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是 创新 笃行 致强



师资力量
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学院院

长、研究所所长赵震是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辽
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沈阳师范大学特聘
教授，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能源与环
境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是能源、
化工、环保领域的知名学者。

以赵震教授为核心，学院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科研能力
强，团结向上的学术队伍现有职工68人，其中专任教师57人，其中，

学院概况

化学化工学院是隶属于沈阳
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2015年12

月由化学系和能源与环境催化研
究所组建而成。化学系创办于
1987年，是沈阳师范大学创办最

早的十个院系之一，经过多次搬
迁和多种磨练，克服重重困难，
创造了学院发展史上的辉煌，为
化学化工学院的组建和发展奠定

了厚重的基础；能源与环境催化研究所创建于2015年3月，是由全国知名的
催化学者赵震教授领衔的校属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化学、应用化学和能源化学工程三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
493人。1987年化学师范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1993年应用化学专业开始招
收本科生，2018年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开始招收工科本科生。学院现有化学
和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在校研究生105人。2005年化学工程与技
术学科获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8年化学学科获批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至此，师范和非师并存、理工交叉融合发展的学科、专业体
系建设初步形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师资及各类人才，为国家
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提供了优质智力支持
和技术支撑。

化学化工学院经资源重组和优化，凝练并打造了“材料化学制备技术

与应用”“油气资源高效转化催化技术”“大气污染排放控制技术”“新
能源高效转化利用技术”“复杂体系分离分析技术”五个优势特色发展方
向，为学院打造学科高地、勇攀科技高峰、争创特色一流奠定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

教授11人，副教授24人，讲师22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53人，占教师总数的
93%。团队中，拥有国家和省部级等人才称号的人员共计59人次。

学院拥有“一带一路”国际联合能源与环境催化研究中心、“能源与环境

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油气资源高效转化与清

洁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省发改委工程研究中心等系列国际、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科研环境

序号 人才称号 人数

1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
2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
3 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 2人
4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
5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人
6 辽宁省优秀专家 1人
7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1人
8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人
9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省杰青） 6人

10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2人
11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2人
12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 11人
13 沈阳市杰出人才 1人
14 沈阳市领军人才 3人
15 沈阳市拔尖人才 3人
16 沈阳市高级人才 13人
17 校百人领军人才 1人
18 校百人拔尖人才 3人
19 校百人青年优秀人才 2人



学院拥有一批高层次的教学与科技创新平台和功能性实验室。现有
“能源与环境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油气
资源高效转化与洁净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辽宁省发改委工程研究中心；
“油气资源高效转化与洁净利用”辽宁省重点实验室等3个科技厅重点实
验室；“复杂体系的分离与分析” 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等2个教育厅重
点实验室。设有基础化学实验室、综合化学实验室、大型仪器实验室、材
料制备与评价等50余个功能性实验室和1个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位于沈北
光谷科技城）

在仪器设备方面，学院拥有x射线光电子能谱、x射线衍射仪、红外-热分析-

质谱联用仪、拉曼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红外光谱仪、物理

化学吸附仪等先进的仪器设备，设备总值近亿元。用于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实

验教学的实验室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面积4000平方米。并

且拥有XPS、XRD、FT-IR-TG-MS联用仪、Raman光谱仪、ICP-MS、物理化

学吸附仪等先进的仪器设备近5000万元。

实验室 设备

超算集群室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同步热分析-质谱联用仪 拉曼光谱仪



科研成果
近五年来，学院主持了省部级及国家级项目46项，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31项；与企业合作横向课题21项，经费金额
2500余万元；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6项；发表论文300余篇，230余篇已被
SCI和EI检索收录

2015年以来，学院主持科研项目12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22项，特别是院长赵震教授团队获批科技部和基金委重大重点支持项
目持，实现了学校理工类学科国家级重点项目的突破。同时，获批其他省
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包括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沈阳市重点研发计划、
沈阳市百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省部级重点项目，目前学院获批总经
费4300余万元。

代表性论文展示

近五年来，学院发表论文300余篇，200余篇已被SCI和EI检索收录。

学院先后组织了3次国内学术会议，参会总人数超过1200余人。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影响因子
三大检索
收录情况

