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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Information
学校介绍

北京化工大学创办于1958年，原名北京化工学院，是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

而创建的一所高水平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重点建设院校，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北京化工大学肩负着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性、前瞻性科学研究以
及原创性高新技术开发的使命。

北京化工大学经过60年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
学、教育学、哲学、医学等学科富有特色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形成了从本科生教育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博士后流动站以及留学生教育等多层次人才培养格局。目前，学校共设有15个学院，在校全日制本科生15305
人，研究生6768人（其中博士885人），函授、夜大等继续教育学生3675人，学历留学生318人。

学校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学校现有教职工2509人，其中两院院士8人，外籍院士5人，国家“千人计划”创新
人才项目入选专家7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讲座教授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6
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3人， “973”首席科学家8人次，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专家3人，国家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3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9人，国
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5人,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8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
者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9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7人，“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入选者4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71人。

学校由3个校区组成，东校区位于北京北三环东路，交通便利；西校区坐落于北京紫竹院公园西侧，环境优
雅；新校区在昌平区南口镇，占地近两千亩，是一座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建筑高雅、低碳节能的现
代化可持续发展绿色校园。每个校区都拥有现代化的图书馆、教学大楼、田径场、大学生活动中心和一批装备先
进的教学、科研实验室。

北京化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于1961年开始创办，继续教育学院在与学校共享雄厚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的同
时，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拥有一支了解成人教育特点、成教经验丰富的教学和管理队伍，不仅保证了教学质
量，而且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受到了社会的赞誉。

继续教育学院现有各类在校生五千余人，拥有业余、函授、职业培训等多种办学形式；高中起点本科、高中
起点专科、专科起点本科等办学层次；函授教育遍布全国10个省、12个函授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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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

培养目标：我校生物工程专业在生物炼制、生物资
源与生物能源、生物催化、新型生物分离技术、环境友好
材料等领域享有较高声誉。本专业通过学习生物技术的基
本原理，使学生掌握生物工艺过程和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
与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在医疗卫生、能源环境、

轻工食品、现代农业等领域从事生物产品研究、设计、生
产、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化
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生物工艺学、生
物分离工程、生化反应工程等。

安全工程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强烈的人文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
为先导，以培养和训练解决实际工程系统安全问题的能力为
主旨，致力于解决工业领域的人、机、环境、过程、物料及
管理等安全问题，培养拥有科学方法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工
程应用人才，将执业于安全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评价、

策划、咨询、管理或标准认证等安全相关领域。

主干课程：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工程图学、电路
及电子技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化工原理、工程材料
等、压力容器安全技术、安全法律法规及监察、机电安全
技术、化工安全工程、危险化学品、安全系统工程、安全
评价、安全监控与测试技术、防火与防爆技术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化学工程、机械工程、

控制工程和管理工程等方面的知识，能在化工、石油、能
源、轻工、环保、医药、食品、机械及安全等部门从事工
程设计、技术开发、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以及工程科学研
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化学、物理、物理化学、化工计算、化工
原理、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机械设计、计
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化工装置设计、控制原
理等。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专业介绍/本科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化学工程与化学工艺方
面的基础知识，通晓化工生产技术的专业原理、专业技能
与研究方法，能在化工、炼油、能源、轻工、环保和军工
等部门从事过程工业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技术开发、

生产过程的控制、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
才。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
学、化工原理、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工计算、化工热力
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过程、系统工程、有机工艺
等。

环境工程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城市和城镇水、气、声、

固体废物等污染和给排水工程、水污染控制规划和水资源
保护等方面的知识，能在政府部门、规划部门、经济管理
部门、环保部门、设计单位、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学校
等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工
作的环境工程学科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
学、工程制图、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水污染控制工程、大
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环境监测等。

制药工程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制药工程专业的基础知
识，掌握制药生产、工程实践和工程设计的基本技能，了
解药品新资源、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与设计的基本方法，

