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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简介

山东农业大学坐落在雄伟壮丽的泰山脚下，前身是 1906年创

办于济南的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后几经变迁，1952年经全国院系

调整，成立山东农学院。1958年由济南迁至泰安，1983年更名为

山东农业大学。1999年 7月，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

校合并，同时山东省林业学校并入，组建新的山东农业大学。目

前，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业科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

融农、理、工、管、经、文、法、艺术学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是农业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林业局和山

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首批卓

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是山东省首批五所应用

基础型特色名校之一，是首届全国文明校园。近年来，学校毕业

生就业率一直在 92%以上，考研率在 30%以上，荣获全国毕业生

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强。

学校现有在校生 34637人，其中本科生 30748人，博士、硕

士研究生 3889人。另有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255人，继续教育类学

生 13779 人。现有教职工 2583 人，教师中有教授、副教授 1016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3人，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专家 10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5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人，国家千人计划 1人，国家

青年千人计划 2人，国家万人计划 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6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4人；“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

计划”创新团队 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3个；泰山系列工程专家

46人，其中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 1个，泰山学者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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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专家 4人、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22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9人；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专家 10人。

学校拥有 1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4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类别，91个本科专业；有 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重点学

科，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农业

部重点学科，1个农业部综合性重点实验室，2个农业部专业性（区

域性）重点实验室，2个农业部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1个国家农

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1个国家小麦改良分中心，1个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1个全国农业农村信息

化示范基地，1个科技部、教育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1个国家小

麦育种栽培技术创新基地，1个黄淮海区域玉米技术创新中心，1
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定位观测研究站，1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

实验室；21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11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15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省级国际合作研

究中心，2个省级工程实验室，1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2个
省级新型智库，1个省级科教基地。学校有 5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2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5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9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3个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

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
个全国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创业基地，1个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5145亩，建筑面积 104万平方米，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7.62亿元，图书馆藏书 275万册，电子图书

166万册。

学校设有农学院、植物保护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林学院、

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机械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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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国际交流学院、体

育学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农民学院

等 21个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获得包括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在内的国

家级科技成果奖 29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400多项。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 8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
项，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84项。建校以来，培养了以中国科学院

院士李振声、印象初、朱兆良，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山仑、

于振文、李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唐克丽，4位“长江学者”、

5位国家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12位国家杰青等为杰出代表

的各类优秀人才 22万余人。

在百余年办学历程中，学校不断传承和弘扬优良文化传统和

崇高精神品质，提出了“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育人为本、学

术至上”的办学理念，形成了“登高必自”的校训，凝练了以“树

人、求真、包容、开放”为核心的大学文化，铸就了“爱国爱校、

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为核心元素的农大精神。

学校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肯塔基大学、佐治亚大学、

爱达荷大学、普渡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英

国皇家农业大学、切斯特大学，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比利时列日大学，希腊雅典农业大学，澳大

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新西兰林肯大学，多哥洛美大学，日本千叶

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兴大学、义守大学等国（境）外院

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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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校园招聘活动服务指南

（一）校园招聘时间安排

2019年 9月-2020年 6月，举办校园招聘专场及各类宣讲会；

2019年 10月 19日，拟承办 2019年山东省农林水类毕业生就

业市场；

2019年 12月，于考研结束后集中举办专业类招聘会；

2020年 3-4月，举办小型化综合类招聘会；

2020年 5月，举办小型化专业类招聘会。

（二）山东省农林水类毕业生就业市场

学校拟定于 10月 19日承办山东省农林水类毕业生就业市场，

为用人单位与毕业生搭建双向选择的平台。自 2000年以来，我校

已连续 19年成功承办由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山东

省农林水类毕业生就业市场，每年都有来自各省市的近千家用人

单位和万余名毕业生参加供需见面活动，就业市场场面火爆，供

需两旺。届时学校会通过山东农业大学官网、微信平台等向用人

单位发出邀请，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山东农业大学就业信息网进行

网上报名。举办通知、报名注意事项及展位安排等都会及时通过

山东农业大学就业信息网和“山农大就业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

发布。

（三）企业到校举办校园招聘专场流程

1.企业到校举办招聘专场之前，请登陆山东农业大学就业信息

网查看《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生生源信息统计表》，根据企业需要，

选择相关学院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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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根据需求的专业所在学院，联系相应就业辅导员，商定

专场举办的时间与地点；如果涉及多个学院的专业，可选择其中

一个学院协商作为承办学院。将企业招聘简章发送给承办学院，

由学院将招聘信息发送到对应专业毕业生手中。

3.承办学院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好相关毕业生到达举办专场地

点，协助企业召开宣讲和面试等相关工作。

4.我校毕业生分布在南、北两个校区，请根据招聘需求，决定

专场举办的校区，毕业生在南校区的学院有：农学院、植保学院、

资环学院、林学院、园艺学院、动科学院、经管学院、公管学院

和体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分布在北校区的学院有：

资环学院（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机电学院、

食科学院、生科学院、外语学院、水土学院、信息学院、化学学

院、国交学院、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和艺术学

院。

5.为规范就业环境，严格企业资质审查，请到校举办校园专场

企业提供与企业名称一致且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6.为提高企业宣传力度，让更多毕业生了解企业情况，企业可

自带宣传材料，如易拉宝、海报、宣传折页等。

（四）用人单位须知

◆用人单位到校举办专场招聘会，请提前一周与相关学院取

得联系以便协商安排招聘会的时间、场所，组织毕业生应聘。同

时有充足的时间提前做好针对性的宣传和招聘现场服务工作，使

招聘会收到满意的效果。

◆为维护毕业生的合法权益，请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时务必提

供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其它有效证明，否则不予安

排校园招聘。为做好信息宣传发布，增强宣传效果，请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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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将招聘简章等宣传材料电子版发送相关学院负责教师。用人

单位需事先说明是否需要提供多媒体、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并

预计招聘所需场地大小，以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从 2006年起，毕业生在山东省内就业必须从山东高校毕业

生就业信息进行网上签约（网址：www.sdgxbys.cn）。山东省内

用人单位来校招聘前请到所属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网上注册

开户手续。

◆根据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规定，学校一般在 6月初凭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就业协议上报毕业生就业方案，用人单

位应在 5月底之前与毕业生签订好就业协议。5月底之后，欢迎用

人单位继续招聘我校毕业生，我们将努力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办

理有关就业手续。

◆请用人单位关注“山农大就业中心”微信公众号。学校会

通过该平台发布毕业生生源信息、专业介绍及用人单位来校举办

专场招聘、通过学校信息网发布招聘信息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并

且会将举办就业市场的信息以及企业报名情况和展位安排等信息

通过该平台发布。

敬请关注山东农业大学微信公众号“山农大就业中心”

热诚欢迎全国各地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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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毕业生生源信息统计表

学院 专业名称 学历 学制 人数 校区
就业辅导员
联系方式

农学院

323

农学 本科 4 128

南校区

程璐

0538-8248078

0600601106@163.com

植物科学与技术 本科 4 61

种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 4 75

中药资源与开发 本科 4 59

植保

学院

387

植物保护 本科 4 118

南校区

姜芳

0538-8241775

jiangfang@sdau.edu.cn

动植物检疫

（植检方向）
本科 4 71

制药工程

（农药方向）
本科 4 49

烟草 本科 4 61

森林保护

（有害生物防治方向）
本科 4 48

森林保护

（菌物资源利用方向）
本科 4 40

资环

学院

593

地理信息科学 本科 4 61
北校区

李娜

0538-8248028

ilikeapples@sdau.edu.cn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4 229

农业资源与环境 本科 4 87

南校区

环境科学 本科 4 59

环境工程 本科 4 65

草业科学 本科 4 42

环境生态工程 本科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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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学历 学制 人数 校区
就业辅导员
联系方式

林学院

490

林学 本科 4 75

南校区

张晓文

0538-8248136

zxw916@126.com

蚕学 本科 4 25

园林 本科 4 109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本科 4 47

环境设计（景观设计） 本科 4 60

风景园林 本科 4 82

生态学 本科 4 58

木材科学与工程 本科 4 34

园艺

学院

349

园艺 本科 4 304

南校区

邹磊

0538-8248096

zoulei@sdau.edu.cn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本科 4 26

茶学 本科 4 19

动科

学院

531

动物科学 本科 4 86

南校区

潘广臣

0538-8242454

gcpan@sdau.edu.cn

动物医学 本科 4 310

动植物检疫（动检方向）本科 4 51

制药工程（兽药方向） 本科 4 45

水产养殖学 本科 4 39

机电

学院

578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本科 4 95

北校区

尹玖龙

0538-8242921

yjl@sdau.edu.cn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4 151

交通运输 本科 4 57

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4 155

自动化 本科 4 61

车辆工程 本科 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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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学历 学制 人数 校区
就业辅导员
联系方式

经管

学院

1144

会计学 本科 4 370

南校区

吴彩云

0538-8246127

wucy@sdau.edu.cn

李杰

0538-8248503

JGLJ@sdau.edu.cn

李妥

0538-8248503

lituohao@163.com

金融学 本科 4 252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 4 40

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 4 31

工商管理 本科 4 43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4 60

财务管理 本科 4 212

资产评估 本科 4 21

工程管理 本科 4 36

旅游管理 本科 4 21

经济学 本科 4 40

市场营销 本科 4 18

食科

学院

426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4 122

北校区

刘宇轩

0538-8242482

liuyuxuan@sdau.edu.cn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本科 4 255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本科 4 49

生科

学院

373

生物技术 本科 4 125

北校区

王萱

0538-8242281

wangxuan@sdau.edu.cn

生物工程 本科 4 120

生物科学 本科 4 128

外语

学院

237

英语 本科 4 153

北校区

栗晓东

0538-8249800

lxd@sdau.edu.cn

日语 本科 4 52

俄语 本科 4 28

商务英语 本科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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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学历 学制 人数 校区
就业辅导员
联系方式

公管

学院

473

法学 本科 4 156

南校区

张树举

0538-8248509

zhangshuju@sdau.edu.cn

行政管理 本科 4 114

城市管理 本科 4 113

秘书学 本科 4 41

文化产业管理 本科 4 49

水土

学院

613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4 175

北校区

杜洪涛

0538-8241656

dht@sdau.edu.cn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本科 4 55

给排水学科与工程 本科 4 84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本科 4 57

土木工程 本科 4 91

土木工程（装饰方向） 本科 4 59

建筑学 本科 5 35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本科 4 57

信息

学院

87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4 158

北校区

徐振珍

0538-8249311

xxzz@sdau.edu.cn

李爽

0538-8249311

lis@sdau.edu.c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惠普软件开发方向)
本科 4 9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惠普软件测试方向)
本科 4 82

网络工程 本科 4 89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4 6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4 36

测绘工程 本科 4 62

遥感科学与技术 本科 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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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学历 学制 人数 校区
就业辅导员
联系方式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本科 4 38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4 58

