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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招生宣传册

本科专业及招生计划：

化学工程与工艺，招生计划 110 人，山东省 59 人；

材料化学，招生计划 70 人，山东省 60 人；

环境工程，招生计划 100 人，山东省 85 人；

化学（师范类），招生计划 40 人，山东省 35 人。

欢迎报考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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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始建于 1971 年，现有在校生 1435 人，教师 56 人，博士 36 人，教授 10 人，

副教授 26 人。设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师范类）、材料化学、环境工程四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应用化

工技术专科专业。其中，四个本科专业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省级特

色专业、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人才培养硕果累累。学院高度关注学生成长，注重学风建设，学生学习氛围浓厚、理论知识扎实、实

践能力突出，呈现出高成材率、高就业率的人才培养特点。2019 年，311 名本科毕业生中 241 名学生报名

考研，报考率 77.49%，考研录取 142 人，占报名人数的 58.9%，占全体本科毕业生的 45.66%，其中 68 名

学生被 985 或 211 高校录取；其余学生进入大中型国企、民企从事技术工作，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在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大赛等比赛中获国家级奖励 20 余项、省部级 60 余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近 20 篇，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 余项。

师资队伍建设良好。现有山东省教学名师 1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山东高校重点

实验室首席专家 1 人；德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德州市首届十大科技女杰 1 人；德州市首届

优秀女杰 1 人；德州市十佳科技工作者，荣记二等功 1 人；校级学科带头人 4 人；校级中青年学术骨干 3

人；校级教学名师 6 人；教学骨干 2 人、青年教学骨干 1 人；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2 个。

教研工作亮点纷呈。学院拥有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化学工程与工

艺专业基础课程群”和“材料化学实验课程群”等 8 门获批省级精品课程，承担省级教研课题 28 项，出

版教材 20 余部，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80 余篇。荣获课程教学方面的奖励 100 余项，其中省部级 30 余项，

市厅级奖励 70 项。

科研工作成绩突出。依托较雄厚的科研队伍和先进的科研平台，逐步形成了配位化学功能材料等优势

研究领域。其中张秀玲教授在抗癌活性和构效关系研究、新型材料的吸附和活化性能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部分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几年我院共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6 项，省、

市、校级科研课题 80 多项。出版专著 20 余部，每年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 余篇。

学生工作成效显著。学院历来高度重视学生工作，在“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工作理念下，探索构建

“有温度、知温暖、带温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加强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服务等工作。

在学生工作评估中成绩优秀，多次获得“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先进单位”、“学生工作先进单位”、“就

业工作先进单位”、“红旗团总支”等荣誉称号。

教学资源保障有力。学院实验室面积 9200 余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 300 余万元。拥有虚拟仿真实

习实训室、基础化学实验室、化工实验室、环境工程实验室、材料化学实验室等 16 个教学实验室，科研、

教学设备齐全。建立了 30 个实习、实训基地，并开放实验室供学生开展自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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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简介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化学工程与化学工艺方面的知识，能在化工、炼油、

冶金、能源、轻工、医药、环保等行业从事工程设计、技术开发、生产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

等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该专业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工程特色显著，对化学反应、化工

单元操作、化工过程与设备、工艺过程系统模拟优化等知识贯穿结合，使学生具有设计、优

化与管理能力；二是专业口径宽、覆盖面广，使学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产品开发的能力，

在精细化学品、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过程与保护、高分子化工与工艺等方面有研发和应用

能力。

主要就业方向：（1）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从事化学工程与工艺相关科研、教学等工作。

（2）到化工类、石油类、轻工类、车辆化工、建筑机械、制药、食品等相关的科研单位、企

业、公司从事应用研究、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技术和科技等工作。（3）在相关

化工类企业从事销售、管理等工作。除了走工艺、研发、质量检验等技术人才的道路外，该

专业复合型销售和管理人才也为市场所青睐。

德州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专业、山东省 A类专业、山

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卓越工程师”培养试点专业，拥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专职教师中

有来自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985 高校的博士，现有

山东省教学名师 1人、山东省突贡专家 1 人、山东高校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 1人。建设省级

精品课程 8门，编写出版教材 9 部，承担完成省级教改项目 5项；承担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

目 38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200 余篇，SCI、E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省、市级获奖 40 余项。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才，本专业学生在“大学生英语竞赛”、“节能减

排”、“挑战杯”等竞赛中，多次荣获国家级及省级奖项。“高考研率、高就业率”成为该

专业的主要特色，本专业考研录取率高达 42.11%，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均为 98%以上。每年

都有数名学生考入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 985 高校，这些同

学中又有些同学后来考取了博士，并最终找到很好的工作，现在已经有多名学生在中科院国

家纳米中心、中科院化学所、中海油天津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秦皇

岛分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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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专业简介

材料化学专业培养具备坚实的化学和材料科学理论基础，掌握材料的化学合成与制备、

材料结构与性能测定、新材料设计合成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

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优良的综合素质，能在材料、化学、化工等行业领

域的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新材料的的性能测试研究、合成与改性、开发与制造及生产

