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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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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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04 社会保障     

01 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政策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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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社会语言学 黄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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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20105 世界经济     

01 世界经济 丁一兵 1   

孙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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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 

联系电话：0431-85168733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30101 法学理论     

01 法学理论 刘小平 1   

030102 法律史     

01 法律史 刘晓林 1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任喜荣 1   

李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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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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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行政学院 

联系人：赵晨 

联系电话：0431-85166408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30201 政治学理论     

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周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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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于宝君 1   

毕达天 1 

03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苏婉 1   

04 管理科学 李春好 1   

钟翠萍 1 

07 运筹优化与决策科学 张国权 1   

120200 工商管理     

01 创业管理 蔡莉 1   

06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赵静杰 1   

08 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 王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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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20204 金融学     

01 金融理论 丁志国 1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宏观经济计量分析 邓创 1   

04 数理经济学与博弈论 张屹山 1   

120202 企业管理     

02 营销管理 盛光华 1   

06 信息管理 张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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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算子理论与算子代数 朱森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跨学科加

试：代数。 

08 算子代数与算子理论 张远航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070102 计算数学     

02 偏微分方程有限体积元法 李永海 1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3 复杂流体的数学理论和计

算方法研究 

张平文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05 科学计算与金融衍生物的

数值计算 

张然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11 散射与反散射问题的数值

方法 

董和平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跨学科加

试：数值计算方

法。 

12 生物医学系统的建模与计

算 

叶挺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跨学科加

试：数值计算方

法 

16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翟起龙 1  仅招收校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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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

生，跨学科加

试：随机过程 

01 应用概率论 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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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104 应用数学     

01 应用偏微分方程 王春朋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02 微分动力系统 李勇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跨学科加

试：动力系统。 

071400 统计学    招收跨学科考

生，跨学科加

试：多元统计分

析 

04 医学统计 赵世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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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物理学院 

联系人：于洪飞 

联系电话：0431-85167955 

联系人：任艺菲 

联系电话：0431-8516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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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物理 何松 1   

松崎真也 1 

宋维民 1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加试 

01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陆景彬 1   

李剑 1 

070205 凝聚态物理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加试 

01 凝聚态物理 朱品文 1   

陈岗 2 

杜菲 1 

包括 1 

李全军 1 

姚明光 1 

肖冠军 1 

黄晓丽 1 

王洪波 1 

姚诗余 1 

070206 声学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加试 

01 声学 崔志文 1   

0702Z2 计算物理学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加试 

01 计算物理学 马琰铭 1   

王彦超 1 

刘寒雨 1 

谢禹 1 

赵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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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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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1-88498961 

  招收跨学科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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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文付 2 仅招收校内考

生。 

李乙 1  

02 无机固体化学 冯守华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6 仿生构筑 徐雁 1   

09 无机-有机杂化材料 施展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4 纳米功能材料 李广社 1   

16 功能介孔材料 乔振安 1   

17 能源材料与化学 李莉萍 1   

20 惰性分子的活化与能源转

化 

李路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70302 分析化学     

01 生物纳米功能材料的分析

应用 

苏星光 1   

070303 有机化学     

01 功能有机材料 王悦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4 天然产物全合成、微反应

与连续流合成 

王博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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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6 功能高分子材料理论模拟

与设计 

吕中元 1   

37 电化学储能及功能电极材

料 

陆海彦 1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1 超分子组装体 沈家骢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2 聚合物杂化与光功能材料 杨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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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自修复与循环利用高分子

材料 

孙俊奇 2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6 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光电功

能 

田文晶 1   

10 活性可控聚合 安泽胜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1 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改性及

成型加工 

王贵宾 1   

14 特种工程塑料及涂料 关绍巍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6 单分子纳米力学 张文科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20 纳米颗粒聚合物的研究 刘堃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21 功能聚合物纳米杂化材料 卢晓峰 1   

25 功能高分子纳米膜材料 庞金辉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27 自组装电解质材料 李昊龙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28 耐高温功能有机硅高分子

