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个人简历 

 
一、基本情况 
姓名： 高华生 

职称/职务：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所长 

学位/学历： 工学博士/研究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联系电话： 0574-87609508 

研究领域： 环境污染控制技术。 

所在硕士点（方向）： 市政工程、人文地理 

基层组织:  市政与环境工程系 

 

二、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学历经历： 

1998.02-2001.08 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1988.09-1991.03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09-1988.07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业余），英语专业，学生； 

1980.09-1983.07 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技工学校，无机化工专业，学生。 

 

工作经历： 

2005.01-现在 宁波大学建筑与环境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高级工程师、副教授； 其

中 2010.05-2010.12，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环境安全与能源技术研究所

（Fraunhofer Gesellschaft Institute of UMSICHT）高级访问学者； 

2002.06-2004.12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发展计划与经济局, 副局长、高级工程师； 

2001.09-2004.05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环境工程专业, 博士后； 

1996.01-1997.12 宁波保税区中保实业发展公司化工部，工程师； 

1991.05-1995.12 镇海炼化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助工、工程师； 

1983.08-1988.08 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化肥厂，技术工人。 

 

二、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一）纵向 

 东南沿海地区生态型村镇社区与小康住宅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2013BAJ10B06），“十

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任务 8 农村生活污水与有机垃圾耦合处理技术与工程示

范），2013.05-2016.12，子课题负责人，完成； 

 染整定型机热能回收与烟气净化关键技术与设备（2006C23078），浙江省科技厅重点攻

关项目，2006.04-2008.04，项目负责人，完成； 

 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关键技术与成套设备研究（2011C50049），宁波市

科技计划项目社会发展科研项目，2011.05-2013.12，项目负责人，完成； 

 林区旅游产业污染物生态转化与循环利用工程示范（2010C91044），宁波市科技计划项

目农业科技创新创业一般项目，2010.05-2012.12，项目负责人，完成； 

 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旁流软化-净化工艺和设备研究（02J20101-05），2002 年度宁波



市青年（博士）基金，2002.06-2004.06，项目负责人，完成。 

（二）横向 

 余姚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服务采购项目（HK2018000127），余姚市生态环保分局，

2018.11-2019.10，项目负责人，在研； 

 宁波大榭开发区第二次全区污染源普查项目（HK2018000097），宁波大榭开发区安全环

保局，2018.10-2019.09，项目负责人，在研； 

 城乡河道水葫芦治理污染与处置利用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HK2017000043），宁波市城

市科学研究会，2017.06-2018.12，项目负责人，完成； 

 镇海区中大河“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服务（HK2019000110），镇海区环境保护局，

2017.05-2017.12，项目负责人，完成； 

 镇海区五星河和老周港“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服务（HK2019000109），镇海区环境

保护局，2017.05-2017.12，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导则编制项目（HK2017000023），宁波市住房与建设委员

会，2017.01-2017.07，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导则编制项目（HK2017000026），宁波市住房与建设委员

会，2017.01-2017.07，主要成员，完成； 

 《镇海区“十三五”生态环保规划》专题研究——镇海区环境安全与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建设（HS2016000121），镇海区环境保护局，2015.08-2016.07，项目负责人，完

成； 

 《镇海区“十三五”生态环保规划》编制（HS2016000120），镇海区环境保护局，

2015.08-2016.07，项目负责人，完成； 

 镇海区中大河（九龙湖段）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HK2015000148），镇海区环境保护局，

2014.07-2015.06, 项目负责人，完成； 

 镇海（骆驼）机电园区企业排污情况调查研究（HS2014000133），镇海区骆驼街道办事

处，2014.04-2014.10, 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市“十二五”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中期评估（HK2013000197），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3.05-2014.04, 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市“十二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期评估（HK2013000196）,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3.05-2014.04 主要成员，完成； 

 鄞州区“十二五”排水系统建设规划中期评估（HS2014000165）, 鄞州区城市排水有限公

司， 2013.07-20140.6, 项目负责人, 完成； 

 镇海区污染源普查数据处理及成果开发（技术报告、工作报告、公报编制）（HK10011），，

镇海区环境保护局，2008.08-2009.07，项目负责人，完成 

 鄞州区污染源普查技术文件编制与普查成果开发（HK09091），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2008.08-2010.07，项目负责人，完成 

 镇海区污染源普查数据成果研究（HK11032），镇海区环境保护局，2009.08-2010.07，

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望春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与改造技术服务（HS09022），宁波市望春工业园管委会，

2008.07-2009.06，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市污水资源再生利用实施方案研究（H06022），宁波市建设委员会、宁波市城市科

学研究会，2005.06-2006.06，项目负责人，完成；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实施方案研究（H06029），宁波市建设委员会、宁波市城市科

学研究会，2005.06-2006.06，主要成员，完成； 



 余姚市鹿亭乡上庄村污水生态净化与农业利用（试点）工程预可行性研究（H05177），

宁波市水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2005.05-2006.04，项目负责人，完成。 

 

