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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环境、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的考研学子： 

欢迎你到上海电力大学来 

（工科、理科、学硕、专硕都可以，录取后 100%为学硕） 

接收调剂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0817）：化学工艺（081702）、应

用化学（081704）、材料化学工程（0817z1）、环境化学工程（0817z3）

二级学科 

调剂条件：（1）考研初试成绩达到国家一区最低录取线。 

（2）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 第一志愿为工科（学科代码以 08开头）学硕或专硕，初试

科目含英语一（201）、数学二（302）或数学一（301）； 

② 第一志愿为理科（学科代码以 07开头），初试科目含英语一

（201）、数学二（302）或数学一（301）； 

③ 第一志愿为 985/211高校或中科院理科或工科学硕，初试科

目含英语一（201）、自主命题数学。 

④ 第一志愿为理科（学科代码以 07开头），初试科目含英语一

（201），但不含数学。复试必须加考数学，要求成绩达到 72

分以上（120 分卷），考试范围为高等数学（上册），考试内

容以基础知识为主。 

⑤ 第一志愿为工科专硕，初试科目含英语一（201），但不含数

学二（302）或数学一（301）。复试必须加考数学，要求成绩

达到 72 分以上（120 分卷），考试范围为高等数学（上册），

考试内容以基础知识为主。 

（3）本科教育有一定化学背景，至少修过一门化学类基础课（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水化学、

普通化学、基础化学、大学化学、综合化学、工程化学 等）。 

复试录取率：历年复试平均录取率在 98%以上。 

调剂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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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邮件预调剂申请：从上海电力大学（学院）官网（组织机构    环境与

化 学 工 程 学 院      表 格 下 载      研 究 生 招 生 ，

http://hhxy.shiep.edu.cn/1224/list.htm）下载并填写附表 1“上海电力大学调剂申请

表”，发至邮箱 wangluochun@shiep.edu.cn、wangluochun1968@sina.com。  

（2）正式申请：研招网调剂系统开通后，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申请。 

（3）复试科目考试大纲下载网址：同上海电力大学调剂申请表下载网址，

http://hhxy.shiep.edu.cn/1224/list.htm。 

（4）复试咨询联系方式：王老师（13371895943）。 

招生规模 

招生规模近几年来呈快速增加趋势，2018 年计划招生 130 名。 

 

 

 

 

 

 

 

 

 

硕士点历年招生规模 

学生待遇 

复试补贴：参加复试被录取学生新生报到时凭车票报销复试往返路

费和新生报到路费（按动车二等座或普通车型硬卧标准）。  

学费标准：每人每年 7500 元，每学年收一次。  

住宿费：每年 1200 元。  

奖学金：一年级设立入学奖学金（共三等），一等比例为 20%、金额

为 10000 元，二等比例为 30%、金额为 8000 元，三等比例为 40%、金

额为 6000 元。二年级和三年级分别设立学业奖学金和科研奖学金（共三

mailto:wangluochun@shiep.edu.cn
mailto:wangluochun@shie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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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等金额为 10000 元，二等金额为 8000 元，三等金额为 6000 元。

学校还设立国家奖学金（20000 元）、校长奖学金（5000 元）、院长奖学

金（3000 元）、企业奖学金等。企业奖学金有亚太财富（4000 元）、浙能

（2000 元）、中海阳（2000 元）、中天科技（1000 元）等奖学金。此外

学院还有高水平成果奖励（科创获奖、高水平论文、授权专利等）。  

生活津贴：每人每年 7200~20000 元。  

勤工俭学：设有助教、助管、助研等岗位。  

就业情况 

历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其中 40%进入电力相关企业，2018 届毕业生继续

深造攻博率达到 34%。本学科毕业学生适合的就业领域有：（1）新产品开发  包

括电源材料、纳米材料、防腐材料、精细化工产品等的研发；（2）水处理技术开

发及工艺设计，包括纯水制备，如电厂锅炉用水、医用纯水、电子工业用超纯水

等的生产；直饮水的生产；微污染水源的处理；废水回用工艺的开发等；（3）污

染控制技术开发及工艺设计  包括大气、废水、固体废物等处理或资源化技术和

工艺的研究；（4）水质、大气监测以及材料性能测试。 

历届研究生就业去向  

就业领域  代表性单位  

电力行业  电力公司，发电公司，核电公司等  

电力相关行业  
电力设计院，西安热工研究院，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技术研究有限