能在医药、保健品、制药器械、食品、精细化工等企事业
单位，从事医药品的研发、生产、设计、营销、环保、管
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生物化工、化工原理、药物化学、制剂学、制
药工程、药物分析、化学反应工程、药物分析、药物法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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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的学生要具备电工技术、电子
技术、控制理论、自动检测与仪表、信息处理、计算机技
术和网络技术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一定的专业
知识，能在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检
测与自动化仪表、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管理与
决策等领域从事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运行、科技开
发及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微机原理、计
算机软件、过程工程基础、自动控制理论、过程检测及仪
表、过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控制系统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系统
地、较好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
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方法，能在科
研部门、教育单位、企业、事业、技术和行政管理部门等
单位从事计算机教学、科学研究和应用的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科的高级专门科学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原理组
成、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高级语言、汇编语言、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编译原理、系统分析与设计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与
应用能力，能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制造领域内的设
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
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英语、数学、机械制图、计算机绘图、

计算机语言、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工艺学、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工艺学、电工与电子技术、计算
机组成原理、控制原理。

工商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企业管
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
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管理学、西方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统
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法、组织行为
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等。

会计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
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
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
门人才。

主干课程：管理学、西方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

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法、财务会
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会计电算化、税法、

国际会计等。

公共事业管理

培养目标：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管理和社区管理的出
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慈善事业的兴起、跨国公司的增
多等当代社会组织形态，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便应运而生。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管理科学、经济学、社会科学方面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适应办公自动化，应用管理信
息系统所必须的计算机的技能，熟悉国家有关的法律法
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够在各
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行
政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分析、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主干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市政规划与管理、社
区管理、非政府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组织行为学、公共
危机管理、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应用与
实践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
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的基本方法，了解物联网系统设计，具有工业过程监控、

公共信息安全、自助服务管理及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知识，

能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从事信息管理以及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工作的高级专
门人才。

主干课程：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概率
论、统计学原理、计算机语言、数据结构、数据库基础及
应用、信息科学导论（物联网与智慧地球）、物联网技术
概述、物联网平台与标准、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信息
管理学、信息检索管理信息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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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培养目标：本专业通过对学生进行英语听、说、读、

写、译等方面的良好训练，要求学生掌握英语语言和文
学、政治、经济、管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知识，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语言实践技能，能在外贸、

外事、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
译、管理、教学工作的英语高级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综合英语、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听
力、英语泛读、英美文化、英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美文学、商务英语、旅游英语、英汉口译、语言学概
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等

产品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艺术设计专业的基本理论
知识，具备一定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掌握广告设计、包
装设计、标志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展示设计、装饰艺术
设计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设计市场适应能力的高级应用
型专业人才。本专业学生能够在各类广告设计公司、传媒
公司、网站、相关印刷、出版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中，从事
设计开发、推广、应用等工作。

主干课程：造型艺术基础系列课程（素描、色彩、速
写等）、艺术概论、摄影艺术、电脑辅助设计、设计史、

计算机图像处理、设计美学、图形创意、版面设计、商业
插图设计、广告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展示设计、包装设
计、网页制作等。

财务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财务
和会计专业基础，掌握现代财务理论和实际操作方法，熟
悉会计、金融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财务和金
融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通过特色课程的学习，理解专业
的内涵与外延，规划职业发展方向；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
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
力。

主干课程：初级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会计
学、企业财务报告分析、个人理财基础、企业内部控制制
度设计、金融学、证券投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税法、

资产评估、财务信息系统等。

行政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
学、法学等方面知识，具备良好的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

先进的政治理念和行政理念，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型思
维，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自觉的团队意识、奉献
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从事公共事务策划、行政协调、秘书、档案、人事管
理、人事培训等行政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人力资源管理、领导科学与艺术、组织行
为学、现代公务员制度、行政管理学前沿、人力资源测评
及其应用、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

公文写作、管理经济学等

物流管理

培养目标：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
础产业，其发展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
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加速
器”。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掌
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具有多元化
视野，面向工商企业、港口航空企业、物流企业以及政府
相关管理部门，能够从事物流规划与设计及企事业运营管
理的复合型高端物流人才。

