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６　 石油化工类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化学工艺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化学工业生产运行和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和化工生产企事业单位，从事化工生产的运行、化工生产设备与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操作，也可从事化工生产过程的质量检测、化学实验室操作、化工物流与化工

产品销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具有化工安全生产、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能应用化工生产、设备运行、在线分析等基础知识，进行相关操作；
３ 能识读化工工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和设备结构图；
４ 能根据操作规程运行化工产品生产装置，会分析化工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工艺参数、选择

化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

５ 能使用和维护化工生产用机电设备和仪表；
６ 能分析、判断和排除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和常见故障；
７ 能从事化工产品物流、化工产品销售等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工生产基础、化工制图、ＨＳＥＱ与清洁生产、化工质量检测、化工单元操作、化工常用设备、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学反应操作、化工典型装置运行等。

在校内进行化工仿真实训、专业实训；在化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石油化工、基本有机化工、无机化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盐化工、高分子化工

对应职业（岗位）

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６－０３－０１）、煤化工生产人员（６－０３－０３）、化学肥料生产人员（６
－０３－０４）、无机化学产品生产人员（６－０３－０５）、基本有机化学产品生产人员（６－０３－０６）、合成树
脂生产人员（６－０３－０７）、精细化工产品生产人员（６－０３－１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化工总控工、化工工艺试验工、无机化学反应工、有机合成工、化工生产操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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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工业分析与检验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工业分析与检验的操作和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化工、石油、医药、轻工、冶金、地质、矿业、建材、环保等企事业单位，

从事原材料、化学品、工业半成品及成品的分析与检验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技能和环境保护意识，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安全生产；
２ 具有微生物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查阅国家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资料的初步能力，能按照常规化学分析或仪器分析法

对常见化学品进行分析与检验；

４ 能按仪器说明书制定仪器操作规程；
５ 能进行试样采集和试样预处理；
６ 能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准确报告结果；
７ 能操作、维护和保养常见分析仪器及辅助设备。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工业分析技术、环境监测、实验室组织与管理、化学实验技

术、文献检索、常用分析仪器维护等。

在校内进行工业分析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化工分析、质量检验

对应职业（岗位）

化学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１）、材料成分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２）、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６－２６－０１－
０３）、食品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８）、电厂水化验员（１１－００９）、水质检验工（１３－０５５）、煤气化验工
（１３－０７２）、锅炉水质化验工（１３－０８２）、化验分析工（１７－１１０）、产品化验分析工（１８－４９７）、仪器分析
工（３９－２５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化学检验工、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食品检验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业分析与检验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石油炼制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石油炼制、基本化工原料生产的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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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以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生产化工原料的企业，从事石油、天然气

化工原料生产、石油产品生产工艺运行与控制、设备操作与维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石油炼制生产操作规范，具有石油产品安全生产、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具有识读工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设备结构图和工作原理图的能力；
３ 具有工艺计算、正确处理实验和生产数据的能力；
４ 掌握石油炼制的基本知识生产过程，具有现代石油、天然气化工原料生产操作的初步

技能；

５ 能根据石油产品生产工艺操作规程要求，运行与控制石油产品生产装置；
６ 掌握化工机械、电、气和工业仪表的基本知识，能操作石油产品生产用机电设备及仪表；
７ 能初步分析、判断和排除石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和常见故障；
８ 具有进行化学、化工实验操作的基本技能；
９ 了解石油、天然气储运的有关知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基础、电气及工业仪表、化工生产基础、石油化工概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ＨＳＥＱ 与清
洁生产、化工单元操作、石油炼制工艺、炼油过程及设备等。

在校内进行石油炼制及仿真实训、石油炼制专业实训；在石油炼制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燃料油生产工（６－０３－０２－０１），润滑油（６－０３－０２－０２）、脂生产工，石油产品精制工（６－０３－０２
－０３），油制气工（６－０３－０２－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燃料油生产工，润滑油、脂生产工，石油产品精制工，油制气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炼油技术、石油化工生产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化工机械与设备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化工机器及设备安装与维修施工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化工行业的相关企业，从事化工机器、化工设备及管路的安装、调试、

维护、检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化工机器及设备安装维修操作规范，具有化工生产安全、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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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运用化工生产、电、气、仪和化工机械、化工设备的基本知识，正确安装与维修化工生产装
置与化工管路；