通信工程 本科 4 88

物联网工程 本科 4 50

化学院

230

材料化学 本科 4 87

北校区

杨青青

0538-8242740

qqy@sdau.edu.cn

应用化学 本科 4 10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本科 4 42

国交

学院

241

会计学 本科 4 196

北校区

张丽敏

0538-8248282

gjxyzhpxx@163.com

工商管理 本科 4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4 34

体育

学院

52

工商管理 本科 4 26 南校区 赵鸿

0538-8249530

zhaohong@sdau.edu.cn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本科 4 26 北校区

艺术

学院

133

音乐学 本科 4 49

北校区

李斐斐

0538-8243967

lisanaya@126.com

录音艺术 本科 4 27

环境设计

（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
本科 4 57

2020届毕业生总人数为：8049人，其中南校区 4026人，北校区 40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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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本科毕业生专业介绍

农 学 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李 涛 0538-8248760 13853866315 litao@sdau.edu.cn

团委书记 尹昌美 0538-8248078 15254813868 yincm@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程 璐 0538-8248078 15610399100 0600601106@163.com

农学专业

本专业是首批山东省品牌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它以国家

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作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为平台，将

农学与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培养具有坚实的现代

生物学基础知识，熟悉作物生长发育、遗传变异和产量品质形成

规律，掌握作物育种和良种繁育、农业信息与管理、农业资源开

发与利用和作物高产优质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熟练掌握现代生物技术、作物生产技术、农副产品加

工技术和农业标准化与质量认证技术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

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

生物学、农业信息技术、土壤学、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

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耕作学、农业生态学、作物栽培学、作物

育种学、作物种子学、农业标准化与质量认证、农业生物技术实

验、作物生产学实验、作物育种学实验等。

本专业毕业生适于从事与农学有关的技术研发与推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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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它以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农学和园艺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作物学、园艺学、植物保护

学 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为依托，把植物科学与现代生物技术和信

息技术紧密结合，培养具有坚实的生物科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

知识，掌握现代生物技术及植物遗传改良、农业信息技术及植物

生产管理、生态环境及植物产品质量安全、植物保护和植物产品

贮藏与加工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普通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生物统

计、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植物生产学、植物育种学、

植物保护学、有机农业原理与技术等。

本专业是面向种植业的一个宽口径专业，它涉及大田和园艺

等作物的育种、栽培、以及病虫草害防治等知识。毕业生适于从

事与植物科学及生产有关的教学与科研、技术与推广、经营与管

理等工作。

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专业是山东省品牌专业和我校植物生产类优势特色专业，

以种子产业化为导向，突出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在全国高等院

校同类专业中具有较高影响力。本专业按照“宽口径、厚基础、

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人才培养目标总要求，培养具有良

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自然科

学和人文社科基础知识，熟悉种子科学与技术领域国内外发展现

状，具备从事品种选育、种子生产以及种子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知

识与技能，具有种子企业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适应现

代农业发展需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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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土壤

肥料学、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植物生产学、植物育种学、种子

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实验

技术、种子法律法规、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

本专业毕业生适于在农业部门或单位从事教学与科研、技术

推广与开发、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特别是在种子产业的相关部门

从事植物育种与良种繁育、种子生产管理、种子加工与贮藏、种

子检验、种子经营与管理等工作。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

本专业以国家重点学科和植物资源学博士点为平台，培养具

备中药学与农业生产综合知识与技能，具有中药学、生物学、作

物学和化学等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中药资

源调查和保护、中药材生产、中药鉴定、中药炮制、中药制剂、

中药化学、中药提取分离技术、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

中药质量分析与安全监控、中药经营与管理等知识和技能的创新

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临床中药学、药用植物学、生物

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植物保护

学、土壤与肥料学、药用植物栽培学、药用植物育种学、中药资

源学、天然药物化学、中药生物技术、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

中药药剂学、医药市场营销、中药材安全与监控、药用植物生态

学、中药药理学、药事管理学、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

中药材生产、中药资源调查等。

本专业毕业生适于在医药产业相关的管理部门、教育科研机

构、企业与卫生医疗单位等从事管理、技术与推广、研究开发、

质量检验、生产经营和教学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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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刘志勇 0538-8242759 13053817890 lzy05@sdau.edu.cn

团委书记

姜 芳 0538-8241775 15966000693 jiangfang@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植物保护专业

植物保护专业以服务国家粮食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

全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植保专业人才的需求，立足山东、面向

全国、对接国际，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备扎实植物保

护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国际视野

和团队精神的创新型和应用型植保人才。

本专业是我校设立最早的专业之一，现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山东省品牌专业和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支持专业，教育部、

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评为首批拔尖创新型农林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2014），首批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建设专业（2016），教育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对接产业项目专业（2018年）、山东省“一流”专
业（2019）和山东省“双一流”培育建设学科（2018年）支持专业。

本专业具备完善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拥有植物保护

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山东省植物病理学和昆虫

学重点学科，山东省农业微生物重点室、山东省蔬菜病虫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和山东省高校农药毒理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主要

学习课程：普通昆虫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

植物化学保护、农业昆虫学、农业植物病理学和植物检疫学等。

合格毕业生颁发农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可从事与植物保护科学有关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出

入境及国内植物有害生物检验、检疫等工作；可在农业、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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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粮食储备等部门从事病虫害流行监测、灾变预警及绿色防

控等工作；可在环保、食品安全、生物技术和农药公司等行业，

担任相关的科研、技术推广、开发、经营和管理等工作。

动植物检疫（植物检疫方向）专业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国门粮食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植物检疫专业人才的需求，培养具备崇高

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宽阔的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具有植物检疫科学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与技能，具备较好的科学思维，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

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和专业型人才

本专业具备完善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拥有植物保护

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山东省植物病理学和昆虫

学重点学科，山东省农业微生物重点室、山东省蔬菜病虫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和山东省高校农药毒理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主要

学习课程：植物检疫学、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植物检疫处理、

入侵生物学、基础昆虫学、基础植物病理学、应用昆虫学、应用

植物病理学等。合格毕业生颁发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能够从事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检）和国内植物检

疫（内检）行政执法、有害生物系统学与风险分析、除害处理和

报检，以及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农林业生态安全等方面的科

研、教学、管理与技术推广工作。

制药工程（农药方向）专业

本专业立足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国家战略及农

药学科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等需求，秉承“学、研、管、企”四位

一体办学理念，培养具备良好思想道德修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人文情怀，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农药学科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国际视野和团队精神的创

新型和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是山东农业大学优势专业，山东省级特色专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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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省“一流”专业（2019）。具备完善的本、硕、博人才培

养体系，拥有植物保护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农村部农药环境毒理研究中心和山东省高校农药毒理与应用

技术重点实验室。主要课程：物化胶化、制药工艺学、农药学概

论、农药合成、农药分析、农药生物测定、农药制剂学等。合格

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能够在农药生产企业，各级农药管理部门，教学与科

研等领域，从事农药的生产、技术研发、质量控制、经营管理、

教学与科研等方面工作。

烟草专业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烟草生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对烟草专业人才的需求，培养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宽阔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基

础知识，具有坚实的生物学基础，具备烟草生产与经营管理等方

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

新思维、国际视野和团队精神的创新型、专业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生理学、遗传学、烟草栽培学、烟草育种学、

烟叶调制学、烟叶分级、烟草品质鉴定、烟草病理学、烟草昆虫

学、烟草商品学、卷烟工艺学、烟草机械与自动化等。合格毕业

生颁发农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可在各级烟草商业公司、工业公司及相关部门或单位

从事烟草生产技术指导、教学科研、技术开发、烟草企业经营管

理、烟草商品贸易等工作。

森林保护（有害生物防控方向）专业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需求，培养具备

崇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宽阔的人文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拥有森林保护科学的基本理论、

知识与技能，了解学科国内外发展前沿，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科学思维和国际化视野，具备良好研究能力和研究潜质创新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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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型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具备完善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具备林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山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研究

中心和山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科平台。主

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树木学、生态学、遗传学、普通

昆虫学、普通病理学、森林昆虫学、森林植物病理学、林木化学

保护、林木病虫害生物防治、森林植物检疫等。合格毕业生授予

农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可在林业、园林、园艺、植物检疫等相关部门从事森

林保护、园林植物保护、森林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教学与科

研、经营与管理、开发与应用等工作。

森林保护（菌物资源与利用方向）专业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农林业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需求，培

养具备崇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宽阔的人

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扎实的菌物学基础理论

和实践能力，掌握食药用菌资源开发、育种、标准化生产、产品

加工及菌糠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国际化视野和管理能力的创新型和专业型

人才。

本专业具备完善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具备林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山东省农业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主要学习课程：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菌物资源

学、遗传学、发酵工程、食用菌育种学、食用菌栽培学、菌糠营

养开发与循环利用等专业课程。合格毕业生颁发农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能够在教育、农业、林业、工业等领域的各级院校、

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从事菌物学相关（食药用菌栽培与育种、

菌类食品加工、菌物饲料、菌物肥料等）教学、科研、生产、技

术推广开发、经营和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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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薛 松 0538-8242493 15853862197 xuesong@sdau.edu.cn

团委书记 刘 敏 0538-8248028 13011788876 liumin@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李 娜 0538-8248028 15966016256 ilikeapples@163.com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本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改革试点”专业、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

专业、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建设核心专业。培养具有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地学、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的基本理论，系统

学习农业资源管理、农业环境保护、土壤改良培肥、肥料加工应

用、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掌握资源环境监测与分析、

土壤资源调查与开发、土壤环境修复与保护、植物营养诊断与施

肥、新型肥料工艺与利用等专门技术，毕业后能在各级农业管理、

技术推广、生态环境、科研、高校、农资等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从

事农业管理、农技推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生态

农业、农化服务、肥料研制、生态建设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

专门人才。可以在资源环境学、地理学、生态学等领域继续深造

发展。

主要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

植物营养学、土壤微生物学、土壤农化分析、环境监测、植物营

养研究法、施肥原理与技术、肥料工艺与肥料资源利用、土壤地

理学、地质地貌学、土壤污染与防治、土壤资源调查与评价等。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素质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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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现代管理学、经济学、资源学、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土地

资源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测量、制图、计算机等基本技能，

土地调查评价规划整治、数字国土与信息技术、土地资产经营与

管理等核心能力和实践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

业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各级国土、城建、房地产、估价机构、学

校、科研部门以及相关领域从事土地调查评估、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整治、不动产管理、土地管理政策法规等工作的创新型、专

业型高级专门人才，可以在土地资源管理、资源学、地理学、资

源环境学等领域继续深造发展。

主要课程：土地资源学、土地管理学、土地资源调查、地籍

测量、土地信息系统、土地资源评价、基础遥感、土地整治、土

地法学、土地经济学、土地规划学、不动产评估等。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合作）专业

本专业是由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与英国皇家农业大

学共同设置与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培养具有较高的英语水

平，在土地资源管理与房地产经营领域具有坚实的现代管理学、

经济学及资源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土地资源调查、评价、

整治、规划与管理，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应

用，房地产投资、评估、营销和代理等核心技能和实践能力，熟

悉国家及国际土地利用与管理的有关理论、政策和房地产商务环

境，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各

级国土、城建、房地产、学校、科研部门以及相关领域从事土地

管理、房地产与土地经营、投资、评估和管理的创新型、专业型

的国际化高级专门人才，可以在国内外土地资源管理、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房地产商务等领域继续深造。