四、学术著作 
1、期刊论文 
 高华生，金一中，吴祖成等. 饮用水的“红水”现象与供水管网腐蚀的控制，水处理

技术，2000，26(3): 183-186 

 高华生，江萍，谭天恩. 含膦酸盐循环冷却水系统辅助杀生剂的筛选试验，工业水

处理，2000, 20(6):28-30 

 高华生，汪大翚，叶芸春，谭天恩. 用 Polanyi-Dubinin 方程描述有机蒸汽-水蒸汽在

活性炭上吸附平衡的研究，化工学报，2001, 52(4): 357-362 

 高华生, 金一中, 谭天恩. 含 Ag+控制释放水处理剂的制备与抑菌缓蚀性能试验，高

校化学工程学报，2002，16(1): 74-78 

 Gao H S, Wang D H, Ye Y C et al. The binary adsorption equilibrium of benzene-water 

vapor mixtures on activated carbon (in English)，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2002, 10(3): 367-370 

 高华生, 汪大翚, 叶芸春，谭天恩. 空气湿度对活性碳吸附效效率的影响，环境科学

学报, 2002，22（2）：194-198 

 高华生，俞建德，谭天恩.  “锈垢净”水处理剂的缓释机理与应用前景，中国给水排

水，2000, 16(12): 55-57 

 Jin Y Z, Zhang Y F, Chen X P, Gao H S. Application of organic polymeric flocculants in 

centrifugal dewatering of oil refinery slud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03, 

15(4): 510-513 

 高华生, 俞建德，姬跃国. 工业循环冷却水旁流处理工艺及设备，中国给水排水，

2002, 18(10): 20-23 

 Gao H S Tan T E and Wang D H. Effect of composition on the release rate of phosphate 

controlled release glasses in aqueous media,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2004, 96(1): 

21-28 

 Gao H S Tan T E and Wang D H. Dissolution mechanism and release kinetics of 

phosphate controlled release glasses in aqueous media,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2004, 96(1): 29-36 

 高华生. 工业循环冷却水旁流软化-净化处理工艺设计. 水处理技术, 2007, 33(4): 

81-85 

 高华生, 朱建林, 张殿发等. 城市污水再生与景观河道利用工艺方案探讨. 水处理

技术, 2007,33 (6):74-76 

 高华生, 朱建林, 陈和平等. 饮用水库上游农村污水生态净化与农业利用方案设计.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2007,20(2): 227-231 

 高华生. 工业循环冷却水旁流软化-净化处理技术进展. 工业水处理, 2007,27 (6):1-5 

 高华生. 控制释放缓蚀阻垢剂的制备与试验评价. 工业水处理, 200727 (7): 48-49 

 高华生. 循环冷却水系统药物动力学分析. 工业水处理, 2007, 27 (8): 1-4 

 俞筱筱，高华生，朱建林，汪大翚. 活性炭对有机废气的吸附-缓冲实验及其模拟. 环

境科学研究, 2007, 20(5): 124-128 

 高华生, 杨晓仙，陈宇辉，陈和平. 农村污水治理工程案例分析与难题破解. 宁波大

学学报（理工版）, 2010，23(2) : 74-77 



 高华生，陈和平，徐继荣. 染整定型机废气治理技术进展[J]. 染整技术，2011, 33(7): 

34-38 

 高华生，徐继荣，杨晓仙，冯辉辉. 染整定型机烟气热能回收利用技术[J]. 印染, 2011, 

37(4): 32-34 

 高华生，陈和平，陈文春，徐继荣. 定型机烟气净化与热能回收[J]. 印染, 2011, 37(17): 

32-35 

 高华生，姜辉，徐继荣，陈和平. 染整定型机废气治理的现状与方向[J]. 上海纺织

科技，2011，39(12): 13-15 

 王雷雷，高华生，蒋校龙，李兵，张树林.宁波市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现状分析

[J].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2016, 29(2):104-107 

 季文杰，姚寰琰，陈斌，单锋，罗歆婷，高华生. 水葫芦压滤脱水与鲜汁强化除磷

工艺[J]. 环境工程学报，2019，13(1): 195-203 

 陈斌，高华生，季文杰，朱剑炯，岳远，姚敏. 木屑对印染污泥过滤脱水的调理作

用及其机理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2018, 31(5): 109-114 

 姚寰琰，张文皓，吴冰滢，高华生. 社区龙头水质抽样调查与供水二次污染控制对

策[J].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2020, 33(4): 116-120 

 
2、会议论文 
 
 高华生，徐继荣，李兵，杨晓仙，冯辉辉.  森林度假村生活污水与有机垃圾耦合处理

工程实践[C]. 第二届农村和中小城镇固废处理与资源 化论坛，鄂尔多斯，2016 年 8 月

11-12 日，62-65（会议交流）。 

 
5. 专利 
 高华生. [发明]一种有机废气的净化装置, 2012.09，中国 201010113420.2 有权 

 高华生，陈和平，朱建林. [发明]一种染整定型机烟气的处理方法, 2012.05, 中国 

201010113417.0 有权 

 高华生，徐继荣，陈和平. [发明]一种有机垃圾和生活污水的综合处理系统及方法, 

2012.02, 中国 201010113428.9 有权 

 高华生，陈和平. [发明]一种染整定型机烟气的处理方法 2013.02，中国 201110203205.6 

有权 

 

五、获奖与荣誉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排名 1/7，2012 年. 

 宁波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宁波市人民政府，排名 1/9，2012 年.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排名 1/7，2011 年. 

 

六、学术兼职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高级会员;  

 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宁波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  

 

七、承担课程 

 工业水及废水处理，硕士研究生； 



 水污染控制工程，本科生； 

 工业水处理，本科生； 

 安全工程概论，本科生； 

化工原理，本科生。 

 

 

 

（数据截至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