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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本科毕业并保送研究生；

2005年在北京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年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职博士后研究；

2007-2009年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生态系党支部书记、系副主任；

2018-2019年 广东省教育部省部科技特派员（第一批）；

2009-2018年北京科技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

2010、2013年兼任北京市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学校（清华）指导教师；

2011、2019年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市委党校）学习；

2011-2016年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14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高等教育管理；

2016-2017年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姓        名：宗燕兵

职        务：教授 / 博士生导师

电子邮件： zongyb@ustb.edu.cn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助理；

北京科技大学昌平创新园区管委会主任；

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人物简介

办公电话： （010）69739732；64900090                       传        真：

本科课程： 《冶金传输原理》

研究生课程： 《钢铁工业系统节能减排技术》《研究生科技服务与挂职锻炼》《集体工作的理念与实务》

科研方向：

（1）工业固废高效循环利用及新材料开发

（2）能耗诊断与节能技术开发

（3）工业生态规划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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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任北京科技大学昌平创新园区党委书记；

2019年中央党校示范培训班学习；

2021-至今 北京科技大学昌平创新园区管委会主任；

2022-至今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助理。

近年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及多个纵向、横向课题，参与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发表科研论文50

余篇，起草出台多个校级以上文件。获省部级奖励2项。

代表性论著：

[1] Zong, Yan-bing; Chen, Wen-hui et al. Influence of slag particle size on performance of ceramic bricks containing

red clay and steel-making slag. Journal of The Ceramic Society of Japan, Vols. 127(2019), pp105-110.

[2] Zong, Yan-bing; Chen, Wen-hui; Fan, Yong et al. Complementation in the composition of steel slag and red mud

for preparation of novel cera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Vols. 25(2018), pp1010-

1017.

[3] Zong, Yanbing; Zhang, Xuedong; Mukiza, Emile et al. Effect of Fly Ash on the Properties of Ceramics Prepared

from Steel Slag. Applied Sciences-basel. Vols. 8(2018), pp1187.

[4] Liu, Zhaobo; Zong, Yanbing. Characterization of scandium and gallium in red mud with Time of Flight-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 (ToF-SIMS) and Electron Probe Micro Analysis (EPMA). Minerals Engineering. Vols. 119(2018),

pp263-273.

[5] Liu, Z; Zong, Y; Hou, J. Preparation of slag glass ceramic from electric arc furnace slag, quartz sand and talc

under various MgO/Al2O3 ratios. Advances in Applied Ceramics. Vols. 115(2016), pp144-151.

[6] Liu, Z; Zong, Y; Ma, H et al. Effect of (CaO + MgO)/SiO2 ratio on crystallisation and properties of slag glass-

ceramics. Advance in Applied Ceramics. Vols. 113(2015), pp411-418.

[7] ZONG Yan-bing, CANG Da-qiang, BAI Hao.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New BF Copper Cooling Stav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ICSTI’09:879~882.

[8] Zong Yanbing, Li Yu and Cang Daqiang. Experimental Study on Stainless Steel Slag Used in Ceramic Making.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s. 105-106 (2010) pp 758-760

[9] ZONG Yanbing, CANG Daqiang, BAI Hao.simulation of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for integral steel fin-tube

through anasy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nference 2009: 36

[10] ZONG Yan-bing, E Lin-lin, ZHANG Long, CANG Da-qiang. Emission of SO2 from Iron Ore and Fuel used in

Sintering Process, Journal of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09, 16 (s2):5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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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1）全国工商联科技进步一等奖“高炉热风炉蓄热体高辐射覆层技术”

（2）北京市教育工会“首都教育先锋科技创新个人”

（3）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教学特等奖”

（4）北京科技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5）北京科技大学第六届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最佳教案奖

（6）第八届北京“冶金青年优秀科技论文”

（7）北京科技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8）北京科技大学“优秀党支部书记”（首届标杆党支部）

（9）北京科技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创新奖”

（10）参加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铜冷却壁的制造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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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1）一种高温烟气除尘、脱硫装置及其控制技术，发明专利，专利号：ZL03157043.7，

（2）一种工业余热辅助下的积淀物厌氧发酵工艺方法，发明专利，200910082646.8

（3）一种双炉膛高温熔融炉, 发明专利，申请号：201010276148.X

主要科研项目/业绩：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954004）：（负责人）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004012）：风淬钢渣过程改性及微光结构设计（负责人）

（3）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专项项目（负责人）（2009B090600029）：中远红外线辐射高

效传热

（4）教育部博士点基金（20070008031）：高温除尘颗粒床行为研究（负责人）

（5）横向课题：绿色建筑陶瓷可持续生产（负责人）

（6）横向课题：热风炉烟气分配模拟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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