公司，电力建设及安装公司，电器科学研究所，电建装备研究院，变

压器公司等  

新能源行业  
空间电源研究所，新能源科技公司，钠硫储能技术公司，航天电源技术公司，

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春兰清洁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光电科技公司，光电材料公司等 

环保及质量监督  
环境监测中心，环境保护研究院，环境保护局，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

（大型）环保公司，商品检验公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技术

公司，质量技术服务公司等  

教育  
上海电力大学，教育培训公司，教育信息咨询公司，文化传播公司，

琼州学院，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等  

其他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远东控股集团，海事技术公司，基础工程公司，徐工机械，设计事务所，

立信资产评估公司，燃气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立邦涂料，凯密特尔化学品等 

读博深造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硅酸盐所，苏州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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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暨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上海大学，长安大学  

复试时间及内容 

第一批复试时间在研招网调剂系统开通当天，第二批复试时间在研

招网调剂系统开通后 4-5 天。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专业课笔试科目不得与初试

专业课科目相同，复试专业课科目及参考书目见附表 2 和附表 3。综合

面试主要有英语听力、英语口语、专业英语和专家面试。  

学校简介 

上海电力大学是与华北电力大学和东北电力大学齐名的全国仅有的三所以

“电力”命名的本科院校之一，是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为主的全日

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一万两千余人。 

学校创建于 1951 年，1985 年 3 月更名为上海电力学院， 2018 年更名为上

海电力大学，并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学位授

权体系。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电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理工类高校。

学校设有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工

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数理

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含华东电力继续教育中心）

共十一个二级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部、体育部两个直属学部。 

学校拥有工、管、理、经、文 5 个学科门类，以工学、管理学、理学为主干

学科，共有全日制本科专业 32 个，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3 个，教育部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 1 个，上海市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拥有上海市 IV 高峰学科 1

个，高原学科 1 个，上海市一流学科 1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 6 个，市教委重点学

科 5 个。目前拥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物理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 6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术学位授权点，拥有动

力工程、电气工程、控制工程、工程管理、计算机技术等 5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2018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学校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建成国家电力公司热力设

备腐蚀与防护部级重点实验室、上海市电站自动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市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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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防护与新材料重点实验室、上海热交换系统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1 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学校拥有二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一个大学生创新基地。 

学校现有教职工 1100 余人，专任教师 790 余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

例为 51.26%。拥有“双聘”院士 1 人，入选高端人才 2 人、教育部优秀人才奖励

计划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3 人；上海市“高端人才”1 人，上

海市领军人才 1 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1 人，上海市教学名师 3 人，上海“青

年高端人才”特聘教授 13 人。 

近年来，学校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学校倡议并成立了

“ADEPT 国际电力高校联盟”，与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动力

学院、德国科特布斯勃兰登堡工业大学、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等 9 所以电力为

特色的国外大学签署了 10 校间的校际交流与合作备忘录，共商能源电力行业高

校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校与英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

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多所院校建立

了友好、互惠交流关系，签署了校际交流、合作办学等实质性合作协议；每年聘

请长短期外国文教专家和科技专家来校担任名誉教授、海外名师，进行讲学及合

作研究；积极推动暑期游学、海外实习、硕士双学位等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数日益增多；学校目前有来国外长期留学生近百名。 

2018 年 6 月，学校确定了 “分三步走”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前后，

建成能源电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到 2025 年前后，建成能源电

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到 2035 年前后，优势学科进入一流学科

行列，办成中国知名的地方高水平大学。 

学科简介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是由原电厂化学专业发展而来的，有近 60 年历史，是