主要课程：环境管理、地产经济学、商务金融管理、房地产

投资与评估、规划实践管理、城市设计与发展、农村土地利用、

房地产商务管理、房地产营销与代理、产业规划与计划、土地资

源管理专业英语、土地资源管理科技文献阅读、研究方法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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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课程）、土地资源学、土地规划学、土地管理学、基础遥感、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土地整治、地籍测量、不动产评估、中外

土地法学、地理信息系统等。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素质高，

具有地理学、地图学、计算机和土地科学基础，具备系统扎实的

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受到科学思维和专业技能训练，

具有创新创业精神，毕业后能够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国防部门与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子政务、国土、城市、资源、

环境、交通、人口、旅游、房地产等方面管理、规划和开发工作

的创新型、专业型高级人才。

主要课程：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遥感技术、

数据库技术、现代测量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城

市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技术、土地科学、GIS 空间分析、

GIS设计与实现、GIS软件应用等。

环境科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知

识，能够系统、扎实掌握环境科学专业必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

技能，能够了解环境科学学科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具有自我更新

知识的能力，初步受到科学研究训练，具有一定的试验设计和科

研能力，以及富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在

环境相关部门，从事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管理与规划、环境工

程设计与监理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环境学、环境生态学、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

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与规划、环境

法、环境信息系统、土壤污染修复、环境工程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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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素质高，

具备草业科学、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草业

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草业科学研究、管理、开发的基本技

能，草地改良与生态修复、草坪建植与管理、牧草生产与加工利

用等核心技能和实践能力，以及富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城乡绿化、草畜生产、草地生态建设、

草业经济、草原行政管理部门等行业从事管理、技术推广和教学

科研等工作的创新型、专业型高级专门人才，可以在国内外科研

院所和高校的草业科学、生态学、土壤学，农学资源利用等领域

继续深造。

主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基础生态学、草

坪学、牧草生产学、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草地培育学、草地保

护学、牧草与草坪草育种学、水土保持学、草坪灌溉与排水工程

学、牧草饲料加工与贮藏学、运动场草坪建植与管理，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等。

环境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环境工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清洁生产

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具备水、气、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和给

排水工程、环境规划和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具有进行污染控

制工程的设计及运营管理能力，制定环境规划和进行环境管理的

能力，具有环境工程方面的新理论、新工艺和新设备的研究和开

发能力，以及富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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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和研发开

发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环境工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工程力学、工程流体力学、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无机与分析化学、环境工程原理、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环境监

测、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土壤污染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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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物理性污染控制、环境工程 CAD。

环境生态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素质高，

具备环境生态学基本理论，掌握生态学、环境科学和工程设计等

基础知识，具有环境生态保护和工程治理基本技能，具有环境生

态管理与保护、环境监测与评估、环境生态工程规划和设计、环

境生态修复与建设、资源循环利用、生态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与建

设管理等核心能力和实践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毕业后能够在环保、农业、林业、国土资源、水利等

领域从事环境生态工程工作的创新型、专业型高级专门人才，可

以在环境生态学、环境学、生态学、资源环境学等领域继续深造

发展。

主要课程：环境生态工程学、环境科学概论、普通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土壤学、环境生态工程学、环境监测、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工程、湿地生态工程、水污染生态控制工程、污染土

壤修复工程、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草地建植与管理利用工程、

环境工程 CAD等。

林 学 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朱清国 0538-8249165 13805383839 zqg@sdau.edu.cn

团委书记 王庆材 0538-8248136 18605380500 wqc@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张晓文 0538-8248136 13685488625 zxw916@126.com

林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林木育种、森林培育、林木病虫害防治、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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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资源调查规划与管理、林业信息技术、林业经济管理、生态环

境建设、野生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能够在林

业、水利、园林、农业、环境保护等行政或企业单位从事生产管

理工作，以及在林业企业、大中专院校及科研院所从事林业技术

研发与应用、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

人才。本专业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及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

毕业生毕业后可继续深造，或者从事与林业、生态、环保、水保、

园林、园艺有关的教学、科研、管理、生产等工作。合格毕业生

颁发农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林木遗传育种学、

森林培育学、林业经济管理、森林经理学、林木病虫害防治学、

森林防火及环境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苗木培

育、营林生产、资源调查、森林经营、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训练。

园林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生态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园林规划设

计、园林工程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本专业拥有园林植

物与观赏园艺、风景园林学两个硕士点，毕业生需掌握园林植物

栽培与应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等方面的

知识。毕业生可在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及管理、风景名胜区、园

林及林业部门、园林公司、花卉企业以及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

从事城市园林建设与管理、园林植物繁育栽培、园林养护管理、

园林植物应用与造景、城镇各类园林绿地、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

园规划设计与施工等方面的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农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园林树木学、花卉学、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园林植物造景、园林种苗学、园林栽树木培学、生态学、园林设

计初步、园林工程学、园林施工与管理、园林规划设计、中外园

林史、园林建筑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城市规划原理等。



2020 届本科毕业生专业介绍

25

风景园林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健康，从事风景园林领

域规划与设计、工程技术与建设管理、园林植物应用、资源与遗

产保护等方面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规划设计机构、科研院所、

管理部门、相关企业从事风景区、城乡园林绿地、国土与区域、

城市景观、生态修复、风景园林建筑、风景园林遗产，旅游游憩

等方面的规划、设计、保护、施工、管理及科学研究等工作；也

可在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继续深造。

主要学习课程：风间园林历史与理论、美学基础与设计表达、

园林与景观规划设计、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与管理、风景园林建筑设计、风景园林植物应用、风景园林工程

与管理等。

环境设计（景观设计方向）专业

本专业培养掌握景观规划与设计、景观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知

识和技能，并能综合艺术设计、建造技术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综

合性专业人才。本专业隶属艺术学学科门类，涉及艺术学、建筑

学、设计学、园林学、工程学、材料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是

一门极具发展前景的边缘性专业、综合性学科，是在从事建筑物、

道路及公共设施之外，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做的城市景观与乡野

自然景观的空间设计。毕业生能够在企事业、高等院校、科研单

位从事环境总体规划，景观艺术设计、景观设施设计、园林植物

造景、广场及绿地设计、景观工程设计及施工等方面的工作。合

格毕业生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景观规划设计、公共艺术与设施设计、景观建筑

设计、景观工程、观赏植物学、园林植物造景、景观设计原理、

绘画、平面构成、立体构成、项目管理与工程造价、手绘表现技

法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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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科学和蚕学方面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

业生可在茧丝绸、农林业、生物制药、微生物检疫等部门从事经

营管理、技术指导、商品贸易、教学科研等工作，还可攻读特种

经济动物饲养及相近动植物、微生物、生物化学、生物技术、生

物医药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合格毕业生授予农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植物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

学、生物化学、遗传学、普通昆虫学、蚕体解剖生理学、家蚕遗

传育种学、家蚕病理学、桑树栽培及育种学、养蚕学、蚕种学、

丝茧学、蚕桑生物技术、蚕业经济管理、蚕业资源利用、蚕桑与

制药、昆虫生产学、微生物资源与应用、经济林栽培学等。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培育学、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工程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生能在水利水保、国土资源、林业、农业、环境保护等部门

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态建设工程及生产建设项目的规

划、设计、施工、监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测与评

价及相关教学、科研和生产等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农学学士学

位。

主要课程：生态学、植物学、树木学、测量学、土壤学、地

质地貌学、风沙物理学、土壤侵蚀原理、水力学、水文学与水资

源、工程制图、水土保持林学、水土保持工程学、荒漠化防治工

程学、水土保持规划学、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计算

机辅助设计、水土保持信息技术、农田防护林学、水保工程管理

与概估算、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水土保持灌草栽培学、农地水

土保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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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专业

本专业依托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

养具备现代生态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熟悉国家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等有关政策和法规，具

备现代生态学、生态规划与恢复、环境监测与评价、生态工程规

划与设计等专业理论与技术，能够解决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的复合

型、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毕业生可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

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等从事生态规划与管理、生态监测与评

价、生态恢复、生态工程设计与施工、生态产业开发、生态环境

咨询和知识传播等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理学

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普通微生物学、土壤学、植物学、生态学、生态

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景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毒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工程

学、生态工程规划、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3S技术及其应用、保

护生物学、自然保护区规划与管理、生态学专业英语等。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解决家具设计相关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掌

握家具制造装备设计基本理论知识；掌握素描、色彩、构成、家

具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制造工艺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了

解家具设计相关领域的现代科技信息，能在海关、科研院所、质

监局、林业局等单位从事科学研究及管理工作，可考取北京、南

京、广州等地高等院校研究生，亦可申请去美国、加拿大、英国、

德国、法国等国家深造。

主要学习课程：素描、色彩、构成、家具设计 CAD、家具设

计 3DMAX、家具设计 PHOTOSHOP、家具制图、家具发展史、

家具设计表现技法、家具设计人体工程学、家具造型设计、家具

结构设计、家具制造工艺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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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张安涛 0538-8242477 13953827091 zat@sdau.edu.cn

团委书记
邹 磊 0538-8248096 18805485757 zoulei@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园艺专业

本专业是涵盖果树、蔬菜、观赏园艺和园艺环境工程四个二

级学科专业的一级学科本科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山东省名

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依托的园艺学科为山东省双一流重点建设

学科，涵盖的果树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蔬菜学科为山东省重点

学科。学院设有园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园艺

专业培养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生物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园艺植物生

长发育的基本规律和系统基础理论，具有栽培管理、育种良繁、

贮藏加工及园艺场所规划设计等基本技能的复合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与生化、普通遗传学、土壤肥

料学、园艺植物病理学、园艺植物昆虫学、园艺植物贮藏加工学、

园艺经营管理学、园艺设施学、园艺植物育种学、果树园艺学、

蔬菜园艺学、观赏园艺学、茶园艺学、设施园艺学、计算机及其

应用等。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科研、农业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及其

相关部门，从事果树、蔬菜、花卉、茶学、设施园艺的科学研究、

技术推广与生产经营等工作。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是 2003年 10 月经教育部批准在山



2020 届本科毕业生专业介绍

29

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设置的新专业。该专业 2004年被

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增列为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山东农业大

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于 2004年开始招生，2018年被山东省教育

厅批准为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企业重点建设专业。该专业立足

山东，面向黄淮海，放眼全中国，定位于培养独具山东特色的“设

施农业工程+园艺科学”工科+农科教育模式，培养服务“互联网+
现代园艺”、“人工智能+设施园艺”、创意与休闲农业等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适应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与应用

型专门人才。该专业设置设施蔬菜、设施果树、设施花卉、设施

结构与环境调控、都市农业、植物工厂、农业园区规划等研究方

向，科研平台包括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农业部黄淮海设

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实验站、中日设施园艺合作研究中心等。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心课程包括：设施建筑材料、设