管理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

本专业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专业，山东省教育厅鼓励性发展 A类专业，校级卓

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培育专业。该专业已有九届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较强的毕业生 478

人，就业率 98.5%。四、六级外语通考通过率分别为 82.4%、32.5%。毕业生中 35%以上的学

生考取“985”、“211”等重点大学的研究生，2019 届考研录取率更是达到 54.4%。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严格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和工科专业教育认证标准，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形势，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

念，形成了一套规范成熟的标准教学体系。建立了以化学和材料学科基础知识、材料合成与

制备、材料检测与分析以及新材料设计与合成为特色方向的课程体系，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

业选修课程，凸显“实基础、强实践、求创新、宽视野、高素养、重责任”的创新性应用型

人才特色。

本专业具备一支由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等 985 高校毕业的博士以及新材料

行业领域科研实践丰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德州学院首批校级教学团队，专业任课教师硕

博比 96.7%，其中省教学名师 1名、省突贡专家 1名、校教学名师 5名。该专业下设 4个基

础化学实验室，3个专业实训室、1个仿真实训实验室以及大型检测仪器综合实训中心。材料

化学专业实验课课程群为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群 。“配位化学和功能材料实验室”是山东省

“十二五”高校重点实验室、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心是山东省高等学校骨干学科教学实验中

心。

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新材料是整

个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新材料行业对于材料化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使得材料化学专业

成为极富发展潜力的专业。德州学院材料化学专业培养的兼具材料与化学两大学科专业基础

知识和技能的高技术人才, 由于具有较突出的综合素养和宽泛的择业面，毕业生一次性就业

率高达 98.5%，得到了用人单位和高校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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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简介

环境工程专业培养具备废水、废气、固废和物理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环境修复工程等方

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相关的工艺设计和设备研发能力，环境监测技能以及环境影响评

价能力，能在环保部门、环保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环保工程设计与运营、行业环境保护与管理、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教育培训等方面工作的环境工程学科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环境工程专业是德州学院高考研率和高就业率的品牌专业之一。本专业具备一支由天津

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 985 高校毕业的博士以及环境工程领域科研实践丰

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教学与科研条件坚实而优越，下设 3 个专业实训室、1 个仿真实训实

验室以及大型检测仪器综合实训中心。本专业紧扣国家对“新工科”环保人才的需求，建立

以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为特色方向的课程体系，并遵循“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来加强学生培养，提升环境工程专业教育水平，形成了

一套规范成熟的标准教学体系。

环保产业作为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首，环保单位对于环保人才的需求使得环境工程专业

成为有发展前途的备受青睐的专业之一。德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高达 47.69%的考研率和 98%

以上的就业率，使得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对未来充满信心，研究生录取单位和用人单位也对

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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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师范类）专业简介

化学（师范类）专业旨在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能够较系统扎实地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富有创新意识，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可到

高级或初级中学从事化学学科的基础教学工作，或在化学相关领域的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

中从事职业教育或培训工作，或在化学及相关学科领域进一步深造，或在化学及相关领域从

事产品研发与分析检测、化学品生产及质量控制与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创新性、复合型化学人

才。

毕业生除能掌握化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师范类学生所具备的教育教学理

论和技术，受到教学技能训练外，还能学到相近专业的一般知识，跟踪化学领域的理论前沿、

最新应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具备一定的试验设计、仪器操作、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能

力。

化学（师范类）专业历史积淀浓厚，前身化学教育专业(专科)，是 1971 年建校的德州学

院最早设置的四个专业之一。在长达 48 年里，传承积淀了一批精通化学专业四大核心课程（无

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理论和实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积累了

较为完整完善的教学实验设备，形成了较为成熟有效的理论教学和实验室管理的运行机制和

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拥有了一批包括自编教材、教研论文、精品课程在内的教研成果。

化学（师范类）专业教学团队曾获批成为德州学院校级教学团队，专任教师中具有师范

教育背景的老师超过一半，完全胜任中学化学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中学化学教学设计、教

学技能训练、教师语言等课程教学。拥有“配位化学和功能材料”山东省“十二五”高校重

点实验室、山东省高等学校骨干学科教学实验中心（化学化工实验中心）立项、“应用化学”

德州学院校级重点学科等学科建设基础，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自筹项目（化学工程

与工艺、化学、材料化学、环境工程）的建设专业之一。

化学（师范类）专业的就业率高，就业岗位广，涵盖化学、化工、能源、材料、环保、

医药、轻工等领域从事教育教学与培训、质检、分析化验、材料制备、药物合成、技术开发、

生产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以及产品销售与市场推广等多方面工作，还有部分毕业生考取事业

编和公务员。化学专业学生基础扎实，考研率高，近五年的考研率均接近 50%，其中 2014 届

54%，2015 届 46%，2016 届 39%，2017 届 46%，2018 届 43%，其中半数考生考取“211”,“985”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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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2019 年考研学生录取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录取学校 序号 姓名 录取学校