我校的特色与优势学科，200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有化学工艺、应用化

学、材料化学工程和环境化学工程四个二级学科，在 2016 年全国高校学科评估

中排名非博士授权单位前 10%，2017 年入选上海市“环境与生态”IV 类高峰学

科。学科已与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签署联合培养协议，每年联合培养研究生

20-40 名。本学科是我国特别是华东地区电力人才培养、电力科学研究和电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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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的重要基地。目前华东地区电力行业中 80%以上化学化工专业人员为我校

毕业生。 

学科拥有国家电力公司热力设备腐蚀与防护（部级）重点实验室、上海市电

力材料防护与新材料重点实验室，以及上海热交换系统节能、上海电力能源转

换、上海防腐蚀新材料和上海发电环保四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教授

16 人、副教授 24 人，校内硕士生导师 37 人，校外兼职硕士生导师 24 名，“双聘”

院士 1 人，多人入选国家高端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上海市高端人才。

已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近 5 年，学科承担和参与的项目

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课题和上海市科委及

企业委托项目近 300 余项，科研经费 5000 余万元。某些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曾荣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

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10 余项。 

学科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学生通过科创项平

台，取得较好成绩。近 5 年，研究生获上海市优秀硕士生论文 2 篇，发表 ESI 论

文 11 篇（高被引）、SCI 收录论文近 238 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0 余项，获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 2 项，上海市大学生科创杯二等

奖 3 项、三等奖 11 项，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上海）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

鼓励奖 3 项，“协鑫杯”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大赛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4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和优秀奖 2 项，上海市大学生先进材料创新创意大赛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7 项和优胜奖 3 项。多人考取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大学等 985/211

高校和中科院博士生。 

一、化学工艺（081702） 

化学工艺学科，主要从事异相催化工艺，催化剂的设计、模拟优化与评价等

研究工作，结合完备的催化剂表征手段，对催化反应的机理、催化性能及应用进

行系统的探讨与研究。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表面催化，电化学分析与催化以及气

液连续流动相催化等。化学工艺学科同时从事大气环境污染控制新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等的研究，已在烟气脱硫脱硝等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主要研究方向有：（1）表面催化；（2）电化学分析与催化；（3）气液连续流

动相催化；（4）工业烟气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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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化学（081704） 

应用化学学科，主要从事电力生产过程中的电厂热交换系统阻垢、缓蚀、节

能，纯水处理，冷却水处理，污水回用，以及水平衡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

的研究；从事电力材料的腐蚀与防护机理及控制技术、电力储能技术研究；从事

绿色水处理药剂、化学电源材料、纳米材料以及防腐蚀材料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已在腐蚀电化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研制开发了多

种绿色水处理药剂，并将有关成果应用于电力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主要研究方向有：（1）电厂化学；（2）应用电化学；（3）工业水处理；（4）

金属腐蚀与防护。 

三、材料化学工程（0817z1） 

材料化学工程学科，重点围绕可再生能源应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应用电化

学、储能电池、能源转换技术、环境保护开展理论研究和新材料开发，解决材料

腐蚀与防护、储能技术、太阳能光解水制氢、燃料电池、环境污染治理等应用过

程中的瓶颈问题，注重纳米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等新型材料在能源领域的应用，

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广泛应用。 

主要研究方向：（1）电力储能材料；（2）电网腐蚀与防护；（3）太阳能光电

催化及应用；（4）电子信息材料及器件；（5）功能薄膜材料及器件设计。 

四、环境化学工程（0817z3） 

环境化学工程学科，主要从事环境污染控制及废物资源化新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等的研究；从事污染治理工艺过程技术与设备的开发、设计和模拟优化等

研究工作；从事新型光催化剂的研究和开发。已在废水处理过程污泥减量化、污

水处理过程数学模拟与运行优化、温室气体减排、污染物光催化治理、饮用水消

毒副产物控制以及初期雨水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主要研究方向有：（1）污水处理及资源化；（2）电厂水处理；（3）大气污染

控制；（4）环境功能材料；（5）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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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双聘”院士：孙世刚 

