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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杨志杰，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职内蒙古工业大学矿业学院矿

物加工工程系支部书记兼副主任。长期从事矿山、电力和冶金行业的固体废弃物

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包括固废中有价元素的提取、固废制备

建筑材料、固废用于生态修复及其无害化处理等方向。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20 项，其中主持省部级项目 5 项，市级项目 2 项，县级项目 1 项，横向项目 9

项，参与十一五国家支撑计划 1项，十二五国家支撑计划 1项，国家 863项目 1

项，总经费约 2000 万元。通过技术成果鉴定 2项，技术产业化 5项，获奖 4项，

发表论文 2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5项，主持制订标准 3项，指导学生在校级、

院级实践作品大赛获二 1项、三等奖 5项。 

二、招生信息 

    [1] 招生专业 资源与环境、土木工程、矿业工程 

    [2] 研究方向 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 

    [3] 研究生培养情况 在读研究生 3 人 

三、教育背景 

[1] 2003 年 09 月- 2007 年 07 月，内蒙古科技大学应用物理专业，理学学

士 

[2] 2007年 09 月- 2012年 06月，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硕博连读），

工学博士 

四、学术兼职、人才工程或专家称谓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 

[2]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分会青委会副主任； 



[3]内蒙古煤炭学会副秘书长； 

[4]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分会煤矸石与粉煤灰专委会委员； 

[5]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分会地聚物专委会委员； 

[6]《粉煤灰国际》期刊编委; 

[7]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8]“鄂尔多斯英才”称号。 

五、发表论文（近三年，代表作 5篇） 

[1] 杨志杰,孙俊民,陈杨等.粉煤灰提铝后硅钙渣用于烟气脱硫反应机理探

讨,环境工程学报，2015，9（9）：4526-4530. 

[2]Changwang Yan, Hongwei Zhao, Zhijie Yang. The cementitious 

composites using calcium silicate slag as partial ce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2):256. 

[3] 杨志杰,孙俊民,张战军，等.提高硅钙渣胶凝活性的热活化实验.环境工

程学报,2015,9(9):4526-4530. 

[4] Hongdong Bo, Yangbin Zong, Zhijie Yang. Quantitative phase 

analysis of the Si-Ca slag as the residue of extracting alumina from 

high-alumina fly ash. J.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2016, 21(6): 

729-736. 

[5]史迪，张文生，杨志杰. 硅钙渣制备碱激发胶凝材料的实验研究. 硅酸

盐通报，2015，34(8)：2334-2339. 

六、授权发明专利 

[1] 杨志杰，陈杨，孙俊民 等. 一种利用硅钙渣制备的托贝莫来石型绝热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中国，ZL201610611931.4[P].2018-07-13. 

[2] 杨志杰,孙俊民，徐鹏 等.一种煤基固废发泡保温材料制备方法:中国，

ZL201610582895.3[P].2018-07-17. 

[3]杨志杰，孙俊民，苗瑞平 等.硅钙渣蒸压砖及其制造方法:中国，

ZL201510634609.9[P].2017-12-19. 

[4]杨志杰，曹永丹，孙俊民  等．硅酸钙板及其制造方法 :中国，

ZL201510634608.4[P]．2018-01-1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5965262030561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5965262030561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59652620305618#!


[5]杨志杰，孙恒虎，刘晓明 等.一种改性矿渣粉的制备方法:中国，

ZL201510139995.4[P].2017-05-10. 

[6]杨志杰，孙俊民，苗瑞平 等.硅酸钙保温材料的制备方法:中国， 

ZL201310541465.3[P].2016-03-02. 

[7]杨志杰,孙俊民,苗瑞平 等.硅钙渣作为水泥熟料助烧剂的用途:中国，

ZL201410306740.8[P].2016-09-07.  

[8] 杨 志 杰 , 孙 俊 民 , 高 志 军  等 . 烟 气 脱 硫 方 法 : 中 国 ， 

ZL201410370039.2[P].2014-07-30. 

[9]杨志杰，张战军，苗瑞平 等.含铁熔渣改质的专用设备:中国，

ZL201420355733.2[P].2017-02-15. 

[10] 苗瑞平,杨志杰,孙俊民，等.一种无水泥脱硫石膏抹灰砂浆及其制备方

法:中国,ZL201710138933.0[P].2019-12-27. 

[11]孙俊民，孙恒虎，杨志杰  等 . 一种复合路基材料 :中国，

ZL201310183480.5[P].2015-05-20. 

[12] 孙俊民，曹  钊，杨志杰 等. 一种利用工业固体废料制作保温隔热板

的方法, 中国，ZL201310194865.1[P].2014-11-12. 

[13] 孙俊民，孙恒虎，杨志杰 等. 一种透水砖的制备方法,中国，

ZL201310184631.9[P],2015-04-01. 

[14]苍大强，李   宇，杨志杰  等 .一种熔渣节能保温剂 ,中国，

ZL201010225763.8[P].2012-05-09. 