施工程施工与概预算、农业设施设计基础、温室设计与建造、设

施环境与调控技术、设施蔬菜学、设施果树学、设施花卉学、设

施无土栽培学等。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生物学、工程学

及环境控制基础，具有系统的设施工程科学和农业科学基础理论、

知识和技能，就业渠道主要面向设施园艺相关部门或单位从事设

施园艺产品生产、管理、设施农业工程设计、建造、科研、教学、

技术开发、经营管理等工作。

茶学专业

本专业为山东农业大学特色专业，依托园艺一级学科博士点、

博士后流动站，拥有茶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可进行

博士后培养。本专业培养具备茶学、食品科学和农业科学等方面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现代农业、食品工业、商

贸、行政管理及其他相关的部门或单位从事茶叶的技术推广与开

发、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与生化、普通遗传学、微生物

学、土壤肥料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生态学、茶叶生物化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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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栽培学、茶树育种学、茶树病虫防治学、茶叶加工学、茶叶审

评学、茶叶机械、茶叶经营管理、茶树生物技术、茶叶综合利用、

茶文化学、茶叶市场营销学等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科研、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茶叶生产加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其相关部门，从事茶

叶科学与技术研究、茶叶产品生产、技术推广、生产经营管理、

茶文化宣传与推广等工作。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吴连军 0538-8248159 13854819728 ljwu@sdau.edu.cn

团委书记 侯文华 0538-8249549 13678682909 wydz.147.cn@163.com

就业辅导员 潘广臣 0538-8242454 18764895190 gcpan@sdau.edu.cn

动物科学专业

动物科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

研究动物的遗传规律、生长发育规律、繁殖机理、营养调控等基

本规律的科学。专业内容涉及畜禽饲养管理、畜牧场规划与设计、

饲料生产与畜禽生产等生产技术，服务于畜牧产业；涵盖从基因、

细胞和个体发育、组织代谢、肉蛋奶生产等生命各个环节。专业

的服务对象：一是畜牧业生产。包括动物性食品的生产、组织和

经营管理。二是饲料工业。包括饲料原料与配合饲料的生产。三

是生物工程产业。包括生物制品、酶工程、胚胎工程等。

本专业的主要核心课程包括：动物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

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胚胎学、动物微生物学、动物遗传学、动

物育种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畜禽环境卫生与牧场设计、动物

繁殖学、动物生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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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毕业生就业范围包括养殖业、饲料工业、

动物生物制品与动物保健业、食品工业、行业管理（国企、民企

和外企）、经济等。毕业生可从事各级畜牧业管理部门、技术推

广部门、学校与科研单位、各类养殖及饲料加工企业、各级畜牧

业社会化服务单位等工作。

动物医学专业

动物医学专业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研究动物疾病的发生发展

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动物疾病进行诊断和防治的综合性学科。

它主要任务是有效的防控家畜、家禽、经济动物、伴侣动物、观

赏动物、野生动物以及实验动物疾病的发生。此专业毕业的学生

不仅承担着保障畜禽在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方式下的健

康安全，而且承担着动物检疫、动物食品卫生、兽药安全生产及

使用、环境卫生、人畜共患病防治等重要的社会责任。

本专业的主要核心课程包括：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胚胎学、

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动物微生物学、兽医免疫学、动物

病理学、兽医药理学、动物临床诊断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寄

生虫病学、动物内科学、动物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动物卫生检

验检疫学等。

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包括畜禽疾病的诊断

与防治、伴侣动物医疗保健、畜牧兽医行政管理、进出口动物及

其产品检验、肉品卫生检验、饲料工业、食品安全、实验动物、

公共卫生及生物学领域等方面。毕业后学生可以到动物生产类企

业、兽药生产厂家或动物卫生检疫站，亦可自己开设动物医院（或

诊所）。对科研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

士学位，毕业后在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动

物医学专业就业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畜牧生产、兽医兽药等企业，

已经扩展到公共卫生、食品卫生、伴侣动物及观赏动物的医疗保

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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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兽药方向）专业

药学是以现代化学、医学、生物学、物理学为主要理论指导，

研究、开发和生产用于治病、防病药物的一门应用科学。本专业

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各类天然药物、合成药物、生物技术与生物制

药以及临床合理用药等，同时还包括药学相关的经营管理、教育、

科研、生产监督等领域发现的问题等。与医药类院校开设的药学

专业唯一区别是制药工程（兽药方向）专业不仅侧重于药学知识

的学习和研究，同时还要学习动物医学的相关知识。所培养的学

生不仅是药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也是能在兽医学相关知识的基础

上做到临床合理用药的学用结合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的主要核心课程包括：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

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传染病学、病

理学、药理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剂学、

药事管理学等。

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毕业生就业范围包括有关院校药学教育，

兽药科研单位新药研究开发，药品检验及药品管理，各级兽药检

验所药品监督检验管理，兽药营销，兽药制药工业企业技术管理

和新产品开发研究、新兽药注册等。同时毕业生也可在科研院所

及高等学校、政府机构、药监局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验

检疫部门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产品开发、技术咨询工作，

从事生产、经营、管理和推广等工作。

动植物检疫（动检方向）专业

动植物检疫（动检方向）专业的研究对象是动物（包括食用

动物、伴侣动物、观赏动物等）和动物产品，研究动物的健康状

况、动物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以及兽医公共卫生问题等，重点研究

内容是动物卫生行政相关的法规以及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

动物实施防疫、疫情监测和对动物、动物产品的法定检疫对象进

行认定和处理等。一般来讲，本专业主要通过理论知识学习，以

掌握重大动物疫病的检验技术和处理方法，熟悉动物产品中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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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残留、重金属残留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

本专业的主要核心课程包括：动物学、动物解剖学、动物组

织与胚胎学、动物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动物微生物学及检验

技术、动物免疫学及检验技术、动物病理学及检验技术、兽医毒

理学、动物普通病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寄生虫病学、动物性

食品理化检验学、动物卫生检验检疫学、兽医公共卫生学等。

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毕业生就业范围包括各级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其他政府机构等从事技术检测、

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工作；也可在大型企业从事产

品研发、技术咨询、企业规划或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亦可从事动

物产品生产、经营、管理和推广等工作。

水产养殖专业

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对象是水生经济动植物，包括对水生动

植物资源的保护、发掘、利用、开发、捕捞、加工等。本专业重

点研究内容是水产经济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规律、生态习性

和生存环境，同时涉及水产品的检验、检疫、加工和贸易等。近

年来，观赏鱼养殖、水族业等城市渔业悄然兴起，发掘和驯化培

育新型养殖和观赏水产动物品种亦是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内容。

目前，水产资源保护和水域环境生态修复等关系人类生存环境等

方面的课题也逐渐成为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热点。

本专业的主要核心课程包括：动物遗传学、水产动物育种学、

鱼类生理学、鱼类生态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水产动物营养

学与饲料学、微生物学、水产动物疾病学、水产动物免疫学、水

环境化学、生物化学、淡水鱼类增养殖学、海水养殖学、特种水

产养殖学、生物饵料培养、水产品检验检疫学、城市渔业、水产

品加工等。

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毕业生就业范围包括科研院所及高等学

校，政府机构、水产局等各级水产管理部门、水产品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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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生产与安全质量检测部门等，可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

产品开发、技术咨询、水产企业规划或管理、水产养殖场规划设

计、水产资源调查、环境评估、水族业、水族器械设备运行管理

等方面工作，从事水产生产、经营、管理和推广等工作。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肖秋生 0538-8246107 13905381922 qsxiao@sdau.edu.cn

团委书记 张 会 0538-8246101 18605481686 zhangh@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尹玖龙 0538-8242921 18653867000 yjl@sdau.edu.cn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机械学、电工电子学、机电一体化技术、农

学、经营管理学、农业机械装备的构造原理、使用维修与管理等

基本知识技能，能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系统规划设计、农业机械设

计及制造、机械化生产、管理及服务等部门从事农业机械及其相

关装备设计、试验鉴定与推广、农业机械化规划与管理、教学与

科研、营销与服务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本

专业毕业生可在机械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工程等领域从事机械

及工艺设计、工程设备运用、检测与维修、机械化农业生产工艺

与装备的设计、试验、鉴定、推广、管理以及教学科研等工作。

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机械制图与 CAD、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

械原理、机械设计、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电工学、电子学、流体

力学与流体机械、液压与气压传动、传热学、机械制造工艺学、

农业工程概论、农业物料学（双语）、汽车拖拉机学、农业机械

学、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应用、精细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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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专业培养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素质

得到全面发展，具有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信息处理、

计算机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在工业与电气工程

有关的电力、电力电子、建筑电气、智能化控制、电子与计算机

等技术领域从事工程设计与施工、系统分析与运行、研制开发、

经济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毕业

生可在工矿企业、电力、建筑等行业从事工程设计、运行与管理、

开发与研究等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工程制图、电路、模拟电

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工程电磁场、电机学、高电压

技术、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电力工程、继电

保护与微机保护、电力系统规划、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

微机原理与应用、电气控制与 PLC、电气照明、建筑智能弱电工

程等。

交通运输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机械学、汽车学、交通运输组织学基

础，具备现代汽车运用、性能检测与维修、交通运输系统规划与

管理、物流系统工程等方面专业知识，能独立从事汽车运用与管

理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在道路交通运输部门、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汽车贸易、车辆保险、汽车维修、汽车制造

等行业从事道路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的设计、生产管理、检测维修、

车辆设计与生产制造等方面的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运筹学、交通运输组织学、物流管理学、汽

车构造、热工基础与内燃机原理、汽车电器与电控技术、汽车维

修工程、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汽车运用工程、液压与气压传动、

机械制图与 CAD、电工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车辆保险

与理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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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本专业是集机械、电子、信息、计算机等技术为一体的综合

性应用技术学科，培养学生具有机电一体化产品和系统的设计、

检测和使用的基本能力，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检测和制造的基

本理论和技能，知识结构先进、适应面宽广、发展潜力大，顺应

当前机械产品向高精度、智能化方向发展需要，具备机械设计制

造、测控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 CAD/CAM/CAE等方面的知识

与技能，具有机电产品的技术经济分析与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

力。毕业生可从事现代机电产品与系统设计开发、维修制造、设

备自动化控制改造、应用及技术管理等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工

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制图与 CAD、机

械制造基础、工程材料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学、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可编程控制器及

应用、现代测试技术、机械控制工程、机电一体化技术及机电传

动控制等。机械与电子的飞速发展和相互交叉、渗透、融合，极大

充实和丰富了机械学科基础，拓展和发展了机械学科的研究领域。

自动化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检测技术

与自动化仪表、信息处理、系统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网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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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与自动化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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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及研究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毕业生可从事面向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及各行业、各部门与自

动化、智能化相关的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的专业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自动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微机原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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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与应用、EDA技术、DSP原理与应用、Matlab技术应