国家高端人才：李和兴，邵立冬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张大全，刘海梅 

上海市高端人才：李和兴，徐群杰，姚伟峰，邵立冬，陈文博，杨海申，张大全，

闵宇霖，周振，吴强，邹祺，范金辰 

教 授：李和兴，徐群杰，刘海梅，张大全，姚伟峰，张俊喜，葛红花，邵立冬，

陈文博，杨海申，闵宇霖，王罗春，廖强强，周振，赖春艳，王保峰 

校外兼职硕导：蔡文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复旦大学博导），赵国华（同

济大学博导），马紫峰、罗正鸿（国家高端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博导），

杨立、王久林（上海市高端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博导），苏远海（中组部

高端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博导），李林森（上海市青年高端人才、上海交

通大学博导），陈晓东（上海日之升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

领军人才），郭志刚（浙江天能集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白力（上海康

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高端仪器设备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JEM-2100F/HR） 扫描电子显微镜（JSM-7800F）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S-7510） 激光粒度分析仪（SALD-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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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拉曼光谱仪（LabRam HR Evolution） 原位红外光谱仪（Nicolet iS50） 

 

 

 

 

 

 

 

 

 

 

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1260） 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MULTI N/C 3100） 

 

 

 

 

 

 

 

 

 

X 射线衍射仪（BRUKER D8 ADVANCE） 原子力显微镜（Agilent 5500） 

 

 

 

 

 

 

 

 

 

 

 

 

 

 

 

 

 

综合热分析仪（STA 409 PC） 电化学综合测试仪（1260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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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 

张世明： 2010 年入学，考取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5 篇（一

区论文 2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毕业论文获上海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张博：2010 年入学，考取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2 篇（ESI 论

文 1 篇、1 区论文 1 篇、二区 1 篇）。 

周罗增：2010 年入学，就职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发表 SCI 论文 2 篇、EI

论文 1 篇，获国家奖学金、陈嘉庚青少年发明三等奖、上海市“科创杯”二等奖

2 项，获奖学金总额 23800 元。 

靳雪：2011 年入学，就职于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公司，发表 SCI 论文 3 篇

（一区论文 2 篇），获国家奖学金、浙能奖学金、院长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

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8000 元。 

胡大龙：2012 年入学，就职于西安热工院，发表 SCI 论文 4 篇（一区论文 1

篇、二区论文 2 篇），获国家奖学金、浙能奖学金、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二等

奖）、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获奖学金总额

36000 元。 

乔卫敏：2012 年入学，就职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厂，发

表 SCI 论文 6 篇（一区论文 1 篇、二区论文 1 篇），获国家奖学金、浙能奖学金、

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0500 元。  

袁小磊：2012 年入学，考取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3 篇（一区

论文 3 篇），获院长奖学金、 “协鑫杯”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大赛唯一特等

奖、2 项上海市“科创杯”三等奖、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鼓励奖、一等学业奖学

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22100 元。 

王大鹏：2013 年入学，就职于上海申航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发表 SCI 论文 4

篇（一区 2 篇，二区 2 篇），获国家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

获奖学金总额 34600 元。 

刘瑶：2013 年入学，考取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4 篇（一区 2

篇，二区 2 篇），获校长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

总额 31600 元。 

赵飞：2013 年入学，就职于浙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发表发表 SCI 论文

4 篇（一区 2 篇，二区 2 篇），获国家奖学金、浙能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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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7100 元。 

戴念维：2013 年入学，考取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4 篇（一区

3 篇），获校长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29600

元。 

刘其：2013 年入学，就职于上海航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表 SCI 论文 4 篇

（一区 3 篇，二区 1 篇），获二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上海市“科创

杯”二等奖，获奖学金总额 27300 元。 

郭帅楠：2014 年入学，考取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5 篇（一

区 4 篇），获国家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7000 元。 

牛天浩：2014 年入学，就职于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发表 SCI 论文 2 篇，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亚

泰财富奖学金，上海高校学生创造发明“科创杯”三等奖，获奖学金总额 40000

元。 

李志宏：2014 年入学，就职于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发表 SCI 论文 1 篇（一

区 1 篇），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8000

元。 

吴桐：2015 年入学，考取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2 篇（其中一区 1 篇，二区 1 篇），获国家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一等