[15]李  宇，宗燕兵，杨志杰  等.一种双炉膛高温熔融炉 ,中国，

ZL201010276148.X [P].2012-05-09. 

七、制定标准 

[1]杨志杰，孙俊民，陈  杨 等. DB15/T 1225-2017 硅钙渣粉煤灰稳定材

料路面基层应用规范[S].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09. 

[2]苗瑞平，孙俊民，杨志杰 等. DB15/T 1226-2017 用于水泥中的硅钙渣

[S].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2017,09. 

[3]苗瑞平，孙俊民，杨志杰 等. DB15/T 1227-2017 用于混凝土和砂浆中



的硅钙渣复合矿物掺合料[S].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09. 

八、科研项目 

[1]粉煤灰提硅液制备硬硅钙石型绝热材料的晶型控制机理及关键技术研

究，内蒙古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GG0287，2020-2023，45 万元，主持； 

[2]基于地聚物原理多种固废协同制备路面基层材料的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

内蒙古科技计划项目课题一，项目编号：2020GG0257，2020-2023，32万元，主

持； 

[3]基于地聚物原理的煤基固废制备似膏体矿井充填材料的关键性能及机理

研究，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9030083，2019-2021，6万元，

主持； 

[4]多种固废协同利用制备似膏体充填材料关键技术及机理研究，内蒙古工

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BS201916,2019-2021，10万元，主持； 

[5]利用从粉煤灰中提取的非晶态硅合成微孔硅酸钙晶型控制研究，内蒙古

工业大学校级重点项目，项目编号：ZZ201911，2020-2022，2.5万元，主持； 

[6]煤基固废制备生物地质肥料进行生态修复技术与示范，内蒙古自治区科

技重大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3MS0725，2013 -2017,  60万元，主持； 

[7]粉煤灰提铝废渣充填采空区技术，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

号：2016030444，2016-2018,  24万元，主持； 

[8]粉煤灰提铝硅钙渣充填边坡与坝体工程技术，准格尔旗科技计划项目，

2017-2019,  20万元，主持； 

[9]火力发电厂超超临界机组新型保温材料开发，中国大唐集团重大科技项

目，2016-2018, 主持，685万元，主持； 

[10]火力发电厂保温材料使用性能及节能效果研究，中国大唐集团重大科技

项目，2016-2018, 262万元，主持； 

[11]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后硅钙渣生产路面路基技术开发，大唐国际科技项

目，2012-2014，150万元，主持； 

[12]硅钙渣品质控制及其应用于水泥生产的工艺开发，大唐国际科技项目，

2012-2014，50万元，主持； 



[13]利用粉煤灰提铝副产物制备硅酸钙板和混凝土掺合料的技术开发，大唐

国际科技项目，2014-2016，295万元，主持； 

[14]粉煤灰烧结法硅钙渣用于烟气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大唐国际科技项目，

2013-2015，140万元，主持； 

[15]硅钙渣在高等级公路工程中的应用技术研究，大唐国际科技项目，

2016-2017，68万元，主持； 

[16]煤基固废协同利用制备装饰保温一体化墙体材料的技术研究，大唐国际

科技项目，2016-2018，31万元，主持； 

[17]硅钙渣应用于干混砂浆和混凝土掺合料技术开发以及硅钙渣用于建材

行业的地方技术标准建立，大唐国际科技项目，2016-2018，54 万元，主持； 

[18]利用硅钙渣与脱硫石膏生产水泥关键技术与示范，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项目编号：2009BAB49B03，2009-2014，115万元，参与； 

[19]50 万吨/年跨行业固废水泥窑协同利用技术与示范，十二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项目编号：2011BAC06B10，2011-2015，307万元，参与； 

[20]钢渣活性组分固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国家 863计划课题，项目编号：

2011AA06A105，2011-2015，247万元，参与。 

九、获奖 

[1]2014 年度，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利用高铝粉煤灰提

铝残渣（硅钙渣）生产水泥关键技术及应用”，排名第三。 

[2]2015 年度，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利用高铝

粉煤灰提铝残渣（硅钙渣）生产水泥关键技术及应用”排名第三。 

[3]2016 年度，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成果奖一等奖，“粉煤灰提

铝硅钙渣在道路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技术” ，排名第一。 

[4]2017 年度，首届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创新奖，“粉煤灰脱硅产物

制备轻质硅酸钙保温材料技术”，排名第一。 

[5]2020 年度，内蒙古工业大学第七届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三

等奖，指导教师。 

[6]2020 年度，内蒙古工业大学第二届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

赛，三等奖，指导教师。 



[7]2021 年度，内蒙古工业大学第二届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

赛，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指导教师。 

十、科技成果鉴定 

[1]2015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鉴定科技成果“粉煤灰提铝硅钙

渣在道路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技术”。 

[2]2015 年度，中国节能协会，鉴定科技成果“硅酸钙-多凝泡沫玻璃复合

保温材料工艺技术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