３ 能识读化工工艺流程图、化工设备布置图和化工设备图，看懂随机技术文件；
４ 能正确理解化工机器及设备安装、维修施工方案和检修工艺规程等文件；
５ 熟悉典型化工机器及设备的基本结构、主要零件材质；
６ 掌握化工机器及设备试车、管路试压技术；
７ 能对化工装置进行防腐、绝热施工。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工制图、化工原理与设备、化工机器、化工安全技术、腐蚀与防护、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化

工管路安装、化工机械检测、化工装置检修、化工检修焊工等。

在校内进行化工检修钳工技能训练、机械安装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化工机械安装与调试、化工管路安装与试压、化工生产装置维修、化工设备腐蚀与防护、化工

机器检测与故障诊断

对应职业（岗位）

化工检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化工检修焊工（６－０４－０２－０５）、化工检修铆工（６－０４－０４－
０１）、化工检修管工（８－００－００－０１）、防腐蚀工（６－０３－０１－１５）、化工清洗工（１６－１９２）、带温带压
堵漏工（Ｘ６－０６－９９－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化工检修钳工、化工清洗工、带温带压堵漏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化工生产装备技术

本科：过程装备与控制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系统的运用与维修人员及相关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和化工行业以及核工业、化学制药、轻工、冶金、食品等相关行

业，从事仪表和自动化系统的安装、使用、运行、维护、维修以及车间和工段的技术、管理工作和相

关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具有化工生产安全、节能和环境保护意识；
２ 能运用电工与电子技术、自动化系统基本知识，进行仪表和自动化系统的使用、安装、运

行、维护；

３ 能进行仪表测量、仪表调节和智能仪表的选用、调校、维护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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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能合理选择自动化控制方案，并具有参数设定的初步能力；
５ 能在仪表及自动化运行系统中正确处理实验和生产数据；
６ 能进行化工仪表及自动控制相关产品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测量仪表、调节仪表、自动化基础知识、过程控制技术、计算

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控制系统（ＤＣＳ系统）等。
在校内进行仪表与自动化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系统安装与维修、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产品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化工仪表维修工（６－２６－０４－０７）、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安装试验工（６－０７－０１－０５）、工业自
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修理工（６－０６－０２－０１）、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化工仪表维修工、维修电工、化工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维护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精细化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精细化工生产操作人员及产品销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精细化工产品生产企业，从事精细化学品生产的工艺运行、设备维护

及产品销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精细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具有精细化工生产安全、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意识；
２ 能运用化学、化工基础知识，进行化工实验操作和精细化工产品生产操作；
３ 能识读一般的精细化工生产流程图、设备图等技术图纸；
４ 能选择精细化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并能操作精细化工生产用机电设备及仪表；
５ 具有现代精细化学品生产操作的初步技能，能初步分析和选择精细化学品生产的工艺流

程、主要工艺参数；

６ 能根据操作规程正确运行精细化工生产装置；
７ 具有一定的精细化工产品质量分析及产品质量控制能力；
８ 能从事精细化学品的营销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化学、化工单元操作、有机合成单元过程、化工分析、工业电器及仪表、化工设备机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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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ＨＳＥＱ与清洁生产、精细化学品工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精细化工生产操作等。
在校内进行化工操作单元仿真实训；在精细化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化学制药、日用化工、涂料与胶黏剂、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精细化学品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蒸馏工（６－０３－０１－０８）、化工工艺试验工（６－０３－０１－１６）、有机合成工（６－０３－１１－０１）、农药
生物测试试验工（６－０３－１１－０２）、染料应用试验工（６－０３－１１－０４）、染料生产工（６－０３－１１－０５）、
催化剂制造工（６－０３－１１－０７）、催化剂试验工（６－０３－１１－０８）、涂料合成树脂工（６－０３－１１－０９）、
制漆配色调制工（６－０３－１１－１０）、化学试剂制造工（６－０３－１１－１１）、化工添加剂制造工（６－０３－１１
－１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化工工艺试验工、有机合成工、染料生产工、化学试剂制造工、化工添加剂制造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生物化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生物化学品生产、检验及销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生物化学品生产企业，从事生物化学品生产、检验及销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具有生物化工安全生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意识；
２ 具有运用化学、化工、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知识进行生物化学品实验和现代生物化