1 张猛 江苏大学 41 朱庆文 西北大学

2 颜冉 东北大学 42 吴晓春 南昌大学

3 展海银 南开大学 43 孙逢栋 天津理工大学

4 董艳霞 长安大学 44 马壮 北京工业大学

5 彭辉 北京科技大学 45 刘丽娟 常州大学

6 刘美丽 江苏大学 46 刘媛 上海大学

7 贾如月 山东科技大学 47 周旭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 盛选一 东北师范大学 48 冯华津 大连理工大学

9 郝恬 北京化工大学 49 薛玉杰 天津工业大学

10 张越 北京林业大学 50 鲁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1 冯建华 天津工业大学 51 王杰 青岛科技大学

12 赵秀英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2 孔静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3 王秋苏 南京师范大学 53 于倩 苏州大学

14 王文乐 东华大学 54 张梅雨 中国海洋大学

15 谢方方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55 许玉威 合肥工业大学

16 曹佩 长春工业大学 56 房玉 海南大学

17 雪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57 于亚迪 河北工业大学

18 徐金晓 青岛农业大学 58 肖宇鸿 合肥工业大学

19 孙鲁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59 庞现才 青岛科技大学

20 马雨欣 青岛理工大学 60 郭彤 贵州大学

21 尹丽娜 西安石油大学 61 杨昊华 齐鲁工业大学

22 魏莹 山东理工大学 62 王勇强 沈阳药科大学

23 刘状 山西大学 63 张浩 江苏海洋大学

24 牛志逢 西安石油大学 64 庞怀鹏 齐鲁工业大学

25 郑霄晗 天津科技大学 65 王英 常州大学

26 袁丽媛 齐鲁工业大学 66 刘艳颖 南昌航空大学

27 姚艺伟 天津理工大学 67 温洪梅 齐鲁工业大学

28 王娇 天津理工大学 68 杨新哲 内蒙古工业大学

29 段世鑫 齐鲁工业大学 69 尹格 常州大学

30 王玉茹 浙江工业大学 70 王文静 昆明理工大学

31 杨珺 广西师范大学 71 李姗珊 东北大学

32 杨欣镭 北京化工大学 72 周文静 太原理工大学

33 张忠成 青岛科技大学 73 李笑迎 东华大学

34 周超 青岛科技大学 74 王秋丽 北京化工大学

35 王洋洋 西北大学 75 黄艳 上海师范大学

36 邓彤彤 北京理工大学 76 张盼 南京师范大学

37 赵壮壮 太原理工大学 77 张明明 安徽中医药大学

38 刘冬 东北大学 78 公海英 上海大学

39 薛立成 中国海洋大学 79 秦广山 辽宁大学

40 吕俊芳 苏州大学 80 王文青 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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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录取学校 序号 姓名 录取学校

81 祝桂军 河北工业大学 112 杜欣洁 天津理工大学

82 金杰 太原理工大学 113 崔潇潇 辽宁大学

83 刘雪婷 中国海洋大学 114 张庆民 上海师范大学

84 王亚欣 南京师范大学 115 刘家琦 中国海洋大学

85 孟一帆 东北大学 116 陈媛媛 苏州大学

86 张妍娉 北京化工大学 117 秦梦娇 南京师范大学

87 赵旭 太原理工大学 118 李超 南昌大学

88 万春腾 大连理工大学 119 刘丙浩 河北大学

89 王磊 南京师范大学 120 高文丽 陕西师范大学

90 臧鹏超 太原理工大学 121 王鼎明 青岛科技大学

91 赵帅 南京工业大学 122 赵静 太原理工大学

92 张宁馨 中国海洋大学 123 王慧 河北大学

93 李永仓 青岛科技大学 124 刘栋青 上海师范大学

94 潘玉博 山东理工大学 125 马俊杰 南昌大学

95 付浩岩 青岛科技大学 126 钱建磊 安庆师范大学

96 王瑞云 南京师范大学 127 张海清 中国海洋大学

97 陈璐 福州大学 128 张洁 长春工业大学

98 冯文立 南京师范大学 129 马文婷 重庆大学

99 殷冰倩 南京师范大学 130 曹西颖 华南师范大学

100 张子翔 青岛科技大学 131 姜风轩 绍兴文理学院

101 武仲兰 青岛农业大学 132 李瑜 江西理工大学

102 王钦圣 山东理工大学 133 秦一洲 浙江师范大学

103 闫新飞 中国海洋大学 134 金栋女 大连工业大学

104 张鑫 浙江理工大学 135 牛晓慧 天津科技大学

105 张金珠 江苏科技大学 136 安雪 青岛大学

106 李婷婷 西安工程大学 137 王晨曦 内蒙古农业大学

107 刘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38 刘旭 济南大学

108 李振清 浙江工业大学 139 马晴晴 山东理工大学

109 武素信 山东科技大学 140 单聪聪 山东科技大学

110 高泽松 上海电力大学 141 孙小东 西北大学

111 刘安宁 山东科技大学 142 马金秀 湘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