用、PLC应用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电力拖动、信号与系

统分析、过程检测与仪表、计算机仿真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

自动控制系统、过程控制工程等。

车辆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机械学、电子学基础，掌握汽车和新

能源汽车总体、主要零部件、电控及信息、电传动等现代汽车技

术、汽车产品设计、制造、运用、研究和检测及试验等工作的拔

尖创新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以在车辆工程等领域从事车辆设计

与制造、车辆改装、性能测试、维修、生产管理、保险理赔、科

技开发和教学等方面的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热工基础与内燃机原

理、汽车电器与电控技术、汽车设计、汽车制造工艺学、汽车诊

断与检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制

图、 液压与气压传动、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电工电子技术、汽车

车身构造与设计、CAD/CAM技术等。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齐 清 0538-8249055 15092850879 qiqing@sdau.edu.cn

团委书记 贾元义 0538-8246127 13954800383 jyy@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吴彩云 0538-8246127 13645483385 wucy@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李 杰 0538-8248503 13375630514 JGLJ@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李 妥 0538-8248503 13854808902 lituohao@sd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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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具有法律、

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会计、审计、理财的专门知

识与技能，基础扎实、知识面广、适应能力强、实践动手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能在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从事会计、审计、理财

实务或教学、科研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会计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经济法、初级会计学、

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高级会计、审计学、财务

管理、税法、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注册会计师实务、财务成本

管理、会计电算化等。

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财务

管理、审计工作，也可从事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公证单位的审计

及相关工作，也可以在大、中专院校的相应教学和科研部门工作。

金融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能够系统地掌握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

理，具有扎实的金融学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熟悉相关金融政策

法规，熟知金融业务操作流程，能独立运用所学理论方法对国际、

国内金融问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和分析，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和

运用一门外语，能在各级各类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投融资管

理单位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从事经营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

型高级金融投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

金融市场学、中央银行学、国际金融、金融企业会计、保险精算、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保险学、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投资银行学、

金融工程学、金融法规、国际金融英语、金融风险管理、互联网

金融等。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向为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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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公

司所属的证券投资与理财部门、投融资管理单位及政府经济管理

部门等。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科学与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

的农（林）业科学基本知识，接受调查、研究、策划、技术经济

分析、计算机应用等基本训练，达到具有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行政管理、金融、财会、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计量经

济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农业企

业管理学、农产品营销学、农业技术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

保险学、金融学、经济法、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概论、农业系

统工程等。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能在各类涉农（林）

企业、各级政府部门、教育科研单位从事管理和实际业务工作。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经济学与管理学基本理论素养，掌握农村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理论知识，熟悉中国“三农”发展情况，

具备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在农业和农

村领域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核心课程：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农业经

济学、公共管理学、农村社会学、农村发展学、农业政策学、农

村金融学、农业推广学、农产品贸易、财务会计、社会保障、农

村发展研究法、农村发展规划、发展项目管理、农业系统工程等。

毕业生可在各级政府涉农部门、涉农企事业单位和相关教学

科研机构从事农业与农村调查、农业与农村发展规划、农村项目

开发、农村管理与农业经营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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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深厚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熟练的管理实践

操作技能和创新精神的专业化、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能够掌握

企业战略、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

经济、财会、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技能，熟悉工

商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在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迅速准确地发现、解

决实际问题，适应外部环境，具有高水平的管理诊断咨询能力、

决策指挥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

主要课程：以工商管理作为主干学科，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管理、财务管理和经济学为重要支撑学科，学校的课程包括管理

学基础、企业战备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心理学、财务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创业学、公司治理、运

营管理、工业工程基础、市场预测与决策、管理案例及实践操作

技能、策划学、会计学、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

量经济学、经济法、国际商法、证券投资、货币银行学、国际贸

易等。

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到各级各类工商企业、经济管理部门、金

融机构、投资机构、管理咨询机构以及有关事业单位工作，亦可

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经济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当代西方

经济学理论，具有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能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

经济分析方法，具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理论基础

扎实，知识面较宽，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和素

质，能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

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

统计学、会计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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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

学、公共经济学、投资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向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

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掌握经济学以及

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国际通行的

经贸规则，认识与把握国内经济、贸易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熟练运用英语和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创

新创业精神，成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全球视野和

较为完备知识体系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概论、电子商务、国际金融、国际结算、

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等。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政府商务部门、外贸企业、跨境电商行

业等从事管理和实际业务工作，亦可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从事

教学、科研等工作。

财务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系统掌握财务管理和会计学的定性、定量分

析方法，具有数据库软件、用友财务软件和其他经济、金融分析

软件的实际操作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

信息获取能力及分析和解决财务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内

外与财务管理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及国际会计惯例，具有一

定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能力。

专业主要课程有：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市场学、证

券投资、经济法、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保险学、投资学、企业

筹资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综合实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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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在教学中突出实践性教学模块，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

运用能力，实现课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结合，培养的毕业生适合

在行政事业机关、金融行业、事务所中介机构、工商企业从事会

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工作。

市场营销专业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全面发展，适

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掌握现代经济

管理理论及管理方法，具有国际视野，富有创新精神、团队精神

和沟通技能，能够在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等机构从事市场营销

实际管理工作，以及市场营销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

合型、创新型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

计学、保险学、市场营销、经济法、消费行为学、组织行为学、

客户关系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商务礼仪、公共关系、电子商务、

营销策划、物流管理、广告学、商务英语等。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营销管理或

科研等实际业务工作。

工程管理专业

工程管理专业是管理与工程技术交叉的复合性学科。本专业

培养具有坚实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掌握土木工程的技术知识，

掌握与工程管理相关的管理、经济和法律等基础知识，具有较高

的专业综合素质、技能与能力，具有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国际

视野，能够在土木工程或其他工程领域从事工程经营管理的高级

专门人才。

专业主要课程：管理学基础、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财

务管理、经济法、项目采购管理、土木工程概论、工程经济学、

工程合同管理、工程项目管理、项目质量管理、工程造价管理等。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向建筑、工程、电子、通讯、制造、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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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诸多行业，包括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或重大工程的管理类

工作，也可以在大中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从事科研和应用相结合的

工作。

旅游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的管理类专门人才，具有旅

游管理专业知识，较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具备较强的

综合职业能力和发展基础，能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

门从事旅游经济分析、预测、规划以及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

会计学、旅游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酒店

管理学、景区管理学、旅游地理学、旅行社管理、导游实务、商

务礼仪等。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景区、旅行社、

星级酒店等单位的旅游管理类工作，也可以在大中专院校或科研

院所从事科研和应用结合的工作。

资产评估专业

资产评估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具有

法律法规、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无形资产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房地产评估、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的专门知

识和技能，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富有创新精神，能够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从事资

产评估、会计、审计实务和教学科研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基础、企业管

理学、统计学、初级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经济法、税法、资产

评估、企业价值评估、房地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机电设备评

估、财务会计学、投资项目评估、市场营销、会计电算化、金融

学等。

资产评估专业毕业生可在资产评估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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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师事务所等鉴证类中介机构以及政府资产管理部门、企事业

单位、金融机构中从事资产评估以及相关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

门人才。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王 利 0538-8246028 13685388022 lwang@sdau.edu.cn

团委书记 于小艳 0538-8242482 13655380227 vickyyu@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刘宇轩 0538-8242482 18366603175 liuyuxuan@sdau.edu.cn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专业面向我国食品工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需

求，聚焦山东区域食品产业在肉制品加工、粮油制品加工、园产

品加工等方面的发展特色与优势，采用“高标准、厚基础、宽口

径、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原则，强化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社会需要为标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强调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能够承担社会责任、

具有良好的数学、化学、生物学和工程基础知识，能够熟练应用

计算机，具有良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掌握食品加工工艺技术、

食品质量控制与安全评价的方法，受到食品工艺设备、食品产品

开发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食品加工、贮运、

保藏、营销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扎实专业知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多规格、多样化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

技术与管理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各类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工程设计、新产

品开发、食品营养研究、质量检测、品质控制、技术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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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食品机械设备管理、食品包装设计、食品贮藏管理、食品

运输管理、食品营销管理、食品的科学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能

在食品质量监督、海关、商检、卫生防疫、进出口、工商等部门

从事产品分析、检测、技术监督、执法、管理等工作，也能在相

关的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本专业培养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检测、控制、监督、

执法、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掌握食品科学的基本理论

和实验技术，掌握食品质量安全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通过对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毒理学、食品营养与安全

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工艺学、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食品质量

管理学、食品标准与法规等课程的四年学习，毕业生具备从事该

行业的基本知识及相关技能。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食品生产、分析检测、质量控制、安全评

价、质量认证、监督管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等工作，能胜任

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监督、海关、商检、卫生防疫、进出口、工

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部门的专业技术岗位。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葡萄酒及相关酒类产业“9师型”（即葡萄栽培师、

酿酒师、品酒师、工程师、化验师、调酒师、侍酒师、营销师，

酒文化讲师）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掌握酿酒葡萄栽培和管理、酿

酒微生物培养与选育等理论和方法；掌握葡萄酒等酒类酿造、品

鉴、管理与营销等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掌握从事该行业生产管理，

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基本方法。通过对生物学、微生物学、发

酵工程、生物化学、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葡萄酒化学、葡萄酒

工程原理、葡萄酒分析检测、葡萄酒微生物学、葡萄酒鉴赏学、

酿酒葡萄栽培学、葡萄品种学、葡萄酒工艺学、葡萄酒工程学、

葡萄酒工厂设计、葡萄酒市场学等课程的四年学习，毕业生具备



山东农业大学

46

从事该行业的基本知识及相关技能。

学生毕业后能在葡萄酒等传统酿造、食品的生产、加工、流

通及教育、研究、进出口贸易、卫生监督、安全管理等相关部门，

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工程设计、生产管理、质

量控制、产品销售、文化推广、检验检疫、教育教学等方面工作，

具有宽广知识面、多领域适应能力的酿酒师、营销师、工程师、

文化讲师等高素质专门人才。

生命科学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齐宪磊 0538-8242443 13181788175 qxl@sdau.edu.cn

团委书记 高 姗 0538-8241838 13884756932 gaoshan@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王 萱 0538-8242281 15020817558 wangxuan@sdau.edu.cn

生物技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具有成

为高素质人才所具备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文修养；具有扎实

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外语综合应用能力；

具有国际化视野，掌握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接受扎实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训练；能运用所掌握

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管理、销售等方面的工作，或者有进一步深造基础和发

展潜能的创新型、专业型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

生理学、微生物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

生物学及试验、生物信息学、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综合实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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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工程、细胞工程综合实验、农业生物技术、制药工程、酶工程、

发酵工程、分子免疫学、普通生态学等。

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高新

生物技术、生物制药、食品、环保等部门和企业，从事与生物技

术相关的研究、开发、管理及销售等工作，以及攻读生物学、医

学等领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或出国深造等。

生物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文修

养。具备生物学与工程学基本知识、掌握生物产品大规模制造的

科学原理，熟悉生物加工过程流程与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和技能，

能在生物工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

开发的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生物化学及实验、微生物学及实验、工程制图及

实验、化工原理及实验、细胞工程及实验、酶工程及实验、基因

工程及实验、发酵工程及实验、生物分离工程及实验、生物工程

设备、生物反应工程和发酵工厂设计等。

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生物化工、

医药、食品、农业、能源、环保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科学研

究、教学及生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生产与推广、工艺设计与优

化、品质检验与控制、技术管理等工作。

生物科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具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成为高素质人才所具备的人