工生产操作的初步能力；

３ 能识读工艺流程、平面布置图、设备结构和工作原理图；
４ 具有化学、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基本实验技能及化工单元生产操作的能力；
５ 具有分析检验生物化工产品及正确处理实验和生产数据的能力，能在生物化工生产过程

中解决简单技术问题；

６ 能使用生物化工生产机械和设备，正确运行工业仪表，能初步判断、分析和排除生产过程
中的常见异常现象；

７ 能查阅文献资料和进行工艺计算；
８ 能进行生物化工产品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化学、化工单元操作、生物化学基础、微生物学基础、生物化工设备、生化反应工艺、生化

制品加工、生物制品分析检测、生化产品营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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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内进行生化生产操作技能实训、生化单元生产仿真实训；在生物化工企业进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生物制药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化学合成制药工（６－１４－０１－０１）、生化药品制造工（６－１４－０２－０１）、发酵工程制药工（６－１４－
０２－０２）、疫苗制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３）、基因工程产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５）、药物检验工（６－２６－０１－
２１）、酶制剂制造工（６－１２－０５－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酶制剂制造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生物化工工艺、生物技术及应用、生物制药技术

本科：生物工程、制药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高分子材料加工生产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高分子材料加工生产企业，从事塑料、橡胶等高分子材料加工生产、

设备维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具有高分子材料加工安全生产、节能和环境保护意识；
２ 熟悉常见高分子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及加工参数的选用；
３ 能运用电、气基础知识，维护和运行高分子材料加工设备电气设施；
４ 具有操作高分子材料加工机械的技能，能正确进行常见橡胶成型加工和塑料成型加工

操作；

５ 能测试高分子材料及其产品的性能；
６ 能初步判断、分析和排除生产过程中的常见异常现象；
７ 初步具有维护高分子加工生产设备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化学、高分子化学及物理学基础、化学实验技术、高分子加工机械基础、高聚物加工工

艺、高分子聚合反应、高分子材料性能测试等。

在校内进行高分子材料加工实习；在高分子材料加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塑料加工工艺、橡胶加工工艺、高分子复合材料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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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橡胶制品生产人员（６－０９－０１）、塑料制品配料工（６－０９－０２－０１）、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６－
０９－０２－０２）、其他橡胶和塑料制品加工人员（６－０９－９９）、复合材料加工人员（６－０３－１６）、合成材
料测试员（Ｘ６－２６－０１－４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塑料制品配料工、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橡胶炼胶工、橡胶成型工、橡胶硫化工、合成材料测

试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高聚物生产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橡胶工艺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橡胶制品生产和加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橡胶制品生产企业，从事橡胶制品生产、加工、检测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安全生产，具备一定的安全防护技能和环境保护意识；
２ 掌握橡胶产品生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应用相关知识进行生产操作；
３ 具有操作橡胶材料加工机械的技能，能进行常见橡胶处理和成型加工操作；
４ 掌握橡胶生产机械的基本知识，能运用电、气相关知识，维护和运行橡胶加工设备电气设

施，能正常操作和维护橡胶制品生产设备；

５ 具有橡胶生产分析、检测的初步能力；
６ 能测试高分子材料和产品的性能；
７ 能从事橡胶制品的保管与销售等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工生产基础、ＨＳＥＱ与清洁生产、高分子化学及物理、橡胶产品分析、橡胶加工原理、橡胶
加工制品工艺、橡胶生产机械、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产品营销等。

在校内外进行橡胶加工实习；在橡胶生产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橡胶炼胶工（６－０９－０１－０２）、橡胶半成品制造工（６－０９－０１－０３）、橡胶成型工（６－０９－０１－
０４）、橡胶硫化工（６－０９－０１－０５）、废胶再生工（６－０９－０１－０６）、轮胎翻修工（Ｘ４－０１－０５－０４）、橡胶
制品配料工（６－０９－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橡胶炼胶工、橡胶成型工、橡胶硫化工、轮胎翻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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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高聚物生产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林产化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林产化工生产运行和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现代林产化工、制浆造纸等企业，从事林木及林特产品化学加工的生

产、产品物流和产品销售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具有林产化工安全生产、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意识；
２ 掌握现代林产化工生产工艺及其主要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应用相关知