主干课程：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技术、物流系统规
划、国际物流学、采购与仓储管理、第三方物流、电子商
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物流统计学、计算机网络、决策
理论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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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工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化工工艺领域的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熟悉化工过程生产技术、专业
原理、专业技能和研究方法，能在化工、炼油、能源、轻
工、医药、环保等行业从事工程设计、技术应用和生产管
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
化学、化工原理、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工热力学、化工
工程分析与合成、化工工艺学、有机工艺、化工设计概论
等。

药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通过引导学生学习药学学科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使其掌握药物制备、质量控
制、药物与生物体相互作用、药效学和药物安全性评价等
基本方法和技术；熟悉药事管理的法规、政策与营销的基
本知识；了解现代药学的发展动态，能在药品生产、检
验、流通领域从事药物设计、一般药物制剂及临床合理用
药等方面工作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无机化学、有机化
学、生物化学、仪器分析、物理化学、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管理学等。

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

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中起点本科和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应具有高中
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
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
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大学专
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5、我校注明为定向招生或委托培养的专业，只对特定生源
招生，社会考生请勿报考，由于误报而导致的后果由考
生承担。

6、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需按学校规定参加艺术课加
试。我校专业课加试科目为：素描与色彩。加试报名
时间为：考试院现场确认之后开始，至2018年9月15
日下午3点止。报名地点：北京化工大学东校区化纤楼
202房间，考生如不能前来，可电话报名，报名电话：

64439188。加试考试时间和地点：2018年9月16日上午
9:00～12:00，北京化工大学西校区教学楼603。考生需
自带笔和颜料。

注意：我校只招收英语语种的考生，报考专升本的考生所
报专业不受专科所学专业的限制，不需要进行专业课加试
（艺术类考生除外）。

Examinee guidelines 
报考须知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专业介绍/专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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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及录取：

考生可在当地招生部门报名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按照“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依
照招生地区的省级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所确定的最低录取控制线，根据招生计划，分专业，按考生第
一志愿以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北京地区考生于8月底至9月初（以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www.bjeea.cn进行网上报名和交费，并按网报要求到所选区县指定的报名确认点进行确认。

报名成功后于10月最后一个周末（以教育部公布时间为准）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

毕业证书及学位授予：

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由北京化工大学颁发由教育部统一印制的毕业证
书，国家承认学历。本科毕业并符合我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

收费标准：

北京地区业余学生学费标准按照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物价部门备案的标准执行（如下表）。外埠函授学 生 学 费
标准可参照北京地区学费标准制定，但须按照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教材费由学生自理。如上级主管部门有新的
文件精神，按新规定执行。

层次 科类 学习年限 收费办法

高起本

文、理兼收 5年 2030元/年

理科 5年 2720元/年

艺术类 5年 3190元/年

外语类 5年 2610元/年

专升本

经管 2.5年 2436元/年

理工 2.5年 2880元/年

艺术类 2.5年 3828元/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2018年10月下旬最后一个周末（以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

* 我校只招收英语语种考生

  高中起点专科   高中起点本科 专科起点本科

理工类：语文、数学（理）、英语
文史类：语文、数学（文）、英语

理工类：语文、数学（理）、英语、理化
文史（外语）类：语文、数学（文）、英语、史地
艺术类：语文、数学（不计成绩）、英语、史地

理工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经管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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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人高等教育北京地区业余学习
招生地点及专业设置

地区 层次 专业 学制 科类 上课时间 联系方式

东
校
区

高
起
本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报考此类别下
专业的考生入学后共同组

班，一定年限后自由选择专
业进行分专业教学

5年

文理
兼招

星期日上
课

北京市朝阳区
北三环东路15号

北京化工大学东校区          
010-64439188           

注：社会考生请勿报
考委托培养专业

财务管理

会计学

英语（委托培养）
外语
类

产品设计（委托培养） 艺术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科

专
升
本

自动化
机械电子信息类，报考此类
别下专业的考生入学后共同
组班，一定年限后自由选择

专业进行分专业教学

2.5年

理工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环境工程
生物化工类，报考此类别下
专业的考生入学后共同组

