一篇非导师教师一作学生二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