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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101 哲学社会学院 

联系人：傅瑜慧 

联系电话：0431-85168215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3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白刚 1   

030301 社会学     

03 发展社会学 陈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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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102 文学院 

联系人：齐秀明 

联系电话：0431-85166192 

联系人：王林强 

联系电话：0431-85168851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501Z1 文学传播与媒介文化     

02 大众媒介研究 刘鸣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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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1 经济学院 

联系人：高杉 

联系电话：0431-85167027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20203 财政学     

01 财政学 邵学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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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2 法学院 

联系人：王颖 

联系电话：0431-85166105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30104 刑法学     

01 刑法学 张旭 1   

030106 诉讼法学     

01 诉讼法学 闵春雷 1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法学 何志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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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3 行政学院 

联系人：赵晨 

联系电话：0431-85166408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302J2 法律政治学     

02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王立峰 1   

120401 行政管理     

01 政府管理与领导科学 许玉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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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4 管理学院 

联系人：唐吉平 

联系电话：0431-85095209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3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陈海涛 1   

120200 工商管理     

01 创业管理 单标安 1   

郭润萍 1 

05 税收管理与公司财务 周培岩 1   

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03 信息资源管理与档案数字化 宋雪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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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5 商学院 

联系人：付卫艳 

联系电话：0431-85166139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宏观经济计量分析 金成晓 1   

隋建利 1 

张小宇 1 

04 数理经济学与博弈论 张屹山 1   

05 实验经济学与经济模拟 张世伟 1   

120202 企业管理     

03 战略管理 田虹 1   

04 人力资源管理 王弘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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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301 数学学院 

联系人：朴梓玮 

联系电话：0431-85166425 

   

学术学位    

070101 基础数学     

02 泛函分析 纪友清 1  招收跨学科考生，

跨学科加试：代数

学 

05 常微分方程 史少云 1  仅招校内考生。招

收跨学科考生，跨

学科加试：微分方

程 

070102 计算数学     

03 复杂流体的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

研究 

张平文 1  仅招校内考生。不

招收跨学科考生 

06 科学计算与金融衍生物的数值计

算 

张然 1  仅招校内考生。不

招收跨学科考生 

10 相场模型、不确定性量化的高效

算法 

汤涛 1  仅招校内考生。不

招收跨学科考生 

11 PDE 及其最优控制问题的数值解

法 

宋海明 1  仅招校内考生。招

收跨学科考生，跨

学科加试：数值计

算方法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仅招校内考生。招

收跨学科考生，跨

学科加试：随机过

程 

01 应用概率论 张勇 1   

070104 应用数学     

01 应用偏微分方程 王春朋 1  仅招校内考生。不

招收跨学科考生 

02 微分动力系统 李勇 1  仅招校内考生。招

收跨学科考生，跨

学科加试：动力系

统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1 动力学与控制 徐旭 1  仅招校内考生。招

收跨学科考生，跨

学科加试：动力学

与控制 

071400 统计学    仅招校内考生。招

收跨学科考生，跨

学科加试：多元统

计分析 

01 金融风险分析与保险精算 王德辉 1   

05 医学统计 赵世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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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302 物理学院 

联系人：于洪飞 

联系电话：0431-85167955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0201 理论物理    不招收跨学科考生 

01 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 何松 1   

03 高能物理实验 宋维民 2   

04 宇宙学与天体物理 兰迷香 1   

06 电磁探测理论与技术 洪德成 1   

070205 凝聚态物理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

加试 

03 高压下材料的新结构和新性质 刘冰冰 1   

05 高压化学物理 邹勃 1   

12 高压下低维材料的结构与物性 李全军 1   

15 高压下磁性材料的结构与物性 乔治.列夫琴科 1   

24 高压下新型材料的合成 王洪波 1   

34 新型电池材料的量子工程学研究 陈岗 1   

35 锂离子电池系统与关键电池材料 魏英进 1   

36 二次电池新材料与新体系 杜菲 1   

37 材料的高压结构与物性 姚明光 2   

38 电化学超级电容器新体系与新材

料 

王春忠 1   

39 新型电池物理与材料 王晓峰 1   

41 新能源光电子学 王宁 1   

46 高压实验物理 刘广韬 1   

51 新型超硬材料的结构设计和物性 李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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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303 化学学院 

