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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2022.07-至今，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钢铁冶金系，副教授

2017.01–2022.07，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钢铁冶金系，教师博士后、讲师

2011.09–2016.07，东北大学，钢铁冶金，博士

2007.09–2011.07，东北大学，冶金工程，学士

代表性论著 ：

截止2022年7月，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30余篇，EI及中文核心论文5篇，代表性论文如下：

[1] Xu Tian, Heng Zhou*, Jian Huang, et al. DEM study on discharge behavior of ternary cylindrical activated coke

particles. Powder Technology, 2022, 409, 117785.

[2] Heng Zhou, Yifan Hu, Xu Tian,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ulverized Coal Injection in the Dome Zone of a

COREX Melter Gasifier.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B, 2022, DOI: 10.1007/s11663-022-02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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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ng Zhou, Kun Xu, Xu Tian, et al. Influence of burden profile on gas-solid distribution in COREX shaft furnace

with center gas supply by CFD-DEM model. Powder Technology, 2021, 392, 672-679.

[4] Heng Zhou, Jianlong Wu, Zhibin Hong,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ke collapse and its optimization during

burden charging at the top of bell-less blast furnace. Powder Technology, 2021, 389, 155-162.

[5] Heng Zhou, Xu Tian, Mingyin Kou, et al. Numerical study of fine particles behaviors in a packed bed with lateral

injection using CFD-DEM. Powder Technology, 2021, 392, 317-324.

[6] Heng Zhou, Kun Xu, Yifan Hu, et al. Nume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enter gas supply device on gas-solid

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in COREX shaft furnace. Particu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39, 887-895.

[7] Heng Zhou, Xu Tian, Shun Yao, et al. Numerical Analysis of Blast Furnace with Injection of COREX Export Gas

after Removal of CO2. ISIJ International, 2021, 61(1), 174-181.

[8] Heng Zhou, Xu Tian, Mingyin Kou,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ffect of burden profile on gas flow in a

COREX shaft furnace. Powder Technology, 2020, 376, 537-548.

[9] Heng Zhou, Shengli Wu, Mingyin Kou, et al. Discrete particle simulation of solid flow in a large-scale reduction

shaft furnace with center gas supply device. ISIJ International, 2018, 58(3), 442-430.

[10] Heng Zhou, Shengli Wu, Mingyin Kou, et al. Analysis of cohesive particle percolation in a packed bed using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ISIJ International, 2018, 58(1),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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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发明专利，一种设有移动式投料口的高炉布料器

发明专利，一种设置在高炉上的移动式布料器

发明专利，一种促进竖炉内煤气流合理分布的装置

发明专利，一种在顶底复吹转炉中侧吹粉粒石灰石造渣炼钢的方法

鉴定：

短宽型带式烧结机高效低耗生产技术，国际先进

科研项目：

参研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BHP、首钢京唐、建龙钢铁等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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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过程模拟仿真方向：

[1] 基于CFD-DEM耦合的还原竖炉多相传输过程模拟及优化调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主持

[2] 大型化中心-圆周供气竖炉气固流动及传输行为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主持

[3] COREX熔融气化炉风口-拱顶协同喷煤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主持

[4] 欧拉-拉格朗日计算框架下的氢气竖炉多相多场模拟及优化调控，企业课题，主持

低碳炼铁与氢冶金方向：

[1] 京唐高炉喷吹天然气冶炼规律的基础研究，企业课题，主持

[2] 八钢高炉喷吹欧冶炉脱CO2煤气的新工艺基础研究，企业课题，主研（执行负责）

[3] 富氢碳循环高炉新技术开发，企业课题，主研

[4] 基于CFD模拟与深度学习的氢气竖炉运行过程智能建模与状态监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科交叉专项)，主

持

烧结球团方向：

[1] 强化烧结料层NOx还原的烟气脱硝技术基础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主持

[2] 杨迪粉矿枯竭后的烧结配矿技术研究，企业课题，主研

[3] 澳大利亚铁矿粉高温特性的实验研究，企业课题，主持

[4] 提升活性炭烟气治理效率的技术研究，企业课题，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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