Atomic-Scale Insights into the Low-

Temperature Oxidation of Methanol over 

a Single-Atom Pt1-xCo3O4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16.836 SCI一区

Enhanced activity and sulfur resistance for 

soot combustion on three-dimensionally 

ordered macroporous-mesoporous 

MnxCe1-xOδ/SiO2 catalysts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6.683 SCI一区

Graphene-wrapped Pt/TiO2 photocatalysts 

with enhanced photogenerated charges 

separation and reactant adsorption for 

high selective photoreduction of CO2 to 

CH4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6.683 SCI一区

Efficient photocatalysts of TiO2

nanocrystals-supported PtRu alloy 

nanoparticles for CO2 reduction with H2O: 

Synergistic effect of Pt-Ru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6.683 SCI一区

AuPd/3DOM-TiO2 catalysts for 

photocatalytic reduction of CO2: High 

efficient separation of photogenerated 

charge carriers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6.683 SCI一区

Boron doped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with 

acid-base duality for cycloaddition of 

carbon dioxide to epoxide under solvent-

free condition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6.683 SCI一区

Design of MoFe/Beta@CeO2 catalysts with 

a core-shell structure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s for the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of NO with NH3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6.683 SCI一区

Reversible Mechanochromic Delayed 

Fluorescence in 2DMetal–Organic 

Micro/Nanosheets: Switching Singlet–

Triplet States through Transformation 

between Exciplex and Excimer

Advanced Science 15.840 SCI一区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项目类别 立项部门
批准经费
（万元）

洁净柴油车尾气高效催化剂：NOx 和
PM 减排基础与技术研发

国家级
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
计划政府间/港澳台重

点专项项目
国家科技部 355

高分散隔离活性位催化剂上甲烷等低
碳烷烃的活化与选择转化

国家级
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

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335

柴油机尾气排放PM2.5及其前体污染
物催化-等离子体协同净化基础研究

国家级
基金委-辽宁省联合基

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50

同时消减船舶尾气炭烟颗粒和NOx排
放的高效催化剂

国家级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83

乙、丙烷选择氧化制含氧化合物和烯
烃骨架限域的高分散隔离活性位催化
剂研究

国家级 重大研究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81

基于原位表征技术和活性位结构可控
调变的多级孔炭烟燃烧催化剂研究

国家级 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65

特殊形貌和特定晶型锰基氧化物催化
剂的设计、制备及其催化炭烟催化性
能研究

国家级 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64

CoM/g-C3N4光催化氨硼烷水解及便携
式制氢机的研制

国家级 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63

绿色合成纳米薄层ZSM-5分子筛及其
烃类催化裂解反应性能研究

国家级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5

高分散Mo、V掺杂介孔TiO2催化剂活
性位结构调控及其乙烷氧化脱氢性能
研究

国家级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4

富含氧空位的部分还原态纳米氧化铝
和氧化钛：一类廉价高效丙烷脱氢催
化剂的研究

国家级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4

亲核功能化MOFs材料的设计、合成
及其催化CO2转化制备环状碳酸脂性
能研究

国家级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4

用于肿瘤诊疗一体化的新型聚多巴胺/

介孔无机物双面神纳米材料的构建
国家级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4

大气环境中有机硝酸酯多相形成、转
化机理及动力学的理论研究

国家级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4



获奖与专利 学生培养成果

2018年考取博士研究生

赵玉明
东北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崔田路
东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

李文翠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

李佳钰
南京邮电大学-有机电子学

王澜懿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

2019年考取博士研究生

李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

刘丹丹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

孟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孙雪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珊
黑龙江大学-无机化学

2020年考取博士研究生

韩忠保
日本山梨大学-分析化学

宋曼溪
扬州大学-分析化学

王丹
北京科技大学-应用化学

韩东旭
济南大学-分析化学

刘嘉欣
东北大学-应用化学

刘书扬
大连理工大学-分析化学

赵坤
北京交通大学-分析化学

蒋博
南开大学-分析化学

近五年来，学院获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50余项，申请50余项专利，授

权专利20余项，其中7项已经进行专利转化。



招生计划

化学化工学院自2016年至今，毕业研究生131人，23人考取博士研究

生，考博率17%。同时学院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业，大多成为

高级中学教师、教学研究人员、教育管理人员、产品检验开发人员，在

中学、化学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工作，学院研究生毕业

就业前景良好，就业率超过95%。

就业



研究生导师简介 

赵震，1964 年出生，博士，“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能源与环境催化研究所所

长，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能源与环境催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油气资源高效转

