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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1年获得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并于2012年获得北

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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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①2013年8月“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原貌分析技术及应用”冶金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 本人校

内排名第三。

②2011年“生态工程与设计原理”荣获第八届北京科技大学“免检课堂”

主要科研项目/业绩：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RH真空室流型转变及低真空度下脱碳过程的物理模拟研究、中央高校集束射流材料氧化烧蚀

检测评价研究、陕西省神木县十二•五节能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BN型环境友好易切削钢的基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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