联系人：成巍 

联系电话：0431-85168438 

联系人：赵晓杰 

联系电话：0431-88498135 

  招收跨学科（限理工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0301 无机化学     

01 分子筛多孔功能材料 于吉红 2   

02 无机固体化学 冯守华 1   

03 聚合物多孔材料与应用 方千荣 1   

09 无机-有机杂化材料 施展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3 多孔微纳储能、催化材料 关卜源 1   

14 纳米功能材料 李广社 1   

17 能源材料与化学 李莉萍 1   

19 能源转换与催化材料 邹晓新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24 新能源材料与化学电源 徐吉静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30 仿生结构与功能材料 杨明 1   

070303 有机化学     

02 功能有机材料 王悦 2  仅接收校内考生 

04 光活性有机软材料 卢然 2   

09 有机合成化学及不对称催化 寮渭巍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0 分子纳米功能仿生材料及应用 张晓安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1 生物质降解、高分子化学 张越涛 1   

12 有机合成与方法学 宋志光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4 有机合成化学与功能性骨架材料 刘晓明 1   

070304 物理化学     

07 表面功能结构的设计与组装 吕男 1   

12 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 李峰 2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2 聚合物杂化与光功能材料 杨柏 2  仅接收校内考生 

05 自修复与循环利用高分子材料 孙俊奇 2   

06 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光电功能 田文晶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09 绿色聚合化学及功能材料 汤钧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1 活性可控聚合 安泽胜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2 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改性及成型加

工 

王贵宾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15 纳米晶聚合物复合材料 张皓 2  仅接收校内考生 

16 特种工程塑料及涂料 关绍巍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20 聚合物仿生智能微结构 张俊虎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23 功能聚合物纳米杂化材料 卢晓峰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33 高性能聚合物合成及摩擦学研究 张海博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36 超分子聚合物材料 刘小孔 1   

38 电致变色聚合物的设计合成 晁单明 1   

43 高分子动态组装及生物材料 李云峰 1   

48 分子探针与活体成像 朱守俊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49 高分子复合材料与射线探测 魏浩桐 2  仅接收校内考生 

0703Z2 化学（应用化学）     

02 超分子光电功能材料 杨兵 1  仅接收校内考生 

04 稀土微／纳米光功能材料与 LED

器件 

邹海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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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304 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人：王秀丽 

联系电话：0431-85155459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1005 微生物学     

01 微生物与免疫 高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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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305 未来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联系人：张博 

联系电话：0431-85166853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0301 无机化学     

01 先进能源与环境材料 于吉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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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401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联系人：赵南 

联系电话：0431-8509576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3 智能精密制造 冀世军 1   

04 数控装备全生命周期可靠性技术 杨兆军 1   

陈传海 1 

12 材料性能测试及其仿生设计与制

造 

马志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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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402 汽车工程学院 

联系人：燕玉铎 

联系电话：0431-85094027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0204 车辆工程     

01 汽车动态仿真与控制 郭孔辉 2   

02 汽车运动动力学与控制；汽车整

车性能开发方法与技术；驾驶员行

为动力学；智能汽车决策与控制方

法 

管欣 1   

03 未来车辆先进技术 马芳武 1   

20 电动汽车系统动力学 王军年 1   

22 汽车 NVH 分析与控制 陈志勇 1   

25 智能汽车感知与决策技术 胡宏宇 1   

33 汽车线控底盘设计与控制技术 宗长富 1   

34 汽车线控底盘设计与控制技术 郑宏宇 1   

35 汽车线控底盘设计与控制技术 陈国迎 1   

0802Z1 车身工程     

06 车身智能化与主被动安全一体化 沈传亮 1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4 内燃机工作过程优化与控制 苏岩 1   

08 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关键技术 王忠恕 1   

14 电气化系统建模、优化与控制 袁新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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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40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刘徽 

联系电话：0431-8509443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1 储能材料及超硬薄膜材料 郑伟涛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3 热电转换功能材料的模拟与设计 戴维.辛格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4 材料基因工程：面向能源的光 