识进行生产操作；

３ 能检验林产化工原料及其产品质量；
４ 能选择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和工艺操作条件，根据操作规程运行生产装置；
５ 能使用和维护化工生产用机电设备和仪表；
６ 具有分析、判断和排除生产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和故障的能力；
７ 能从事林产化工产品物流、销售等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木材化学、林化分析与工艺实验、化工单元操作、ＨＳＥＱ 与清洁生产、松香和松节油加工、木
材热解与水解、栲胶生产工艺、制浆造纸工艺、精细化工工艺、化学反应操作、林产品营销、化工常

用设备等。

在校内进行林产化工仿真实训；在林产化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松香工（６－０３－１５－０１）、松节油制品工（６－０３－１５－０２）、活性炭生产工（６－０３－１５－０３）、栲胶
生产工（６－０３－１５－０４）、紫胶生产工（６－０３－１５－０５）、栓皮制品工（６－０３－１５－０６）、木材水解工（６－
０３－１５－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滴水法松香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核化学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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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核化工生产运行和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核工业部门，从事燃料生产和放射性物质的分析检验、辐射防护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核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具有核化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掌握核化工生产运行、核辐射防护等基础知识，并能应用相关知识进行核化工生产操作；
３ 掌握核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４ 掌握核燃料生产、射线探测原理和辐射防护的基本知识，能根据操作规程进行核化工

生产；

５ 具有同位素分离、回流水处理及放射性三废处理的初步能力，能使用和维护核化工生产
用机电设备和仪表；

６ 能运用计算机软件 ＣＡＤ、ＣＡＭ。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工生产基础、化工制图、ＨＳＥＱ与清洁生产、放射化学基础、化工单元操作、铀生产工艺学、
化工常用设备、核化学工艺、核电子学及射线探测、化工质量检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核辐射防

护等。

在校内进行核化工仿真实训；在核化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火炸药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火药、炸药制造与应用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国防和民用工业企业，从事火药、炸药制造与应用的生产操作、产品

保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火炸药生产操作规范，具有火炸药安全生产、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意识；
２ 掌握火炸药生产工艺及其主要化工单元生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应用相关知识进行

生产操作；

３ 具有查阅国家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４ 能编制火药、炸药生产与应用的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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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能选择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和工艺操作条件，根据操作规程运行生产装置；
６ 能使用和维护生产用机电设备和仪表；
７ 能判断、分析和排除生产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和常见故障；
８ 能进行火药、炸药产品的保管与销售。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工生产基础、ＨＳＥＱ与清洁生产、化工质量检测、火炸药学、火炸药制造工艺、火炸药生产
设备、测量技术、火炸药安全与环保等。

在校内进行火炸药生产实习、仿真实训；在火炸药生产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火炸药技术应用、民爆器材管理及安全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单基火药制造工（６－０３－１３－０１）、双基火药制造工（６－０３－１３－０２）、多基火药制造工（６－０３－
１３－０３）、黑火药制造工（６－０３－１３－０４）、混合火药制造工（６－０３－１３－０５）、单质炸药制造工（６－０３
－１４－０１）、混合炸药制造工（６－０３－１４－０２）、起爆药制造工（６－０３－１４－０３）、含水炸药制造工（６－
０３－１４－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黑火药制造工、单质炸药制造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０６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花炮生产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花炮生产、经营、运输、检测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检测等单位，从事烟花爆竹生产技术管

理、安全生产管理、原材料检测等工作；也可在相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从事烟花爆竹的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烟花爆竹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安全生产、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意识；
２ 掌握烟花爆竹原材料特性等基本知识；
３ 掌握烟花爆竹配方原理；
４ 了解烟花爆竹产品的结构与安全；
５ 具有烟花爆竹生产安全管理能力；
６ 掌握烟花爆竹质量检测的方法和技能；
７ 具有专业的烟花爆竹燃放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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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无机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烟花爆竹原材料及特性、烟花爆竹制作工艺、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烟花爆竹质量检测、烟花爆竹燃放与安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

在校内进行认知实习、教学实习、课程设计；在花炮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烟花爆竹生产、烟花爆竹技术和安全管理、烟花爆竹燃放

对应职业（岗位）

烟花爆竹制作工（６－２１－９９－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烟花爆竹燃放资格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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