材料 

牟建新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31 超分子精准自组装及功能 王明 1   

33 超分子聚合物材料 刘小孔 1   

34 螺旋高分子与仿生功能材

料 

董泽元 1   

44 分子探针与活体成像 朱守俊 2  仅招收校内考

生。 

47 多组分功能聚集体 吴光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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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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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70301 无机化学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1 先进能源与环境材料 于吉红 1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不加试。 

01 表观遗传调控的结构机制

研究 

曾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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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

院 

联系人：赵南 

联系电话：0431-8509576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2 飞机结构强度与可靠性 闫楚良 1   

03 数控装备全生命周期可靠

性技术 

陈传海 1   

04 材料服役性能测试技术与

智能装备 

赵宏伟 2   

刘欣 1 

09 仿生微型飞行器设计与制

造 

刘强 1   

10 材料性能测试及其仿生设

计与制造 

马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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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汽车工程学院 

联系人：燕玉铎 

联系电话：0431-85094027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0204 车辆工程     

01 汽车动态仿真与控制 郭孔辉 2   

04 新型结构轮胎与履带的设

计与制造 

刘卫东 1   

05 汽车轻量化与主动声管理 王登峰 1   

10 轮胎动力学理论与应用 卢荡 1   

15 汽车智能化技术 朱冰 1   

21 智能汽车感知与决策技术 胡宏宇 1   

23 汽车轻量化与主动声管理 陈书明 1   

32 汽车线控底盘设计与控制

技术 

丁海涛 1   

34 智能汽车设计与安全性 李骏 1   

35 未来全地形车辆先进技术 吴量 1   

0802Z1 车身工程     

03 新型车辆热流声固多场耦

合性能匹配与优化设计 

胡兴军 1   

05 车身智能化与主被动安全

一体化 

沈传亮 1   

07 汽车空气动力学方法与应

用 

王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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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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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先进结构涂层 张侃 1   

080502 材料学     

01 纳米材料相变 蒋青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3 纳米材料热力学 朱永福 1   

08 纳米多孔金属的开发与应

用 

郎兴友 2  仅招收校内考生 

13 计算材料科学 高旺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7 功能高分子；环境友好高

分子；仿生分离膜； 

李莉莉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09 板料数字化成形与控制 刘纯国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1 汽车用铸造合金新材料及

其制备 

王金国 1   

13 多元合金及复合材料的凝

固组织控制以及强韧化 

邱丰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4 轻量化结构功能材料制备

及柔性成形技术研究 

韩奇钢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15 先进轻合金强韧化设计与

组织控制 
王珵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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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焊接结构疲劳断裂、智能

焊接、表面纳米强化 

赵小辉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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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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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先进轻合金组织控制与强

韧化 

查敏 1   

27 塑性精确成形理论及模具

智能化技术 

管志平 1   

30 轻质高强韧仿生复合材

料；先进材料的合成；拟开

展 3D打印仿生结构复合材料 

郭瑞芬 1  仅招收校内考生 

31 轻合金加工；金属微观组

织模拟；金属微观缺陷理

高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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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固态相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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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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联系人：徐源 

联系电话：0431-8509535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1 农业机械动力系统研究 金敬福 1   

06 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 白丽 1   

08 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 张强 1   

99G100 仿生科学与工程     

01 机械仿生科学与工程 任露泉 1   

张锐 1 

任雷 1 

03 表面仿生科学与工程 韩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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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王军 

联系电话：0431-87836568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1 营养与功能食品 朱蓓薇 1   

02 食品化学与生物技术 李红霞 1   

孙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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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闻雪梅 

联系电话：0431-85168416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0901 物理电子学     

02 纳米光学材料与生物应用 王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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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智能系统控制与仿真 王红波 1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01 半导体光电子学 李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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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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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姜宏 1   

陈建 1 

刘列 1 

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李娟 1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李新波 1   

王萍 1 

高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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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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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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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9 云计算与高性能计算 李洪亮 1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3 大数据与数据挖掘、物联

网与计算机视觉 

李雄飞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4 知识发现与机器学习 杨博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9 符号推理与知识系统 叶育鑫 1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2 智能系统 赵宏伟 1   

04 智能无人系统与机器人 李颖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5 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智能计

算 

王岩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4 机器学习与知识工程 管仁初 1  仅招收校内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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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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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