化与洁净利用”辽宁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油气

资源高效转化与洁净利用”辽宁省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能源与环境催

化”辽宁省创新团队带头人；辽宁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 

1996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获物理化学博士

学位；1997 年 3 月至 2002 年 10 月间先后赴日本国立资源和环境技

术综合研究所、大阪工业技术研究所、美国里海大学和阿克苏－诺贝

尔化学公司（纽约）中心研究院从事能源转化催化与环境催化方面的

研究工作。2002 年 11 月，归国加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重质油国

家重点实验室工作。2015 年 3 月，引进到沈阳师范大学工作。 

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

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高校攀登学者、沈阳

市杰出人才等荣誉；现任中国稀土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能源学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催化专业等委

员会委员、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理事、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第

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兼任 Journal of Chemistry， Journal of Rare 

Earths,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和 Petroleum Science 等杂志编委。 

主要从事环境催化、稀土催化、石油炼制与化工催化及催化新材

料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863 主题（专题）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

际合作项目等国家级项目（课题）15 项。在化学化工（催化）领域国

内外顶尖或知名的学术期刊，如：Angew Chem. Int. Ed.; Energy & 

Environ. Science; ACS Catalysis；J. Catal.; Appl. Catal. B: Environ.等发

表催化相关论文 400 余篇。发表文章被引用 10500 多次，H 因子 54。

2014-2019 连续 6 年入选爱什维尔公司公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化学工程领域）；申请发明专利 80 余项，其中 59 项已获授权；获

中国化工学会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

联合会（IUPAC）新材料及其合成杰出贡献奖（IUPAC Distinguished 

Award 2019 for Novel Materials and Their Synthesis）。在国内外催化

相关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Keynote 及邀请报告 70 多次。作为组委

会主席承（主）办了 4 次国内学术会议，参与承办或主持多个催化相

关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被《催化学报》和《中国科学》等编辑多

次特邀撰写环境催化方面的综述文章。 

 

 

 

 

 

 

 

 

 

 

 

 

 



 

周婉秋，教授，1963 年出生，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高校“先进材料

微观结构与性能”重点实验室主任，“化学

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化

学工艺”硕士点负责人。 

 研究方向为金属材料的腐蚀机理与防护技术；金属表面处理和

处理过程的绿色化技术。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主持辽宁

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项目 1 项，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国家

863 项目 3 项。系统研究了镁合金锰系磷化膜的制备技术、沉积机理、

界面结构以及自愈合行为；系统研究了导电聚合物膜在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环境下的腐蚀防护机制。在 Corrosion Science 等 SCI/EI 收录

的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4 项。 

 

 

 

 

 

 

 

 

 

 

 

 

 

 



 

刘颖，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无机化学教

授；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学博士，国内核心刊物《化

学教育》编委，2014 年获得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无机化学和无机功能材料领域

的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及特色：在 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等刊物

发表 SCI 论文近百篇。 在教学内容研究领域的国际旗舰期刊发表论

文数量全国领先， 美国物理（AJP）1 篇， 美国化学教育(JCE)4 篇， 

美国化学教育家期刊（CE）5 篇。 在数学化学领域有独到研究，在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Chemistry 发表论文 6 篇。对无机晶体结构理

论有深入研究，成果发表在 Crystallography Reviews, Jour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Novel Magnetism, SN Applied Sciences 等刊物上。

在微波吸收材料领域，发表多篇文论推翻该领域的主流概念和主流方

法。 

 

 

 

 

 

 

 

 

 

 

 



 

孙秋菊，1965 年生，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沈阳市“先进材料的制备与性能”重点实验室主

任。本科与硕士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现四川大

学）、博士毕业于东北大学的高分子材料专业。

主讲本科生的《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实验》、研究生的《高分子材料》和《材料

的研究方法》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⑴ 高分子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⑵塑

