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情况登记表

专家基本信息：

姓名 孔凡功 性别 男 籍贯 山东陵县

民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出生日期 1976-09-14

党内职务 申报类型 一般推荐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院校 华南理工大学 所学专业 制浆造纸工程

从事专业所属一
级学科 工学 从事专业所属二级

学科 轻工技术与工程

是否为留学归国
人员 是 是否为博士后 否

参加工作时间 2006-07-01 职业 教学人员

聘任岗位 教授三级 聘任时间 2013-12-01

行政职务 常务副主任（正处级） 行政级别 县、处级

专业技术职务 高等学校教师-教授

通讯地址 山东济南长清大学路3501号 邮编 250353

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时间

入选“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时间



教育经历：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1996-09 2000-07 齐鲁工业大学（原山
东轻工业学院） 轻化工程 大学本科 学士

2000-09 2003-07 齐鲁工业大学（原山
东轻工业学院） 制浆造纸工程 硕士研究生 硕士

2003-09 2006-07 华南理工大学 制浆造纸工程 博士研究生 博士

工作经历：

起始年度 终止年度 工作单位 部门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2006-07 2007-10 齐鲁工业大学（原山东轻工
业学院）

轻化与环境工程
学院 无 讲师

2007-08 2009-05 新布朗斯维克大学 化学工程系 无 博士后

2007-10 2010-11 齐鲁工业大学（原山东轻工
业学院）

轻化与环境工程
学院 无 副教授

2010-12 2014-12 齐鲁工业大学（原山东轻工
业学院）

轻化与环境工程
学院 所长 教授

2011-01 2012-07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科技环保部 无 科研管理

2013-08 2015-08 湖首大学 化学工程系 无 博士后

2015-01 2016-05 齐鲁工业大学
轻工学部造纸与
植物资源工程学

院

副院长兼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 教授

2016-05 2018-10 齐鲁工业大学
轻工学部造纸与
植物资源工程学

院

执行院长兼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 教授

2018-10 2019-07 齐鲁工业大学
生物基材料与绿
色造纸国家重点

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正处级
） 教授

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工作单位名称 职务 备注

2018-10-10 2019-07-12 山东省造纸学会 常务副秘书长

2019-05-15 2019-07-12 中国造纸学会 个人理事

2016-05-10 2018-10-11 山东省造纸学会 常务理事

2008-01-10 2019-07-12 加拿大PAPTAC造纸协会 会员



2009-08-12 2019-07-12 美国TAPPI造纸协会 会员

重要社会兼职情况：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工作单位名称 职务 备注

2019-06-06 2019-07-1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评委 会评评委

2017-04-19 2017-04-26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评委 网评评委

2010-04-26 2019-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评委 网评评委

2018-10-11 2022-10-09 教育部高等学校林业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2015-08-26 2019-07-12 Carbohydrate polymers等国际期刊 审稿专家

代表性著作和论文情况：

著作或论文题目 出版或发表时间 收录情况或出版社名
称 影响因子 是否为通讯作者 位次/人数

Water soluble kraft
lignin–acrylic acid

copolymer: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2015-08-12 Green Chemistry SCI 收
录 9.125 否 1/5

环境电化学技术及其
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2018-01-0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1

Novel process for
generating cationic lignin

based flocculant
2018-05-16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SCI收录
3.58 是 2/4

Novel pathway to
produce high molecular

weight kraft
lignin–acrylic acid
polymers in acidic
suspension systems

2018-08-16 Rsc Advances  SCI收录 3.16 否 1/4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hosphorylated xylan as
a flocculant for cationic

ethyl violet dye

2018-10-25 Polymers SCI收录 3.25 是 5/6

成果获奖情况：

年度 获奖种类 获奖项目情况 等级 位次/人数 发证单位名称 备注

2018 教学成果奖

制浆造纸工程专业研
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与助推行业健康发

展的道路与实践

一等奖 1/13 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

2018 教学成果奖

传统工科专业升级改
造助推行业转型发展-
轻化工程专业20年办

学的探索与实践

特等奖 3/12 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

2017 科学技术进步奖
草类纤维原料清洁制
浆专利预警分析和风

险应对策略研究
一等奖 1/5 中国商业联合会



2015 技术发明奖
速生阔叶材制浆造纸
过程酶催化关键技术

及应用
二等奖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

2014 科学技术进步奖 酶促镁碱过氧化氢机
械法清洁制浆技术 三等奖 1/8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个人荣誉情况及获选人才工程情况：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荣誉名称或工程名称 授予单位或主管部门 工程支持资金总额
（人民币万元） 层级 备注

2018-12-31 2019-07-12 山东省自然科学学术
创新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省部级

2015-01-01 2018-12-31 山东省德州市现代产
业首席专家

山东省德州市委组织
部 25 市级

2012-08-16 2019-07-12 “十一五”轻工业科
技创新先进个人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省部级

主持的项目课题情况：

结题时间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课题类别 位次/总人数 备注

2020-06-30 天然气过滤材料及过滤器的研制 国家级 2/30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骨干

2019-12-31
电化学催化氧阴极还原协同阳极氧
化一步完成纤维木质素选择性溶出

及深度氧化的机理研究
国家级 1/7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5-12-31 纸浆电化学介体脱木素体系中催化
介体紫脲酸丢失机理研究 国家级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9-10-31 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制浆化学
”（项目编号：SDYKC17048） 省（部）级 1/8 山东省省级教研

项目

2020-09-30
科教融合模式下轻化工程及林产化

工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M2018X075）

省（部）级 1/9 山东省省级教研
项目

已授权专利情况：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号 获批时间 备注

一种环保清洁制浆工艺 发明专利 ZL 201711290350.6 2019-04-19

管状Ni-Pt纳米合金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ZL 201710129087.6 2019-01-25

一种用于超级电容器的新型
杂化纤维炭纸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 201710404665.2 2019-02-19

化学镀制备Au-Pt合金纳米管
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 201710129086.1 2019-03-06

Ni-Au合金纳米管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ZL 201710128246.0 2019-03-12

业绩贡献：

主要业绩贡献



2006年毕业后来校工作，200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1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15年被陕西科技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
，多次被评为齐鲁工业大学“优秀党员”和“优秀教师”。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的《制浆原理与工程》、《制浆化学
》等多门课程。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获得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特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主持2项
省级教研项目，为教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10余项、省部级项目9项及企业项
目20余项。已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三大索引论文6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10项。鉴定成果3项。获国家级奖励1项
，省部级奖励6项，其他奖励3项。出版教材及专著3部。国家林业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8-2022），国家科
学技术奖会评专家（2019年）、网评专家（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评专家，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湖
南省科技奖励网评专家（2010-）和国际知名刊物Green Chemistry等评审专家。2018年获山东省自然科学学术创新成果

奖。2014年被聘为德州市现代产业首席专家。2012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为“十一五”轻工科技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