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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一直从事多金属复杂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以及有色冶金过程副产物的无害化处置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任务、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项目8项；作为研究骨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以及企业委托项目30余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在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Hydrometallurgy、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Chemosphere、中国有色金属学报、稀有金属等期

刊上发表SCI/EI学术论文近30篇（中科院一区13篇，二区7篇），申请发明专利33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第十届全国高校冶金院长提名奖。

代表性论著 ：

[1] Chen Jun, Zhang Wenjuan*, Ma Baozhong*, Che Jianyong, Xia Liu, Wen Peicheng, Wang Chengyan.

Recovering metals from flue dust produced in secondary copper smelting through a novel process combining low

temperature roasting, water leaching and mechanochemical reduction.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 2022, 12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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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njuan Zhang, Jianyong Che, Liu Xia, Peicheng Wen, Jun Chen, Baozhong Ma, Chengyan Wang*. Efficient

removal and recovery of arsenic from copper smelting flue dust by a roasting method: process optimization, phase

transformation and mechanism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 2021. 125232

[3] Wenjuan Zhang, Jianyong Che, Peicheng Wen, Liu Xia, Jun Chen, Chengyan Wang*, Baozhong Ma*. Co-

treatment of copper smelting flue dust and arsenic sulfide residue by a pyrometallurgical approach for simultaneous

removal and recovery of arsenic.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 2021. 126149.

[4] Xia Liu, Zhang Wenjuan*, Che Jianyong, Chen Jun, Wen Peicheng, Ma Baozhong, Wang Chengyan*. Stepwise

removal and recovery of phosphate and fluoride from wastewater via pH-dependent precipitation: Thermodynamics,

experiment and mechanism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 2021, 128872..

[5] Wenjuan Zhang, Peicheng Wen, Liu Xia, Jun Chen, Jianyong Che, Chengyan Wang*, Baozhong Ma,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hydrogen peroxide in sulfuric acid system for leaching low-grade scheel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ase transformation and kinetics,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 2021, 11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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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专利：

赵中伟，李江涛，张文娟，刘旭恒，陈星宇，何利华. 一种从含钨萤石矿物中综合回收氟、钨的方法, CN

201210384863

赵中伟，张文娟，陈星宇，刘旭恒. 一种配入高磷白钨矿从黑钨矿或黑白钨混合矿中提取钨的方法，

201510242275.0

赵中伟，张文娟，李江涛. 一种含黑钨矿原料中提取钨的方法，201510241154.4

赵中伟，张文娟. 一种从黑钨矿或黑白钨混合矿中提取钨的方法， 201510243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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