料的成分分析、有机污染物的检测与安全评价；⑶ 液晶高分子和液

晶离聚物的合成及在高分子共混合金中的应用研究。主持及参与各类

横向和纵向项目 15 项，发表相关的学术文章 2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 10 篇，出版中文专著和英文专著各一部。 

 

 

 

 

 

 

 

 

 

 

 

 

 

 



 

曹中秋,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辽

宁省优秀专家，现为“应用化学”省重点培

育学科负责人；“特种材料制备与应用技术”

辽宁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化学与工程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兼任中国腐蚀与

防护学会理事，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腐蚀电化学及测试方法专业委员

会理事；2004 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11 年入

选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特种材料的制备及腐蚀与防护

研究。近年来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参与

国家 863 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7 项，在国内外著名杂

志《Corrosion Science》、《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Oxidation 

of Metals》等上发表论文 47 篇，其中 28 篇被 SCI、EI 收录，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 6 项，出版著作 2 部，获各种奖励 7 项。 

  



 

王莹，女，教授，硕士生导师，1966

年出生，1987 年东北师范大学获化学学士

学位，1990 东北师范大学获分析化学硕士

学位，2011 年东北石油大学获油气田开发

专业博士学位；自 1990 年一直在沈阳师范

大学任教；担任辽宁省高校“复杂体系分离与分析”重点实验室主任，

分析化学学科带头人。 

近年来，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1 项，辽宁省自

然科学基金 1 项，市科委项目 2 项，横向合作项目多项。作为重要研

究人员参与 1 项国家 863 项目和 1 项国际合作项目、4 项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多项辽宁省级科研项目。1998 年参与的辽宁省科委项目《液

膜法新型提金技术的研究》获辽宁省发明创造三等奖。2000 年 10 月，

参与的省教委项目《化学沉积镍钨磷非晶态合金研究》获辽宁省科技

成果奖。2004 年论文《ICP-AES 法测定豆类食品中的微量元素》获辽

宁省自然科学学术三等奖（第一作者）。2008 年参与的省教委项目

《镁合金的腐蚀防护技术研究》获辽宁省科技成果奖。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的论文 12 篇，EI 收

录 10 余篇，主编译著 1 部，副主编译著 1 部，主编 1 部高校经典化

学教材配套考研系列丛书。 

 

 

 

 

 

 



 

田鹏，教授，1967 年出生，博士，硕士

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先进

材料的微观结构与性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2011 年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

次人选；2013 年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

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光谱分析和无机非金属的制备和表征，离子液体的合成、

物理化学性质、光谱分析；TiO2 的制备和光催化研究工作。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科研课题 9 项，参与“863”计划项目。在“化学学

报”、“光谱学与光谱分析”、“Chinese Chemical Letters”、“Fluid Phase 

Equilibria”等发表论文 80 多篇，其中 30 多篇被 SCI、EI 检索，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6 项；主编专著 1 部“绿色溶剂―离子液体的相平衡和

微观结构”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张昭良,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

高校攀登学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评审专家，

山东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济南化学化工学

会理事长，Scientific Reports 和《环境化学》

编委，主要从事环境催化、大气污染控制、电

催化和锂硫电池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近年来，主持 863 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获 2018 年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于湛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2007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副院长。近年

来主要讲授仪器分析、仪器分析实验、

化学信息学（研究生）、化学专业英语（研究生）等课程，并主编或

参编多部教材。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型离子源的开发与应用。2008-2014

年多次赴日本山梨大学从事实体探针电喷雾离子源与介质阻挡放电

离子源的合作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多个国家、省、

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中英文论文 40 余篇。 

 

 

 

 

 

 

 

 

 

 

 

 

 

 



 

韩爱鸿 ,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分别在日本大阪大学，京都大学

和筑波大学作为博士后研究员从事科学

研究，2007 年归国就职于沈阳师范大学。 

研究兴趣：通过分子设计和化学修

饰开发一些具有光电功能的新材料；致力于富勒烯的有机功能化, 控

制制备的三维 p-共轭体系的光电物性并提高其可加工性,作为光电材

料应用；同时研发新型感光材料、近红外染料等有机功能材料。 

 

 

 

 

 

 

 

 

 

 

 

 

 

 

 

 

 

 

 



