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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环境管理与法学》等本科生课程、《化学品安全评价》公选课以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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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石墨烯负载铁酸盐纳米材料去除城市中水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机理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51368045，2014，主持）；
2、氰化银钾的清洁生产新工艺研究（科技厅，2010，主持）
3、螯合沉淀回收技术处理矿山含铜废水（科技厅,2007，主持）
4、含砷氟废水的高效吸附材料研究（教育厅重点,2011，主持）
5、天 然水体 中有机酸络合 物对水体自然净 化促进作用机理研究（ 省基金 ，
2006，主持）
6、日 光/H 2 O 2 /Fe 3+ 络合 物处理 垃圾渗滤液 中难降解 污染物（省基金 ，2006，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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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胡文涛、李科、闵璐娟、刘印、张燕、裴旭乐、沈伟松、杨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