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文修养；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基础、较高的

生物信息和专业英语水平；具有国际化视野，受到严格科学思维

的训练；具有扎实、宽广的生物科学基础，掌握现代生命科学领

域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了解生命科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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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展趋势，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成为从事生物

科学基础理论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动物学、普通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

动物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发酵工程、生物

制药工程、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发

育生物学、普通生态学及相关实验等课程。

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医药

卫生、海关、商品检疫、环保生态、食品、生物制药、生物工程

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工作，

以及攻读生物学相关领域研究生或出国深造等。

外国语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孙慧敏 0538-8249797 13562804219 dstan@sdau.edu.cn

团委书记
栗晓东 0538-8249800 13792106777 lxd@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英语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语言综合应用能

力、宽广的相关学科知识面以及一定的复合专业知识的应用型、

复合型英语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经贸、教育、农业科技、

文化、旅游、涉外企业及外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商

务、管理、文化交流等工作。合格毕业生将颁发英语语言文学学

士学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英语语言本体、英美文学及文化，接受

在听、说、读、写、译方面的熟巧训练，同时根据自身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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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新型（本学科继续攻读学位或进入教育领域就业）或者应

用型（主要进入翻译、外贸等领域就业）分流课程。毕业生具有

扎实的英语语言（听、说、读、写、译）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

（政治、经济、外交、国际贸易、社会文化、管理等相关方面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和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

高的素质，了解我国国情和英语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并具有一定水

平的第二外语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

主要课程包括综合英语、高级英语、英语读写、听力、语音、

口语、语法、语言学、英美文学、英美国家社会与文化、笔译、

口译等专业基础课程、核心课程以及丰富多彩的专业分流课，以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日语专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听、说、读、写、译）

基础，熟悉日本社会和文化，具备日语商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开放的国际视野、积极的沟通态度与较强的沟通能力，适应社会

发展需求的专业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注重通过

日本海外实习基地以及相关合作院校提升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

力和综合素质，鼓励学生参加包括国际暑期班在内的各类社会文

化体验及国内外社会实践，为学生就业、创业开拓渠道。本专业

毕业生能熟练运用日语，同时运用英语在经贸、科技、旅游、教

育、文化、涉外企业及外事等部门从事翻译、商务、管理、教学

与研究、文化交流等项工作。合格毕业生将颁发文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基础日语、日语会话、日语听力、日语泛读、日

本概况、高级日语、日语写作、笔译、口译、日本社会文化、日

语语言学、日本文学、商务日语、日本簿记、科技日语翻译等。

俄语专业

本专业采用“语言技能课+专业知识课+专业模块课+全校公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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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俄语语言基础知识、熟悉

俄语文化、具备俄语商务知识、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复合型

俄语专门人才；重视学生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努力

做到“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鼓励学生参加包括专业

实践在内的各种实践活动，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提升综合素质；

为学生营造纯正外语学习氛围，选派优秀生公费赴俄插班学习或

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本专业毕业生能熟练运用俄语，并能同时

运用英语在经贸、旅游、科技、教育、外事、文化等部门从事翻

译、管理、教学、科研等工作。合格毕业生将颁发文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基础俄语、高级俄语、语音、语法、俄语视听说、

基础会话、俄苏文学史、笔译、口译、现代俄语理论、高级口语、

俄语阅读、商务俄语、国际合同实务、旅游俄语、科技俄语等。

商务英语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知识和技能、掌握国际商务基础

理论和知识、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善于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

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

才。本专业采用不同的课程设置分型培养人才，注重学生个性化

需求。同时通过实习基地对接知名跨境电商平台，注重提高学生

的商务实践能力，为学生创业就业提供渠道。毕业生能熟练地运

用英语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商务、翻译

和管理等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商务综合英语、商务英语听力、商务英语口语、

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写作、商务英语笔译、商务英语口译、

国际商务谈判与合同（英）、国际贸易理论（英）、国际贸易实

务（英）、国际商务沟通（英）、管理学导论（英）、经济学导

论（英）、国际商务函电（英）、会展翻译、国际金融（英）、

国际商法（英）、跨文化交际、英美社会与文化等，此外还有丰

富多彩的专业分流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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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跨境电商方向）专业

本专业为校企合作专业，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注重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学生主

要学习英语语言、跨境商务英语基本理论知识，熟悉跨境商务流

程，掌握跨境电子商务技能；接受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

语言训练，接受跨境电商应用方面的平台操作，贸易谈判、流程

把握等方面的实战锻炼，能熟练运用英语从事跨境电子贸易、翻

译、研究、教学、管理和国际交流工作。

主要课程：语音、商务英语听力、商务英语口语、商务英语

读写、商务综合英语、英美社会与文化、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

国际商法导论、国际营销概论、国际商务沟通与礼仪、国际商务

函电与合同（英）、国际商务谈判（英）、视觉营销设计、跨境

零售基础、跨境图文营销、跨境贸易团队组建与管理、跨境贸易

客户服务与管理、跨境零售运营与推广等。

公共管理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朱震宁 0538-8241797 18615380009 r3308@sdau.edu.cn

团委书记 费美娟 0538-8242834 13954835168 mjfei@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张树举 0538-8248509 18453802737 zhangshuju@sdau.edu.cn

法学专业

法学专业 1993年始招收专科生，1996年招收第一批经济法本

科生，1999年正式招收法学本科生，2002年同时招收法学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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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法学专业入选山东农业大学“名校工程建设”重点专业，

同时获批政府与行政法治二级学科硕士点，2015年获批经济法方

向硕士点。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法

学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科学立法、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

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创新型法治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

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科学立法、依法

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

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创新型法治人才。

通过开设法理学、宪法、民法、刑法、商法、经济法、国际私法

等主要课程，使学生掌握我国法律、政策和国外法律的基本框架，

能够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调查、判断、分析问题以及运用法律知

识管理事务、解决实际问题；掌握法学文献检索、法学资料查询

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法学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1名，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11人，

具有法学博士学位 8人、在读法学博士 1人。入选学校“1512”
人才层次 6人。多名教师在各级法学研究会担任学术职务。目前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课题 10余项、厅局级课题 20
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

《政法论坛》《法学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主

编学术专著、教材 10余部，参编学术专著、教材 20余部；获得

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项，厅级科研成果奖 18项。1人获“山东

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1人获校“教学名师”荣誉称号，

2人获校首届“学生心目中的十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1人获校

“杰出教师奖”。

法学专业设有山东省戒毒研究中心、山东农业大学廉政建设

与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山东农业大学三农法治研究中心等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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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并在泰安市人大、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泰安市人民检察院、

泰山区人民法院、泰山区人民检察院、岱岳区人民法院、岱岳区

人民检察院、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等

18家单位设立教学实践育人基地。

行政管理专业

行政管理专业于 200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11年开始招收专

业硕士（MPA），2012年招收行政管理学术型硕士。本专业旨在

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中外政府管理基本规律，熟

悉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具备实际调研技能，能够胜任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新闻文化单位和科研

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并能从事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

门人才。

行政管理系现有一支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

师资队伍。专任教师 12人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7人（含在读 2
人），教授 5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5
人。有 5人入选学校 1512人才工程。近年来，教师在《自然资源

学报》、《开放时代》、《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2项，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7项；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

奖 1项、三等奖 4项，各类厅级成果奖 10余项专业知识结构：本

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行政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

行政学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分析、公务员制度、行政能力测试、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外语、公文写作和电子政务、行政法学等

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具备从事行

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及科研的初步能力。

秘书学专业

山东农业大学秘书学专业前身是文秘教育专业，自 2004年起

招收本科生，是当时山东省办学最早的文秘教育本科专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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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更名为秘书学专业。办学 10余年来，本专业真抓实干，敬业

务实，立足于教书育人的本职，秉承“登高必自”的校训，向各

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输送了 1700余名

优秀人才，获得了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形成了实力

为基、质量为本、实践为重的办学特色。本专业旨在培养基础扎

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德

智体全面发展，既具备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又有坚

实的秘书学基本能力和相关技能，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各类社会组织、机构中从事文秘、档案、行政等工作的复合型

高级专门人才。

秘书学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7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3人，

讲师 2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5人（其中博士后 2人）。另有兼职

教授 5人。近年来，共主持完成或在研国家、省部级课题 7项，

承担学校、厅级课题 10余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60余篇，主编学术专著、教材 8部，参编学术专著、教材 4部；

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项，厅级科研成果奖 10余项。获首届

“教学名师”1人，首届“学生心目中的十大优秀教师”1人，“山

东农业大学最美教师”1人，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一等奖 1 人、二

等奖 3人，学校青年教师讲课技能比赛二等奖 3人。

秘书学专业充分利用学校、学院现有条件，形成了注重实训

和实践的特色。依托学院实验中心，开展各种演示性、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教学和培训项目，开展课外活动，参与学科竞赛，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设置了认识实习、专业综合实习、

专业实验、社会调查、创新创业实践等诸多实践教学环节，在泰

安市档案馆、泰安市司法局、岱岳区大汶口镇政府、东平县人社

局等 10余家单位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年都派学生观摩、实习，

夯实学生的实践技能，尽快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对接。

近年来秘书学专业多次参加全国性秘书大赛并连创佳绩。

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三届蝉联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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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团体一等奖(唐山、杭州、丽水)，2018年获全国高校秘书学专

业知识技能大赛团体特等奖（徐州），3人获“全国十佳秘书”称

号。秘书学专业的培养质量在全国性大赛中得到了检验，获得了

全国秘书学专业同行的一致肯定。

城市管理专业

山东农业大学城市管理专业设立于 2012年，为高校普通本科，

是全国较早的城市管理招生单位，目前全国共有 70所高校招收城

市管理本科专业，我校城市管理的招生规模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2016年专业排名显示，我校城市管理专业

综合排名在全国第 9，在省内位居第 1。目前在公共管理一级硕士

点下招收城市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城市管理理论和科学的城

市管理技能，要求学生掌握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

社会学、法学及城乡规划学等理论，具备城市发展、规划、管理

等综合能力，能够从事相关管理工作，以满足我国城市化飞速发

展的需要。通过系统学习城市管理学、城市规划原理、城市管理

法、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土地管理、数

字城市建设与管理、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城市公关与危机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城市社区管理、城市休闲管理、城市管理写作实

务等课程，全面提升学生的现代城市管理能力。

城市发展与管理系现有专职教师 11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

授 4人、讲师 5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3人；具有博

士学位 4人、在读博士 3人。山东农业大学“1512”工程第二层

次人才 1人，第三层次人才 1人，第四层次人才 1人。

城市发展与管理系建系以来，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提高

办学质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课题四项、市社

科项八项、横向课题十余项。目前在泰安市民政局、规划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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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局、旅游局、泰山区住建局、临邑县兴隆镇政府、第一批