 

康艳红，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1.07 毕业于辽宁大学化学系，同年 8 月到沈阳

师范大学任教至今，1997.06 于辽宁大学获理学硕

士学位；2009.07 于东北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2.11~2015.06 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离子液体电化学、

环境污染物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内容包括：运用电化学手段

研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深度氧化处理的过程、产物、生化指标与机

理；离子液体的电化学表、界面机制和形态控制等。共发表论文 70 余

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十余篇；出版著作 3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十余项；主持省级以上科学研究课题 5 项。获得沈阳师范大学本科教

学名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巾帼建功立业标兵等荣誉称号。 

 

 

 

 

 

 

 

 

 

 

 

 

 

 



 

张轲，副教授，1973 年出生，博士，硕士生

导师。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材

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现主讲本科生的《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实验》及研究生的《腐蚀电化学》等

课程。 

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为碱金属氮氢 M-N-

H 系固体储氢材料的制备、性能研究；二为金属及涂层材料的制备及

腐蚀性能研究。主持及参与各类国家级、省级项目 10 余项，在

Corrosion Science、《金属学报》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

中被 SCI、EI 收录 20 余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2 项，出版专著 1 部。 

 

 

 

 

 

 

 

 

 

 

 

 

 

 

 

 



 

田冬梅 副教授，1973 年出生，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专业，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访问

学者，现任分析化学教研室教师。 

主讲本科生专业必修课《分析化学》

和研究生学位课《高等分析》等课程。研究方向为环境污染物的化学

形态分析、污染治理与资源化研究，以及生物和环境样品的电分析化

学。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科技厅等

科研项目 6 项，在 Journal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光谱学与光

谱分析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国家专利 2 项，出版著作 1 部。 

 

 

 

 

 

 

 

 

 

 

 

 

 

 

 

 



 

   曾敬，副教授，1974 年出生，博士，

硕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

现主讲本科生的《有机化学》、《有机化

学实验》及《有机合成》等课程。 

研究方向主要为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与药物控制释放，包括壳

聚糖、聚酯等的降解行为及载体类型、载体形式等对药物控制释放行

为的影响。主持及参与各类项目 10 余项，在 J. Control. Rel.等 SCI 收

录杂志上发表论文 5 篇，获中国发明专利 3 项。 

 

 

 

 

 

 

 

 

 

 

 

 

 

 

 

 

 

 



 

   张玲，副教授，1976 年出生，博士，硕士生导师。

博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专业。现主讲研

究生的《现代电分析化学》、《化学修饰电极》课程

并负责本科生《分析化学实验》实验课。 

研究方向主要为涉及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及化学

修饰电极，包括无机纳米材料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中的应用；无机材

料修饰电极对生物小分子的电催化研究等方面。主持及参与各类项目

10 余项，在 Adv. Funct. Mater.、Biosens. Bioelectron. 等 SCI 收录杂志

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刘丽艳，副教授，1977 年生，博士，硕士生

导师。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现任化学化工学院无机教研室教师。 

主要讲授本科生专业基础课《无机化学》和

《无机化学实验》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固体无机

材料、辐射探测材料、照明与显示发光材料的基础

与应用研究。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市级项目多项。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等期刊发表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10 余篇，获国家专利 2 项，出版著作 2 部。  

具体研究方向包括： 

1.稀土微纳米粉体的制备与光谱学研究； 

2.热释光 TL/光释光 OSL 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3.普通/特种白光 LED 照明光源、LED 液晶显示用高效稀土发光

材料的研制与应用研究。 

 

 

 

 

 

 

 

 

 

 

 

 



 

初增泽，1978 年出生，博士，硕士生

导师。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2001 年和 2004 年分别获得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获得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有机/聚合物光电功能材料制备，有

机-无机杂化太阳能电池、有机电致发光器件以及新型光电功能器件

的设计、制备与物理过程研究。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实验

室开放基金等科研项目 4 项，参与国家“973”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在 Macromolecular Rapid Communications，

Synthetic metals 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近年来

主讲本科生课程《精细化工》、《高分子化学》和《化工基础实验》，

研究生课程《新能源化学工程》。 

 

 

 

 

 

 

 

 

 

 

 

 

 



 