电转换半导体材料 

张立军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80502 材料学     

09 新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于开锋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2 新型能源存储与转换材料 金波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08 轻金属（铝、镁、钛）凝固；材

料微观组织及性能调控 

贾海龙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9 先进轻合金组织控制与强韧化 查敏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1 纳米陶瓷颗粒与有色金属材 料

的组织调控、强韧化及制备 

赵庆龙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3 塑性变形力学规律及成形质量分

析 

管志平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7 轻量化结构功能材料制备及 柔

性成形技术研究 

韩奇钢 2   

18 多元合金及复合材料的凝固 组

织控制以及强韧化 

邱丰 2   

19 精密高效制造及成形过程优化 寇淑清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22 金属材料的电致强化 徐晓峰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25 多孔陶瓷复合材料设计制备及性

能研究 

金泉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26 镁合金腐蚀；新型储能材料及全

固态电池 

王大为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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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404 交通学院 

联系人：王浩淞 

联系电话：0431-85094771 

  招收跨学科考试，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01 交通组织与交通控制 别一鸣 1   

03 交通信息工程 林赐云 1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03 物流工程与管理 孙宝凤 1   

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04 车辆运行仿真与智能化 施树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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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联系人：徐源 

联系电话：0431-85095255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4 生物摩擦学及农业工程仿生技术 孙霁宇 1   

99G100 仿生科学与工程     

01 机械仿生科学与工程 任露泉 1   

赵佳乐 1 

02 材料仿生科学与工程 姚仲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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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王军 

联系电话：0431-87836568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2 食品化学与生物技术 王虹苏 1   

03 食品安全理论、检测技术与设备 郭娜 1   

关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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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闻雪梅 

联系电话：0431-85168416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0901 物理电子学     

02 纳米光学材料与生物应用 宋宏伟 1   

03 电子功能材料与器件 揣晓红 1   

04 纳米光子学与纳米光电子学 孙洪波 1   

陈岐岱 1 

080902 电路与系统     

01 信息电子学系统 张爽 1   

04 微波光子学 董玮 1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01 半导体光电子学 李贤斌 1   

02 新型光电子器件 徐琳 1   

04 先进功能材料及传感器件 卢革宇 1   

费腾 1 

刘森 1 

高原 1 

05 有机/聚合物光电器件 冯晶 1   

09 新型波导与集成光路器件 张大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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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502 通信工程学院 

联系人：梁栋 

联系电话：0431-85095775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马彦 1   

郭洪艳 1 

高金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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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联系人：钟宇红 

联系电话：0431-85166495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05 水下物联网与智慧海洋 崔军红 1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4 知识发现与机器学习 杨博 1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6 智能无人系统与机器人 李颖 1   

0812Z1 生物信息学     

02 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生物

特征识别技术 

刘元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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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505 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联系人：杨冬 

联系电话：0431-8850208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0401 精密仪器及机械     

04 激光光谱技术及仪器 杨光 1   

080402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01 地球探测技术及仪器 林君 2   

02 磁共振地下水探测技术及仪器 林婷婷 1   

蒋川东 1 

万玲 1 

04 基于量子传感电磁多物理场测量

技术 

嵇艳鞠 1   

06 电磁探测信号处理 朱凯光 1   

08 原子精密磁传感与航空电磁探测

仪器 

王言章 2   

09 智能化高精度磁测量技术与无人

系统 

随阳轶 1   

10 震动传感技术及仪器 辛毅 1   

11 航天遥感与精密光电仪器技术 张刘 1   

12 弹性波探测与通讯技术 姜弢 1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02 精密原子磁传感技术及仪器 陈晨 1   

05 智能仪器机电协同控制技术 张冠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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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601 地球科学学院 

联系人：李艳博 

联系电话：0431-88502617 

  招相关相近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0900 地质学     

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张晋瑞 1   

02 地球化学 葛文春 1   

06 数字地质科学 杨晨 1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04 盆地地质与油气勘查 柳蓉 1   

孟庆涛 1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2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李月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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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联系人：王郁涵 

联系电话：0431-88502362 

联系人：张卓 

联系电话：0431-88502362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0801 固体地球物理学     

01 勘探地球物理学 刘财 1  仅招校内直博生。 

刘洋 1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1 应用地球物理 孙建国 1  孙建国可招收校外