国家级田园综合体“朱家林”等单位设有教学实践基地。连续举

办的三届“未来市长大赛”已经成为我校城市管理专业的一个招

牌赛事，三届比赛共吸引 110多个队伍参赛。经过我们校内比赛

锤炼的队伍在全国大赛中披荆斩棘，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在第六

届全国高校模拟市长大赛中以非 211、985高校身份跻身全国 9强，

并荣获三等奖和最佳组织奖；从第一届全国城市管理竞赛至今的

三届比赛中，我们已经连续获得十八届大奖，其中一等奖五项、

二等奖八项、三等奖五项。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山东农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设立于 2015年，为高校普通

本科，学制 4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目前在校生 207人。本

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扎实的文化产业及相

关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文化产业经营特点、运作规律

和文化法律、法规知识；具备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品创新与运

营、文化活动策划的能力，能够在文化企业、媒体、政府文化管

理部门、事业单位从事文化管理、文化经营、文化市场运作、文

化产品及项目策划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

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课程主要由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三大板块构成。其

中核心课程有：中外文化史、文化资源学、艺术鉴赏、传播学、

平面设计基础、视听语言、交互设计、文化产业概论、文化产业

创意与策划、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

项目管理与案例解析、西方经济学、文化市场营销学、文化投资

学等。

本专业师资力量充沛，教学、实践设施齐全。现有专任教师 9
人，其中副教授 5人、讲师 4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4人，其

中博士后 3人，在读博士 2人。主持教育部规划项目 1项、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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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规划项目 2项，厅级项目 30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教材、专

著 10多部，获得厅级以上各种奖励 20余项。

专业拥有山东省农史学会、山东农业大学农业历史与文化研

究中心、山东农业大学创意乡村研究中心、泰安市社科研究基地

等多个研究平台，与中文系共建农业史硕士点 1个。校内建有文

化创意工作室、文化项目管理实训室，在泰安传媒集团、泰安市

电视台、太阳部落景区、山东世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6家单位

设立校外教学实践育人基地。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殷子惠 0538-8241793 13954883919 yinzihui@sdau.edu.cn

团委书记

杜洪涛 0538-8241656 13405485660 dht@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和素养，较系统地掌

握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能在水利

及相关行业从事水利工程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科研和管理

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毕业生毕业后经过 5年左右的工程

实践，取得工程师任职资格或具有相当的执业技术水平。专业教

育理念、措施、方法、手段、课程体系设置符合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合格的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画法几何、水利工程制图与计算机辅助设计、

测绘学、水力学、工程地质、土力学、建筑材料、理论力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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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力学、结构力学、工程水文与水利计算、水利工程经济、环境

水利学、工程造价与招投标、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工建筑物、水

泵与水泵站、农田水利学、水利工程施工、水电站、水利工程概

论、工程项目管理、电工及电气设备、水利水能规划、水利法规、

水化学等。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

本专业根据社会发展对水科学技术与问题的需求，本专业致

力于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求，立志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努力奋斗，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与健康个性和谐统一、富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高尚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及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素质

复合型水科学人才。

学生毕业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较

强的外语、计算机等方面的能力；系统掌握水文学、水资源学及

工程、水文地质及水环境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能够

从事流域及区域水文信息采集与处理、水资源及水环境保护的规

划、勘测、设计、预报、评价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毕业

后可在水利、水务、能源、环境保护、国土资源、高等院校等部

门和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学及科学研究工作。经过 5年左右的

工作实践锻炼，可达到工程师职业要求。本专业学制四年，毕业

后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水力学、水文学原理、水信息采集技术、水

文预报、水利工程制图、水文分析与水利计算、水资源勘察技术、

水文地质学基础、地下水动力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流域水

文模型、水文统计学、水资源系统分析、水法规与水政管理、水

利工程经济、水分析化学、水环境规划与管理、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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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房屋建筑方向）

本专业培养掌握各类土木工程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

够在房屋建筑、地下建筑、道路、桥梁、隧道、水电站、港口及

近海结构与设施，给水排水和地基处理等领域从事规划、设计、

施工、管理和研究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从事设计

研究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各级政府建设、规划、管理、消

防、质监部门以及工程公司、设备生产企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建设监理公司、城市物业管理等单位和企业的工程设计、科学研

究、产品开发、规划管理、工程施工、生产运行等工作。专业为

山东省特色专业，拥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土木水利工程

领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混凝土结构及砌体结构、钢结构、房屋建筑学、道路

工程、桥梁工程、工程管理、测绘技术、建筑施工技术等。

土木工程（装饰工程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有土木工程基础知识和建筑装饰技术特长的应

用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毕业生可从事房屋建筑及建筑装饰工程

的设计、施工、管理与教育等部门和行业的房屋建筑及建筑装饰

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等方面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学、3DSMax、素描、色

彩、建筑及室内表现技法、工程制图、工程测绘技术、计算机辅

助设计、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砌体结

构、钢结构、民用建筑设计与构造、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建筑装

饰设计、建筑及装饰施工技术、工程经济、建筑及建筑装饰工程

预算与报价、工程项目管理等。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是土木工程类热门专业。本专

业培养具备供热、通风、供燃气、空调、制冷、建筑给排水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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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人才，能够从事在建筑环境控制与

监测、能源综合应用、建筑节能、智能化建筑等技术领域的工作。

毕业生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从事教育教学及科学

研究；可在设计院、建设工程单位等从事工程咨询、工程设计、

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等专业技术工作；可在政府职能部门从事规

划、消防、质监等管理工作。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广泛从事于市

政燃气、热力生产与输配、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设备制造、

产品开发、设备安装与维护等民用、工业、农业各领域。合格毕

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供热工程、

建筑环境学、建筑环境测试技术、电工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

流体输配管网、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暖通空调、空调用制冷技

术、锅炉及锅炉房设备、建筑给排水、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建

筑设备自动化等。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水资源开发利用、城镇输配水、水质净化、

城市防洪与雨水利用、高层建筑给排水、给排水工程施工与管理

等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市政和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规划、设

计、施工、运营、管理、咨询、教育及科学研究，并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毕业后可在政府规划设计

部门、城市公用事业部门、城市市政建设与管理部门、环保部门、

水务集团、市政集团、房地产集团、市政（建筑、水利、环保等）

设计公司、科研机构及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工作。本专业学制四年，

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水力学、普通化学、水分析化学、测绘学、

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电工电子学、水文学与水文地质学、水泵

与泵站、水处理生物学、水工程经济、给排水工程结构、给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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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网系统、水质工程学、建筑给排水工程、取水工程与水资源

利用、城镇防洪、水工艺设备基础、给排水工程施工与组织、给

排水工程概预算等。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道路、桥梁、渡河与隧道等学科的知

识和技能，能在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及相关领域从事设计、施工、

管理、科研、规划等工作的应用型及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毕业

生可从事道路、桥梁、渡河、隧道和地下工程的勘测、规划、设

计、建造、监理、咨询和管理（检测、评价、维护）等方面的技

术工作，主要就业于设计院、科研院所及高等学校、各级政府建

设、规划、质监、交通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和建设监理等企事

业单位。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水力学与

桥涵水文、岩土力学、结构设计原理、桥梁工程、道路勘测设计、

路基路面工程、基础工程、道路建筑材料、隧道与地下工程、路

桥施工技术与管理、工程概预算与投招标、结构试验和公路工程

试验检测技术等。

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作为建筑行业龙头专业，同时涉猎工程技术、人文社

科与艺术设计等领域，是持续热门的专业。毕业生可以凭借其综

合素质在行业内各种领域发光发热。

建筑学专业着重于工程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培养具备建筑设

计、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掌握建

筑设计原理和方法，受到注册建筑师的基本训练，能在建筑与规

划设计院所、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城市建设管理部门，

从事建筑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城市设计、房地产项目策划、

规划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本专业本科学制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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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士学位。

建筑学专业主要是学习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原理、建筑工程

技术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进行建筑设计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具

有项目策划，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建筑施工图绘制等方面的能

力。主要学习课程：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住宅设计与居住

小区规划、城市设计、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公共建筑设计

原理、城市规划原理、建筑师业务实践、场地设计、建筑构造、

建筑物理、建筑结构、建筑结构选型、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建

筑设备、BIM三维建筑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绿色建筑、美术、

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徐宏志 0538-8245588 13854812891 xuhz@sdau.edu.cn

团委书记
徐振珍 0538-8249311 15288928399 xxzz@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就业辅导员 李 爽 0538-8249311 15550808797 lis@sdau.edu.c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

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利用

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必要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高尚的职业道

德，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

扎实的外语、数理、电子等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与实

践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毕业后，能够在科研、教育、企事业和

行政管理等单位，从事计算机系统开发和集成、技术应用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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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管理等工作，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成为具有较强可持续

发展潜质和适应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计算机网络、操

作系统、软件工程、编译原理、嵌入式系统原理、Java程序设计、

Web开发技术、计算机体系结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人工智能

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惠普软件开发方向）

本专业由山东农业大学与(美国)惠普公司合作培养，实行

“3+1”的培养模式，前 3年在校内学习专业基础课程、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等专业课程；第 4年通过双向选择进入惠普济宁软件人

才产业基地进行专业实训、项目实训和企业实习。本专业培养基

础扎实、知识面广，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与实践能力，系

统掌握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理论与应用技能以及大型软件的设计、

开发与管理能力，能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

管理和维护的专业技术人才。

毕业生能在科研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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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开发、教学、科研及管理等

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研究

生（山东农业大学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合

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计算机网络、操

作系统、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原理、C语言程序设计、JAVA语

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数据库应用技术、软件项目管理、软

件体系结构、框架编程技术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惠普软件测试方向）

本专业由山东农业大学与惠普公司合作培养，前三年学生在

山东农业大学完成理论课程学习，第四年实践实训部分的教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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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惠普人才产业基地（济宁）由惠普公司负责。本专业培养基

础扎实、知识面广，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与实践能力，系

统掌握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理论与应用技能以及大型软件的测试技

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技术开发，

计算机管理和维护的专业技术人才。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

学科硕士点。毕业生能在科研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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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开发、教学、科研

及管理等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计算机网络、操

作系统、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原理、C语言程序设计、JAVA语

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数据库应用技术、软件测试基础、功

能测试及工具、性能测试及工具等。

网络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科学基本知识，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掌握计算机网络设计与系统集

成、网络应用开发、信息安全保障、网络工程施工、网络管理维

护等方面技能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毕业生可在科研机构、IT公

司、国家机关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网络应用软件的开发、网络系统

的规划设计和工程施工、网络的运行管理及安全防护、网络设备

研发等工作，通过进一步深造，还可从事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方

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电子技术基础、通信原理

与通信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Java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

原理、操作系统、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网络、

无线与移动网络、网络设计与系统集成、网络编程、Web应用开

发、计算机网络安全、计算机网络管理、网络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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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本专业是由信息科学、计算科学、运筹与控制科学等学科交

叉渗透而成的数学学科下的理科专业，培养品格健全且能满足国

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具有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编程能力、具备数值

计算、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的专业型应用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

