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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吕波，男，1965 年生，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从事材料化学和分析化学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植物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机理和功能纳米材料在环境分
析中应用的研究。从 2015 年 2 月应邀赴美中佛罗里达大学纳米科学技术中心进行为期一年
的学术交流访问，从事应用于超级电容器的多功能碳基纳米材料的研究。
受教育经历：
2012 年 6 月 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学位
2000 年 6 月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 生物化学 硕士学位
1988 年 7 月 吉林大学化学系 无机化学 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8 年 9 月-1994 年 7 月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助教
1994 年 8 月-2000 年 12 月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讲师
2000 年 12 月-现在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副教授
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访问学者

教学信息
主讲《无机及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和《现代仪器分析》
教材建设 （1）
《分析化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主编 2016
（2）
《无机及分析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 副主编 2009
教改项目：
（1）“基于高等农业院校本科生差异性发展的实验化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主持人 江苏省
教育厅 2013-2015
（2）“问题导向教学法（PBL）在分析化学实验课中的应用”主持人 南京农业大学 2013-2015
课程建设：
（1）
《实验化学Ⅰ》 南京农业大学重点课程 主持人 2012
（2）
《分析化学》 南京农业大学精品课程 主持人 2013
（3）
《无机及分析化学》 江苏省教育厅精品课程 主要参加者 2009

科研项目
（1）2003 年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种高分子量蛋白水解酶的鉴定及在小麦叶片衰老中的作

用”主要参加者
（2）2009 年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项目“日本看麦娘对高效氟吡甲禾灵抗药性机理的研究”主要
参加者
（3）2013 年农业部“农田杂草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201303022-子课题“长江中下游地区直
播稻田千金子、杂草稻和稗草种子库调查与研究”主持人

所获奖项
2008 年、2013 年、2014 年南京农业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
2005-2014 年 12 次获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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