孙晓颖，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 年

６月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化学专业，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2 月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从事博

士后研究工作，2009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先

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和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从事低碳烷烃催化转化及高效催化剂材

料的理论设计工作。2015 年９月进入沈阳师范大学工作。 

主讲本科生《物理化学》、《分子模拟实验》和《量子化学导论》

等课程。研究方向为量子化学计算，低碳烷烃催化转化及高效催化剂

材料的理论设计。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 Chinese J. Catal., Chem. Comm., 

J. Phys. Chem. C , Mol. Catal., Phys. Chem. Chem. Phys. 等国内外化学

专业领域期刊。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沈阳市自然科学

学术成果二等奖。主持辽宁省科技厅、教育厅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 

 

 

 

 

 

 

 

 

 

 

 

 



 

王艳，1980 年出生，九三学社社员，博士，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材料物理

与化学专业。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入选者、辽宁省高等学

校创新人才、辽宁省“优秀指导教师”、 “沈阳市十

大科技英才”提名奖获得者、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拔尖人

才。 

研究方向为新能源材料及电化学，在纳米催化材料可控制备、氢

气的高效转化及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等共计 20 余

项。在《Journal of Power Sources》、《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Renewable Ener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获辽宁省自然科

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 3 项，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获国家三等奖 1 项、省

级特等奖 1 项、省级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4

项（第一发明人），实现成功转化 2 项。 

 

 

 

 

 

 



 

汤兑海，1983 年出生，吉林长春人，九三学社

社员 

工作及学习经历：2015 年至今 沈阳师范大学 

副教授。2012 年到 2015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的研究，合作导师为王东海教授。

2009 年到 2012 年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无机化学专

业，取得理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霍启升教授。2007 年到 2009 年吉林

大学化学学院有机化学专业，导师为母瀛教授。2003 年到 2007 年 吉

林大学化学学院，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介孔材料合成及其性能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

目 7 项，市级项目 1 项，校级项目 3 项，企业委托横向项目 1 项。以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在“J. Mater. Chem. A”“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等 SC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总影响因子 110.69，总

引用次数 250 余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其中 2 项获得授权。 

 

 

 

 

 

 

 

 

 

 

 

 



 

殷成阳，1981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 “能源与环境催化”辽宁省创新团队骨干

成员，入选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2009 年 6 月于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获无机化学博士学位。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化学工程系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中国化学会会员，中国化工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环境催化、多相催化、催化材料及无机功能材料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作为负责人承担过省部级项目 6 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发表相

关学术论文 2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其中 2 项已获授权。 

 

 

 

 

 

 

 

 

 

 

 

 

 

 



 

戚克振，博士，硕士生导师，2017 年入选辽

宁省“兴辽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006 年 6 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

获学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材料物理与

化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6 月波兰雅盖隆大学博士后，2013 年 7 月入职沈

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主要从事光催化方向研究工作，包括：染料降解、抗菌、产氢、

CO2 还原。目前，已在 Journal of Catalysis、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等发表论

文 40 余篇，其中发表在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和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入选高被引和热点论文；申请发明专利 5 项；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辽宁省科技厅博士启动项目、辽宁省教

育厅项目等。 

 

 

 

 

 

 

 

 

 

 

 

 



 

      白明华，1985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2014 年 11 月于东北大学理学院获分析化学

博士学位；于 2017 年获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

2018 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人选。主

持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辽宁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沈阳师范

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沈阳师范大学校内重大孵

化项目、沈阳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和沈阳师范大学校内资助项目。 

主要研究内容：过渡金属氧化物电催化产氢性能的研究；有机-无

机原位电化共沉积法制备导电材料的研究；组装高能量密度的超级电

容器及其性能研究。 

 

 

 

 

 

 

 

 

 

 

 

 

 

 

 



 

董玉伟，1985 年出生，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2017年 4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

位。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就职于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2019年

4 月，加入沈阳师范大学能源与环境催化研究所工作。 

主要从事有机小分子化合物及其过渡金属配合物的合成、单晶培

养和荧光性能研究。主要研究方向：(1) 亚胺有机化合物及其过渡金

属配合物的合成、晶体结构、荧光调控性能研究；(2) 含氮杂环有机

小分子荧光探针的合成及检测机理研究。在 Inorganic Chemistry, 

Dalton Transactions, Crystal Growth & Design, RSC Advances 等国际期

刊发表相关论文，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9 篇，影响因子总和超过

30，授权发明专利 4 项。主持 2019 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

目一项，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 

 

