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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璐 

单位：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风华路 818 号 
电话：18867862220，电子邮箱：cailu@nbu.edu.cn 
出生年月：1986 年 11 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民族：汉族 
籍贯：浙江诸暨 

研究方向：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城镇污水处理 

学习和工作经历 
2013.7-至今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讲师 
2016.5 起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医药卫生与生命科学学院，访问学者 
2008.9-2013.7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硕博连读推免生      导师：陈同斌，高定 
2004.9-2008.7  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学士，专业排名第一        导师：艾南山，刘敏   

荣誉奖励 
2013、2012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2013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优秀博士论文 
2012、2008 年，国家奖学金 
2012 年，中国科学院-BHP Billiton 奖学金 
2012-2013 年，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学金 
2008-2012 年，中国科学院历届三好学生 
2011 年，中国科学院与《科学时报》联合举办的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 
2010 年，北京土壤学会青年学术演讲比赛一等奖 
2010 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书画摄影大赛一等奖 
2009 年，诸暨市《暨阳儿女》人物 
2008 年，四川省优秀毕业生 
2008 年，诸暨市“诸暨美之旅”征文大赛二等奖 
2007 年，四川省三好学生，四川省大学生综合素质 A 级证书，四川大学双十佳学生标兵 
2004-2008 年，四川大学历届奖学金、四川大学“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2005-2007 年，任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期间，协会获福特环保奖、全国湿地使者三等奖、全国百优社团 

主持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主持:  
2015.01.-201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城市污泥生物干化过程的微生物产水与脱水机制 
2014.01-2016.12.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通过生物干化活化城市污泥结合水的机制研究 
2013.09-2016.08. 宁波大学人才工程项目. 污泥高温好氧发酵的水分变化研究 
参与: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2009AA064301)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2008AA062402)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2009ZX07318-008-007)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Z090409009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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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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