院 

联系人：杨冬 

联系电话：0431-8850208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0402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01 地球探测技术及仪器 林君 1   

02 磁共振地下水探测技术及

仪器 

林婷婷 1   

蒋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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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9 智能化高精度磁测量技术

与无人系统 

随阳轶 1   

11 航天遥感与精密光电仪器

技术 

张刘 1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 

    

06 航空磁测技术及仪器 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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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人工智能学院 

联系人：任玉莲 

联系电话：0431-85168295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5 自然语言处理 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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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地球科学学院 

联系人：李艳博 

联系电话：0431-88502617 

联系人：张茜 

联系电话：0431-88502617 

  仅招收校内考生。可招相关相近跨学科考生，

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0900 地质学     

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许文良 1   

02 地球化学 王枫 1   

05 第四纪地质学 石璞 1   

刘嘉麒 1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03 盆地地质与油气勘查 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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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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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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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 1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3 近地表资源与环境地球物

理 

刘四新 1   

05 应用地球化学 赵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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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建设工程学院 

联系人：王慧娣 

联系电话：0431-88502353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1400 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张延军 1   

陈慧娥 1 

徐鑫 1 

02 工程灾害与防治 戴振学 1   

03 桥梁与隧道工程 戴文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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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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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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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新能源与环境学院 

联系人：李军 

联系电话：0431-88502284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2 地下新能源天然气水合物

成藏与开采 

许天福 1   

0818Z4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02 地下水土污染过程与修复

工程 

张文静 1   

04 水文地球化学过程与模拟 苏小四 1   

083002 环境工程     

01 污染场地污染的控制与修

复 

秦传玉 1   

迟子芳 1 

03 环境与新能源材料、装备 董双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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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基础医学院 

联系人：丁红枫 

联系电话：0431-85619495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

试。 

学术学位    

100102 免疫学     

04 免疫代谢与肿瘤 闫东梅 1   

100103 病原生物学     

03 病原菌功能基因组学 王国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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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公共卫生学院 

联系人：李茵 

联系电话：0431-85619445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1 分子流行病学 刘雅文 1   

04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 寇长贵 1   

1004J5 医学信息学     

03 医学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张云秋 1   

  



@吉林大学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招生专业目录 

 

31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703 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杨明 

联系电话：0431-88782768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01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子义 1   

100210 外科学     

01 外科学 董家鸿 1   

100211 妇产科学     

01 妇产科学 张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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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仅招收校内考生。 

100210 外科学     

01 普外 张学文 1   

03 骨外 常非 1   

100212 眼科学     

01 眼科学 张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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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白求恩口腔医学院 

联系人：马玲 

联系电话：0431-85579355 

   

学术学位   仅招收校内考生。不招收跨学科专业考生。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01 口腔修复学 赵静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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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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02 药剂学     

03 中药天然药物质量评价及

制剂研究 

王永生 1   

100703 生药学     

01 药物代谢与代谢组学研究 张伟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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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护理学院 

联系人：张岳 

联系电话：0431-85619559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1100 护理学     

03 社区与老年护理 孙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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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王丽欣 

联系电话：0431-85151810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中国发展理论研究 韩喜平 1   

04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研究 刘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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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动物医学学院 

联系人：李赫 

联系电话：0431-87836405 

   

学术学位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090600 兽医学     

03 人兽共患病 朱冠 1   

07 干细胞与动物克隆 赖良学 1   

08 病原微生物与分子免疫学 张改平 1   

13 动物性食品安全 任洪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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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植物科学学院 

联系人：许矛 

联系电话：0431-87835726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90100 作物学     

06 植物病原真菌分子生物学

与抗病基因工程 

潘洪玉 1   

07 昆虫生理生化与毒理学 尚庆利 1   

08 作物高产高效机制与调控 崔金虎 1   

13 作物功能基因挖掘与利用 姜文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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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动物科学学院 

联系人：黄育雯 

联系电话：0431-87836570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相近专业跨学科考生，

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1000 生物学     

01 动物基因表达调控 李占军 1   

02 实验动物质量检测 任文陟 1   

03 基因工程 于浩 1   

090500 畜牧学     

01 动物配子与胚胎生物技术 张嘉保 1   

04 动物生长调控 郝林琳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