 

 

 

 

 

 

 

 

 

 

 



 

杨晓博，2007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获

学士学位；2013 年 7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获

博士学位；2016 年至 2017 年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化学系作访问学者。2013 年 09 月至今，在沈阳师

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工作。2014 年入选辽宁

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7 年获沈阳市自

然科学技术评价三等奖，2018 年被评为沈阳市第十三届优秀科技工

作者，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沈阳市中青年科

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19 年被沈阳市人社局认定为沈阳市拔尖人

才。主要从事过渡金属催化含氮杂环化合物的合成与修饰及光促进的

有机反应研究，研究成果在化学领域权威学术期刊如 J. Am. Chem. 

Soc.、Green Chem.、 Org. Lett.、 Chem. -Eur. J.、Adv. Synth. Catal.、

Org. Chem. Front.等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截止近日，论文被国内外同

行引用 700 余次。授权发明专利 2 项，申请国内专利 2 项。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10 余项项目资助。 

 

 

 

 

 

 

 

 

 

 

 



 

于学华，男，1986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

200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鲁东大学；2012 年 7 月硕

士毕业于鲁东大学，期间于 2010 年 7 月-2012 年

6月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联合培养；2015

年 7 月博士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5

年 7 月进入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工作；

2019 年 3 月担任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分管学院科研、研究生等工

作。近年来，主要开展大气环境污染物催化治理技术的研究，在室内

甲醛净化催化技术、柴油机尾气炭烟颗粒催化燃烧技术等方面开展了

系列研究工作。目前，已在国内外著名杂志 Appl. Catal. B、J. Catal.、

Catal. Today、Catal. Sci. Technol.、J. Phys. Chem. C、Ind. Eng. Chem. 

Res.、中国科学等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 20 余篇；主

持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参与国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自然基金项目 5 项；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辽宁省高

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服务沈阳先进个人、校青年拔尖人才、校

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获中国化工学会基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排名

第四）、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申请专利 15

项，已授权 7 项；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0 余次，并多次在国际会

议上做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现任中国能源学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中国稀土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化学会、中国化

工学会专业会员和中国化学会会员。 

 

 

 

 



 

范晓强，博士，硕士生导师，2017 年入选辽

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万层次人选，沈阳师范

大学杰出青年学者支持计划。 

2009 年 6 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获学士学位；2015 年毕业于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获博士学

位；2015 年 7 月进入沈阳师范大学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主要从事低碳烷烃催化转化催化剂的设计与研发工作。目前，已

在 Journal of Catalysis、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Catalys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talysis Today 等发表论

文 10 余篇，其中 1 篇入选 Chemistry 学科高被引论文；申请发明专

利 4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辽宁省科技厅博士启动项

目、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以及校级项目 5 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及培育项目，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并多次做学术报告。 

 

 

 

 

 

 

 

 

 

 

 



 

程鹏，1987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 “能源与环境催化”辽宁省创新团队学

术骨干。2016 年 6 月于吉林大学获无机化学博

士学位，师从于吉红院士，2016 年 12 月，引进

到沈阳师范大学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省

教育厅重点项目一项、省自然基金一项、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一项，国家重点实验开放课题一项；获得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

成果一等奖；获批“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人选；被认定为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在 Science, 

Chemistry of Materials,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In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Frontiers in 

Chemistry 等期刊发表多篇 SCI 论文，其中在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 上

发表论文一篇。 

  

 

 

 

 

 

 

 

 

 

 

 



 

苗雨欣，男，博士，毕业于大连理工大

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在中国石

油大学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支持计划、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校青年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和百人计划。主讲《化工设计》、《工业

催化理论与应用》等课程。主要从事纳米材料和多相催化反应过程的

应用基础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

等。在 Chem. Commun., Chin. J. Catal.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申请相关专利 4 项。研究方向：1.水滑石基催化剂的制备与应用；2.

纳米贵金属催化剂的控制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