成果奖学金， “协鑫杯”国际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第二

十三届上海高校学生创造发明“科创杯”二等奖，上海市大学生先进材料创新创

意竞赛三等奖，上海市大学生先进材料创新创意大赛三等奖，获奖总金额 42500

元。 

卫欢欢：2015 年入学，考取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2 篇（其中

一区 1 篇），获国家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上海高校学生

创造发明“科创杯”三等奖，获奖总金额 42500 元。 

程成：2015 年入学，考取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3 篇（其中一

区 3 篇），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总金额 45000

元。 

巩帅奇：2016 年入学，为我院材料化学工程专业在读研三学生，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一区 1 篇），获国家奖学金、远东成就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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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果奖学金，上海市大学生新材料创新创意竞赛二等奖，获奖学金总额 41500

元。 

董洁：2016 年入学，为我院在读研三学生，发表 SCI 论文 3 篇（一区 2 篇），

获国家奖学金、三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7000 元。 

施成：2016 年入学，为我院在读研三学生，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一区 1 篇），

获国家奖学金、博阳助学双创专项基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

奖学金总额 41000 元。 

宋天兵：2016 年入学，为我院在读研三学生，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一区 1 篇），

获国家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一等成果奖学金，获奖学金总额 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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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上海电力大学调剂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手机号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学历 

（本科、三本、专升本、成人本科、专科） 
 E-mail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学校电话  

第一志愿 

报考单位 
 

第一志愿报考硕士类型 

（学硕、专硕）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名称  

目前所在单位  

拟调剂我校专业 

（参见调剂信息） 

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 

二级学科： 

初 试 科 目 及 成 绩 

 政治 科目一 科目二 专业课 总分            

名称及代码 思想政治理论，101    

 
成绩     

拟参加我校复试笔试课程[参见调剂信息，高等数学（初试科目不含数学二

或数学一，或 985/211 高校或中科院自主命题数学的，必考）] 

（1） 

（2）是否加考数学 

      是    否 

本科期间修过的化学及材料类课程 

 

何时、何地、何原因受到何种奖励：  

 

备注 

本人保证所提供信息完全属实，并愿意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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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复试科目 

专业名称 复试专业课 复试加试科目 

化学工艺 

（081702） 

F015 无机化学 B（适于初试未考无机化学科目的考生）；F016 有机化

学；F017 分析化学；F018 化工原理 B（适于初试未考化工原理科目

的考生）。 

F015、F016、F017、F018 任选一科，但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以下两种情况复

试必须加考数学。

① 第一志愿为理

科，初试科目含英

语一（201），但不

含数学二（302）

或数学一（301）；

② 第一志愿为工

科专硕，初试科目

含英语一（201），

但不含数学二

（302）或数学一

（301）。 

应用化学 

（081704） 

F015 无机化学 B（适于初试未考无机化学科目的考生）；F016 有机化

学；F017 分析化学；F022 物理化学 B（适于初试未考物理化学科目

的考生）。 

F015、F016、F017、F022 任选一科，但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材料化学工

程 

（0817z1） 

F015 无机化学 B（适于初试未考无机化学科目的考生）；F016 有机化

学；F017 分析化学；F019:材料科学基础；F022 物理化学 B。 

F015、F016、F017、F019、F022 任选一科，但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环境化学工

程 

（0817z3） 

F015 无机化学 B（适于初试未考无机化学科目的考生）；F016 有机化

学；F017 分析化学；F020 环境化学；F021 环境监测。 

F015、F016、F017、F020、F021 任选一科，但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附表 3  复试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出版社及出版年份 作者 

F015 无机化学 B 《无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 

F016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天津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 

F017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华东理工大学等 

F018 化工原理 B 

《化工原理》（上、下册）（第

三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陈敏恒 等编 

《化工原理》（上、下册）第

三版 
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姚玉英 等编 

F019 
材料科学基

础 

《材料科学基础教程》（第三

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赵品  等编 

F020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戴树桂 

F021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奚旦立、孙裕生 

F022 物理化学 B 《物理化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 

F xxx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上册（第 7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