直博生；殷长春、

巩向博仅招收校内

直博生。 

殷长春 1 

巩向博 1 

04 井中地球物理 潘保芝 1  可招收校外直博

生。 

05 近地表资源与环境地球物理 曾昭发 1  仅招收校内直博

生。 刘四新 1 

06 地球信息科学 孟治国 1  可招收校外直博

生。 

0818Z1 地学信息工程     

01 大地测量学 吴琼 1  仅招收校内直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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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建设工程学院 

联系人：王慧娣 

联系电话：0431-88502353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1400 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陈慧娥 1   

02 工程灾害与防治 王常明 1   

戴振学 1 

04 结构工程 王伯昕 1   

081803 地质工程     

01 非常规油气资源钻采 孙友宏 1   

03 极地和海洋钻探技术 曹品鲁 1   

04 钻探机具和材料 孟庆南 1   

06 岩体工程地质 张文 1   

宋盛渊 1 

07 环境地质与工程 陈剑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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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新能源与环境学院 

联系人：李军 

联系电话：0431-8850228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01 水资源评价与管理 梁秀娟 1   

0818Z4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01 地下水资源评价、模拟与管理 肖长来 1   

083001 环境科学     

01 环境化学 董德明 1   

郭志勇 1 

郑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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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基础医学院 

联系人：丁红枫 

联系电话：0431-85619495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0103 病原生物学     

04 病原菌功能基因组学 王国庆 1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8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疾病研究 池光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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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公共卫生学院 

联系人：李茵 

联系电话：0431-85619445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04J5 医学信息学     

03 健康信息学理论、方法及应用 曹锦丹 1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03 行为与心理健康 梅松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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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杨明 

联系电话：0431-88782768 

   

学术学位   仅招收校内考生，不招收跨学科考生 

100201 内科学     

01 内分泌代谢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宁光 1   

02 支气管哮喘的研究 华树成 1   

0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机制与临

床研究 

彭丽萍 1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分子诊断与精准医学 姜艳芳 1   

100214 肿瘤学     

01 免疫功能、发育机制以及抗肿瘤

免疫细胞治疗 

王宇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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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白求恩第二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李国骅 

联系电话：0431-81136362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0212 眼科学     

03 眼表疾病的基础研究 张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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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 白求恩第三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钱风华 

联系电话：0431-84995151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0210 外科学     

03 胃肠外科、肝胆胰；乳腺、甲状

腺外科 

陈孝平 1   

05 纳米材料与肿瘤治疗 陈芳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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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口腔医学院 

联系人：马玲 

联系电话：0431-85579355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不招收跨学科专业考生。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01 口腔修复学 王林 1   

  



@吉林大学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全日制） 

34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707 药学院 

联系人：秦鹏华 

联系电话：0431-85619664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0701 药物化学     

02 中药、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与

开发 

刘金平 1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100702 药剂学     

03 缓控释制剂及纳米递药系统研究 管清香 1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100704 药物分析学     

01 现代药物分析方法与中药药效物

质基础研究 

刘忠英 1  招收跨学科考生，

不加试。 

03 药物代谢动力学 武毅 1  招收跨学科考生，

不加试。 

1007Z1 生物药学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5 细胞与分子靶向治疗 梁重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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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动物医学学院 

联系人：李棕松 

联系电话：0431-87836405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090600 兽医学     

01 动物生殖与发育调控 郭斌 1   

02 动物及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李建华 1   

03 人兽共患病 王化磊 2   

刘明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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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植物科学学院 

联系人：许矛 

联系电话：0431-87835726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90100 作物学    招收跨学科考生，

不加试。 

01 植物遗传发育分子生物学 吴刚 1   

02 植物遗传资源改良与分子育种 都兴林 1   

03 病原真菌致病及寄主-病原互作

分子机理 

秦庆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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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动物科学学院 

联系人：黄育雯 

联系电话：0431-87836570 

  招收相近专业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1000 生物学     

01 模式动物与新药研究 王东旭 1   

02 动物基因表达调控 李占军 1   

090500 畜牧学     

03 分子遗传与动物育种 白春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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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联系人：段岩 

联系电话：0431-85168816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09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刘喜哲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