班，一定年限后自由选择专
业进行分专业教学

生物工程

制药工程

会计学

工商管理类，报考此类别下
专业的考生入学后共同组

班，一定年限后自由选择专
业进行分专业教学

经管类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

行政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类，报考此类
别下专业的考生入学后共同
组班，一定年限后自由选择

专业进行分专业教学公共事业管理

产品设计 艺术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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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层次 专业 学制 科类 上课时间 联系方式

北京市
工业技
师学院
教学站

高
起
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委托培养）

5年 理科

星期六上
课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1号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010-65593884           
注：社会考生请勿报考委托

培养专业

环境工程（委托培养）

专
升
本

环境工程

2.5年 理工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昌平区
成人学
校教学

站

专
升
本

会计学

2.5年
经管类

双休日一
天上课 北京市昌平区东环路88号   

北京市昌平区成人学校    
 010-69746074
010-89701404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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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函授教育招生省份及专业设置

地区 层次 专业 学制 科类 联系方式

贵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5年

经管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松岭路49号              

0851-4717019

会计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环境工程

高起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5年
理科

工商管理 文理

辽宁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委托培养） 2.5年 理工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省锦州市重庆路二段5号          
0416-4154544

甘肃

高起专 应用化工技术（委托培养）

2.5年

理科

甘肃省化工高级技校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州中路5号

0931-8330557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安全工程

海南

高起专
应用化工技术

2.5年

理科

海南天明职业技术学校
海口市白龙南路46号省干部教育中心108室                         

0898-65377755

药学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

吉林

高起专 应用化工技术（委托培养） 2.5年 理科
吉化公司职工大学0432-63967561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委托培养） 2.5年 理工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年 理工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432-64644337
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宁夏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年 理工
宁夏工业职业学院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5号         
 0951-697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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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层次 专业 学制 科类 联系方式

山西

高起专 应用化工技术 2.5年 理科

太化集团职工大学              
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南三巷13号

0351-6084874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年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动化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

工商管理
经管

会计学

高起专 应用化工技术

2.5年

理科

天脊大学                      
潞城市天脊大道389号       

 0355-6890483  专升本

工商管理 经管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自动化

新疆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年 理工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南路西四巷259号  
0991-6860167

安全工程

环境工程

广西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年

理工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秀灵路37号 

0771-38281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经管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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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学校联系方式：

北京化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招生咨询电话：010-64439188

网  址：http://www.chengren.buct.edu.cn

校本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5号（校本部），邮编：100029

乘车路线（校本部）：北三环沿线车辆至和平东桥西下车即到，或乘坐地铁5号线

和平西桥站下车B口，过马路即到，地铁10号线惠新西街南口下车往南500米路东,

地铁13号线光熙门站下车往西800米路北。

函授站（教学点）联系方式 

北京化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微信公众号

地区 函授站（教学点）详细地址 电话 联系人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校本部东校区）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5号
010-64439188 张老师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成人教育中心教学站
北京市昌平区东环路88号

010-69746074
010-89701404

王老师

北京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教学站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1号

010-65593884 孙老师

北京
奥鹏远程教育北京海淀学习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东路白塔庵5号院北京开放大学北校区2号楼611

010-82160925 李老师

山西
太化集团职工大学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南三巷13号

0351-6084874 闫老师

山西
天脊大学
山西省潞城市天脊大道389号

0355-6897145 张老师

辽宁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省锦州市重庆路二段5号

0416-4154544 王老师

吉林
吉林省吉化公司职工大学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山路36号

0432-63967561 孙老师

吉林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省吉林市江南恒山路15号

0432-64644337 姜老师

新疆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米东区乐民路1023号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学术
一楼

 0991-6860157 胡老师

贵州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松岭路49号

0851-84717019 唐老师

海南
海南天明职业技术学校
海南省海口市白龙南路46号省干部教育中心108室

0898-65377755 赵老师

甘肃
甘肃省化工高级技校
甘肃省兰州新区西岔园路贺兰山大道北段1169号

0931-8330557 史老师

宁夏
宁夏工业职业学院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5号

0951-6970900 黄老师

广西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秀灵路37号

0771-3828101 梁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