区域性的科学技术、教育领域、IT产业、经济金融等行业和企业，

从事数值计算、行业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工作，具备依据数据

做出行业研究、评估和预测的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业务理解与

沟通表达能力；也可以继续攻读数学类、计算机类、经济类、管

理类等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合格毕业生颁发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

概率论、数理统计、复变函数、数值分析、数学模型与软件、大

学物理、多元统计分析、C语言程序设计、离散数学、数据结构

等。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掌握数学

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技能，具备运用数学知识、使用计

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受到科学研究的训练，能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工程中的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问题，能在科技、教育、

信息产业、经济金融等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应用开发与管理等

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科技、教育、信息产业、经济

金融等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也可以攻读

数学类、计算机应用类、或经济管理、金融保险等方向的研究生

学位。合格毕业生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复变函数、常

微分方程、大学物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实变函数、

泛函分析、抽象代数、数学模型与数学软件、数学物理方程、C
语言程序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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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专业

本专业设有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致力于培养具

备测绘与地理信息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够运用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GNSS）、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先进技术进行

空间信息采集、处理、表达与应用，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求的

测绘与地理信息及相关领域的应用型工程专业技术人才。

毕业生能够从事区域性的基础测绘、工程测量、智慧城市建

设、国土资源调查、灾害监测预防、不动产测量以及 3S技术应用

等领域的测绘生产、设计、研发和管理等方面工作，具备注册测

绘师的能力和继续深造的基础，能够胜任测绘工程师的业务及管

理工作，就业领域涉及测绘、国土、房产、土木、交通、水利、

地矿、桥隧、港航等，也可继续攻读测绘科学与技术学科及相关

专业的研究生。合格毕业生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测绘学概论、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地图制

图学、数字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基础、GNSS原理及应用、摄

影测量学、遥感原理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工程测

量学、不动产测量、测绘程序设计等。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主要掌握遥感影像的获取、处理、解译、量测、

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能从事摄影测量、

遥感、测绘等生产与设计，以及相关空间信息系统的建设、应用、

规划、管理、科研和教学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毕业后可在国民

经济各行业（测绘遥感、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国土资源、水利

电力、农业林业、石油煤炭、海洋环境、航空航天等）、政府机

关、高新技术公司、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各类数字工程的规

划、设计、施工、管理或教学科研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工学学

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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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遥感原理及应用、遥感图像解译、数字图像处理、

数字摄影测量、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全球定位原理及应用、地

理信息系统原理及应用、程序语言设计等。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系统掌握计算

机、空间信息科学与数字工程技术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综

合运用 3S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

来研究空间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掌握“数

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农业”等各行业大型数字工程设计与管

理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政府机关、IT
公司、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空间信息采集、处

理、系统开发和各类数字工程的研究、设计、开发、分析、管理

和教学等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C（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软件工程、数

据仓库、数据挖掘、数字测图技术及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

应用、遥感原理与应用、卫星定位原理与应用、空间数据库原理

与设计等。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数理与计算机基础，受到严格的科学

实验训练，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系统掌握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熟悉现代电子技术、现代通

信技术、计算机及网络的工作原理，具有一定的软、硬件开发能

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政府部门、科研机

构、电信运营、软件开发、广播电视、系统集成的企事业单位从

事科研、开发、管理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

电子线路、电磁场与电磁波、电子设计自动化、单片机原理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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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嵌入式系统设计、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

数据通信等。

通信工程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通信技术、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数学与计算机基础，受到严格的科学实

验训练，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系统掌握通信基本理

论和现代通信技术、信号理论与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及网络的

工作原理、无线传输理论与技术的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毕业生

可从事电子通信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设计、制造、运营，或

在政府机构、电信运营商、广播电视局、各类高新技术公司、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防工业中从事开发、应用、管理或教学科

研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本专业包括通信工程（校

企合作）专业，该专业实行“2.5+1.5”模式，后 3个学期在企业

学习，按要求完成学业且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通信系统概论、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技术、高

频电子线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磁场与电

磁波、通信原理、信息论与编码、移动通信、数据通信、DSP原

理与应用、嵌入式系统设计、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数据通

信与计算机网络、电路原理实验、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数字电子

技术实验、高频电子线路实验、通信原理实验、单片机原理与应

用实验、信号与系统实验等课程。

物联网工程专业

物联网工程专业适应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结合智能制

造、智慧工业、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智慧工程领域

的人才需求，培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

传感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系统掌握物联网相关理论

和设计方法，熟练掌握物联网架构及相关软硬件产品的应用、维

护和开发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从事物联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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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应用开发、运营维护及管理等工作，教育

部门、科研机构、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教学、科研以及管理等工作，

也可在物联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与通信等专业继续深造。

合格毕业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电路与模拟电

子技术、计算机组成与结构、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高级语言

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技术、传感器原理与技术、无线网络技术、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物联网工程体系结构、射频识别技术、

操作系统、编译原理、软件工程、物联网案例设计分析、嵌入式

系统原理与接口技术、Web开发技术、物联网工程体系结构等。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李 华 0538-8249350 15953820778 lihuagh@sdau.edu.cn

团委书记
杨青青 0538-8242740 13854869409 qqy@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材料化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以高分子材料为特色的材料化学专业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学生系统学习化学、高分子材料科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掌握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加工、改性方法；各类化

学、高分子材料产品的研制、开发和应用技术；掌握现代分析方

法、技术及各类材料产品的结构与性能检验技术；熟练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方法与技巧。毕业生可在与高分子材料相关的材

料、化学、化工、医药、食品、环境、能源、军事等多领域的科

研、企业及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分析检验、新产品开发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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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管理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基础、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材料化学专业英语、

高分子性能与测试技术、复合材料原理、功能材料、高分子材料

加工成型等。

应用化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系统的掌握化学、化工基

本原理，掌握应用化学领域的研究、开发和综合利用技能；适应

21世纪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复

合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受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

方法训练，掌握天然产物的提取、分离，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各类化学化工产品的研制、开发技术；掌握现代分离与分析方法、

技术及各类产品的理化检验技术；熟练掌握化学化工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方法与技巧。具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进行研

究、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的能力。毕业生可在化学化工、制药、

环保、轻工等科研、企业及事业单位从事应用化学的研究、开发

与管理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

学工程基础、结构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工制图、有机合成、精

细化学品化学、天然产物化学、分离分析技术等。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专业通过对化学理论基础、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基本实验

技能、科学研究方法与工程应用技术的学习，培养学生掌握扎实

的化学和资源循环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了解资源循环科学的基

本特性和知识，学习资源循环利用与材料成分、结构、性能、工

艺之间内在的基础化学规律。重在以化学的视角解决资源循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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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协调性。本专业培养能从事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利

用、能源环境保护以及农业、工业废物资源化开发、研究、设计

与管理等工作的跨学科复合型高级人才，或培养出能继续进行资

源循环、化学化工、能源环境等领域创新型研究人才。

主要学习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环境科学、化工原理、绿色化学、固废弃物资源化、化学与农业

生物质循环等。

国际交流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宋 洁 0538-8246190 13053812307 songjie@sdau.edu.cn

团委书记
张丽敏 0538-8248282 15666085006 lmzhangq@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思想品质和道德

修养，掌握经济学以及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

熟悉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认识与把握国内外经济、贸易的运行机制

和发展规律，熟练掌握德语，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成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

全球视野和较为完备知识体系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工商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公

共意识和创新精神，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具有人文精神与科

学素养，熟练掌握德语，及现代经济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具有

国际视野、本土情怀、创新意识、团队精神和沟通技能，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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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各类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等机构从事工商管理工作的专门

人才。

会计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备人文素养、科

学精神和诚信品质，掌握会计、管理、经济、法律和计算机应用等国

际前沿的学科理论知识与方法，熟练掌握德语，了解国际经贸规则及

会计准则，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能够在中

外各类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中介机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其他

相关部门胜任会计及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体育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李 萌 0538-8249058 13905386211 limeng@sdau.edu.cn

团委书记
赵 鸿 0538-8249530 13515389389 zhaohong@sdau.edu.cn

就业辅导员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员）

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管理、经济、法

律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熟悉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

政策法规和国际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惯例与规则，具有较强分析

和解决工商企业经营管理实际问题能力以及较高的运动技能和较

强人际交往和组织协调能力，其培养方向为能独立从事企事业部

门管理工作，具有较强分析和解决工商企业经营管理实际问题能

力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毕业生可从事经营和管理工作；可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创办

并管理企业；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以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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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方面工作；还可通过报考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从事管理工作。

合格毕业生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

理心理学、企业战略管理、生产与运行管理、初级会计学、财务

会计、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质量管理、企业伦理，基层体育竞赛组织

与管理等。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自我发展能力和创新意识，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好的运动技能，

较强的指导与管理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从事公共与

商业体育服务机构、健身俱乐部、体育行政部门、学校及科研单

位的体育活动组织管理、指导咨询、教学科研以及经营开发与管

理等方面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体育专项技术、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导论、健身理

论与指导、体育市场营销、体育管理学、体育赛事管理、健身俱乐部

经营管理、体育经济学概论等。

艺术学院

就业工作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李 平 0538-8243997 13953800829 lip@sdau.edu.cn

团委书记 苏 郡 0538-8243967 13505483319 junsu03161439@163.com

就业辅导员 李斐斐 0538-8243967 18754867777 lisanaya@126.com



山东农业大学

74

音乐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具备较高水平音

乐表演、音乐分析、音乐创编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从事

各级各类学校、社会文艺团体、文化相关部门、出版及广播影视

部门、自主创业等方面的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基础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声乐、音乐欣赏、

舞蹈、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和声学、配器

法、复调、钢琴即兴伴奏、曲式与作品分析、歌曲作法等。

录音艺术专业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能熟

练运用计算机与电子音乐设备进行录音编辑、音乐创作与制作的

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从事广播、影视配乐，网络、文艺团体、

唱片公司等单位的音乐编辑、音乐创编或独立的音乐人工作及学

校教学工作。合格毕业生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基础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和声学、中国

音乐史、外国音乐史、配器法、歌曲作法、器乐写作、钢琴、器

乐、电脑音乐基础、钢琴伴奏写作、复调、曲式与作品分析、音

乐制作软件应用、录音音响工程、电脑MIDI制作、数字音响技术、

数字音频采样、MIDI软件的应用、缩混技术工程等。

环境设计专业（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环境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专业设计能

力和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熟悉国内外发展现状、趋势和专业技术

规范；具有前瞻性的科学思维、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专业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能从事环境艺术设计、规划、施工、策划及管理等方面

工作的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室内设计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广告公司、园林工程公司、环境设计研究院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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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部门和专业协会从事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商品展示设计、

广告设计等环境艺术设计、预算编制和管理等工作。合格毕业生颁发

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学习课程：中外设计史、艺术设计概论、素描、色彩、设计

初步、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表现图技法、室内设计原理、室

内设计、建筑设计、园林与景观设计、建筑装饰材料、建筑装饰施工

技术、标志与 CI 设计、家具与陈设、包装设计、书籍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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