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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工作简历】

2004-2009，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

2009-2012，日本，大阪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2012-2015，英国，帝国理工学院，Research Associate

2016-今，北京科技大学，副院长/教授/博导

【主要学术成就】

突破以密度差异分离提纯或热处理溶解析出相的传统方法的局限性，基于“颗粒与基体电学性能差异”这一创新概念，

围绕钢铁“冶金连铸及焊接冶金”展开应用基础研究：提出脉冲电流定向驱除夹杂物的超洁净冶炼低碳绿色新技术，成功解

决含铝钢、稀土钢清洁冶炼“卡脖子”难题；开创性提出脉冲电流原位修复服役损伤缺陷实现核动力焊接构件老化再生新技

术，有望解决核电机组服役延寿难题；完善了外场干预夹杂物、析出团簇运动演化的基础理论。近五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联合基金）、“华龙一号”专项、国防科技工业核动力技术创新基金、国家电网总部科

技项目、英国EPSRC、日本JSPS及企业课题22项，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2016年）、北京市优青（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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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S Fellowship（2009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8年）、冶金青年科技奖（2018年）、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2018年），入选“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18年）。发表SCI论文100篇（近五年73篇，其中Acta Materialia、Corrosion

Science、Scripta Materialia、Applied Physics Letters等TOP期刊42篇），论文被他引700余次，出版英文专著一部（In-

situ Studies with Photons, Neutrons and Electrons Scattering II,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申请24项专

利（其中已授权16项，包括日本专利2项）。担任中国金属学会电磁冶金与强磁场材料科学分会委员；担任冶金类《金属

学报》英文版、自然出版集团《Scientific Reports》、《中国冶金》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期刊编委；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山东省重大专项等评审专家。组织和主办第一届国

际青年学者论坛（2016年）和第八届国际电磁场会议（2017年）等多项国际会议与学术论坛。

【代表性论著】

1. Xuebing Liu, Wenjun Lu, Xinfang Zhang*, Reconstructing the decomposed ferrite phase to achieve toughness

regeneration in a duplex stainless steel, Acta Materialia, 183 (2020) 51-63. （SCI/一区， 影响因子：7.656，TOP期刊）

2. Xuebing Liu, Di Zhang*, Hui Wang*, Yu Yan, Xinfang Zhang*, Regulating solute partitioning utilized to decorate

grain boundary for improv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in a model Al-Cu-Mg alloy, Corrosion Science, 181 (2021) 109219.

（SCI/一区， 影响因子：6.479，TOP期刊）

3. Shuyang Qin, Xin Ba, Xinfang Zhang*, Accelerated cluster dissolution using electropulsing for ultrafast

performance regeneration, Scripta Materialia, 178 (2020) 24-28. （SCI/一区， 影响因子：5.079，TOP期刊）

4. Guozhu Zhang, Shuyang Qin, Longge Yan, Xinfang Zhang*, Superior dehydrogenation performance of Mg-

based alloy under elelctropulsing, Scripta Materialia, 197 (2021) 113788. （SCI/一区， 影响因子：5.079，TOP期刊）

5. Xinfang Zhang*, Rongshan Qin*, Electric current-driven migration of electrically neutral particles in liquid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104 (2014) 114106. （SCI/二区， 影响因子：3.597，TOP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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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1）2018年获“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2016年获“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

（3）2018年获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

（4）2018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5）2019年获江苏省“双创人才”、扬州市“绿扬金凤计划”

（6）2019年获山东省“渤海英才杰出贡献专家”

（7）2018年入选教育部“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8）2009年获日本学术振兴会奖学金(JSPS Fellowship，全球申报成功率12.4%)，

（9）2007年获国际电子封装会议最佳论文奖（中国上海）、

（10）2012年获国际焊接学会最佳海报奖（韩国济州岛）

（11）2018年获中国材料大会最佳海报奖（中国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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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1）张新房；巴鑫；一种脉冲电流消除A508-3钢老化脆化的方法，2021-01-5，中国，ZL201910407454.3.

（2）张新房；秦书洋；巴鑫；一种快速恢复老化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冲击韧性方法，2020-12-22，中国，

ZL201910379722.5.

（3）张新房；刘学兵；一种脉冲外场作用下老化双相不锈钢性能再生的方法，2019-11-19，中国，

ZL201810223917.6.

（4）张新房；刘学兵；一种脉冲电流快速恢复敏化脆化奥氏体不锈钢性能的方法，2019-12-26，中国，

ZL201810224041.7.

（5）张新房；张迪；刘学兵；钱洲亥；周海飞；金东春；一种用于高温沿海工业环境下耐蚀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2019-02-26，中国，ZL201710636819.0.

（6）张新房；张迪；张震；利用脉冲电流处理提高5xxx铝合金抗晶间腐蚀性能的方法，2019-08-06，中国，

ZL201811330504.4.

（7）张新房；徐慧；一种脉冲电流辅助汽车用铝合金PLC效应消除的方法，2019-09-10，中国，

ZL201810433933.8.

（8）张新房；高俊杨；黄孝山；一种脉冲电流控制连铸结晶器保护渣结晶度的方法，2020-07-10，中国，

ZL201810432343.3.

（9）张新房；周梦程；一种脉冲电流实现室温下快速制备取向薄带电工钢的方法，2020-07-31，中国，

ZL201811246205.2.

（10）张新房；梁艺涵；基于感应加热的多场耦合闪速烧结系统，2020-10-23，中国，ZL201910630762.2.

（11）张新房；向思奇；马瑞；一种连续电脉冲室温快速消除固体金属中氢的方法，2020-12-29，中国，

ZL201910314946.8.

（12）张新房；梁艺涵；刘学兵；一种脉冲放电室温闪速烧结纳米陶瓷材料的方法，2018-5-8，中国，

ZL201810433229.2

【主要科研项目/业绩】

1. 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物理冶金，资助额度：200万，起止年月：2016年-2019年；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钢铁联合项目，“精炼渣-钢液-夹杂物-合金-耐火材料-空气”多元体系下钢中非金属夹杂

物瞬态现象的基础研究（U1860206），资助额度：100万，起止年月：2019年-2022年；

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大宗金属铝/铜再生过程灰尘高效回收与污染控制技术（2019YFC190

8400），资助额度：48万，起止年月：2020年至2022年；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电磁场作用下反应堆结构材料性能老化再生技术研究（51874023），资助额度：

60万，起止年月：2019年至2022年；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电脉冲致老化的核电用不锈钢的再生机理研究（51601011），资助额度：20万，

起止年月：2017年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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