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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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30301 社会学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城乡社会学 田毅鹏    

刘威  

02 文化社会学 邴正    

03 发展社会学 张金荣    

陈鹏  

04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 李文祥    

05 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 贾玉娇    

07 经济社会学 王文彬    

0303Z1 体育社会学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重大体育社会问题研究 袁雷    

02 体育文化发展 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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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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禹平    

02 语言理论和第二语言教学

研究 

岳辉    

03 社会语言学 黄玉花    

0501Z1 文学传播与媒介文化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影视文学与影视文化传播 孔朝蓬    

02 大众媒介研究 刘鸣筝    

03 媒介理论与文化传播 周大勇    

04 传播文化 鞠惠冰    

05 文学传播与新闻媒介 张斯琦    

060200 中国史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中国区域史 宋卿    

02 先秦史 马卫东    

03 辽金元史 高福顺    

蒋金玲  

04 中国近现代史 管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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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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张若溪 

联系电话：0431-85168427 

  招收跨学科考生，加试专业外语 

学术学位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1 ①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或 1004 德语 或 1005 法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英语语言学 项蕴华   不招收跨学科、

专业考生 

 

02 英语国家文学/文化 孙明丽    

03 翻译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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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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30105 民商法学  1   

01 民商法学 房绍坤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马新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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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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20204 金融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金融理论 丁志国    

02 金融市场 宋玉臣    

董竹  

张艾莲  

120201 会计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财务会计 毛志宏    

02 会计信息系统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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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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02 泛函分析 张远航    

05 偏微分方程 任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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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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硬材料

国家重点实验室） 

联系电话：0431-85168881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0207 光学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光学 戴振文    

孙成林  

纪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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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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Z2 化学（应用化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超分子光电功能材料 杨兵    

03 稀土光功能材料 邹海峰    

04 生物医用材料合成与应用 崔学军    

06 资源开发与再生利用 李俊锋    

07 光功能有机多孔材料 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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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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4 道桥结构健康监测与损伤

识别 

宫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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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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农业机械动力系统研究 田为军    

赵佳乐  

付君  

03 生物摩擦学及农业工程仿

生技术 

孙霁宇    

郭丽  

任丽丽  

04 保护性耕作技术与仿生智

能农机装备 

齐江涛    

05 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 杨印生    

郭鸿鹏  

白丽  

06 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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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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营养与功能食品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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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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0901 物理电子学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先进光子学技术与器件 秦伟平    

贾志旭  

贾晓腾  

02 纳米光学材料与生物应用 宋宏伟    

董彪  

尹升燕  

王晨光  

03 电子功能材料与器件 阮圣平    

揣晓红  

04 纳米光子学与纳米光电子

学 

孙洪波    

陈岐岱  

夏虹  

05 功能材料及光谱分析 赵纯    

07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及器

件 

康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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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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周淼磊    

赵海艳  

李新波  

于树友  

胡云峰  

02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刘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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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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2 智能系统 赵宏伟    

06 健康大数据 周丰丰    

07 智能无线网络与协同控制 王健    

10 无人机网络与智能计算 孙庚    

13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周柚    

14 机器学习与知识工程 管仁初    

17 智能数据处理与运维 康辉    

19 生物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

习算法研究 

张浩    

20 机器学习与知识计算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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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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81400 土木工程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岩土工程 杜立志    

于子望  

02 工程灾害与防治 王常明    

秦胜伍  

张晓影  

03 桥梁与隧道工程 戴文亭    

于清杨  

徐燕  

04 结构工程 王伯昕    

于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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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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基础医学院 

联系人：丁红枫 

联系电话：0431-85619495 

  只招收初始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毕

业生（不含专升本、独立学院及民办学院）；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 

学术学位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2 糖尿病并发症的机制与预

防 

辛颖    

03 分子病理学 许志祥    

05 肿瘤细胞代谢与靶向治疗 王医术    

06 基因治疗与肿瘤代谢 孙连坤    

07 肿瘤发生学与抗肿瘤药物

作用 

苏静    

08 肿瘤生物学治疗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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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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 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郑翔宇 

联系电话：0431-88782768 

  复试时间及安排见我院网站 www.jdyy.cn 研

究生教育通知。 

专业学位   1.临床医学各专业只招收临床医学硕士毕业

生，考生初始学历必须是全日制医学本科或七

年制硕士毕业生。 

2.入学前获得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及

学位证书。 

3.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已获得《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 

4.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或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需提供单位证

明），或入学前通过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证书》的所有考试（需提供在培证

明）。所报考博士专业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专业（或三年工作经验所在相关专业或科室）

在相同或相近二级学科范围，详情见我院官

网。 

105101 内科学  1   

02 内科学 郭蔚莹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宋磊  

04 内科学 于振香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王桂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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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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 白求恩第三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钱风华 

联系电话：0431-84995151 

  所有专业只招收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毕业生。 

学术学位   临床医学各专业只招收临床医学专业硕士毕业

的考生且必须具有临床医师资格证书（初始学

历必须是全日制临床医学本科毕业）。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3 放射影像学 刘桂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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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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药学院 

联系人：秦鹏华 

联系电话：0431-85619664 

   

学术学位    

100701 药物化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中药、天然药物活性成分

研究与开发 

刘金平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100702 药剂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中药天然药物质量评价及

制剂研究 

王永生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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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护理学院 

联系人：张岳 

联系电话：0431-85619559 

  招收跨学科考生，加试高级护理实践导论。 

学术学位    

101100 护理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慢性病护理 陈立    

02 临床护理 李峰    

03 社区与老年护理 孙皎    

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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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王丽欣 

联系电话：0431-8515181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中国发展理论研究 韩喜平    

02 《资本论》研究 钱智勇    

07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于天宇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吴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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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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90100 作物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2 植物遗传资源改良与分子

育种 

都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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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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90500 畜牧学  1 ① 1001 英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动物配子与胚胎生物技术 张嘉保    

姜昊  

02 动物生殖调控 周虚    

04 动物生长调控 郝林琳    

05 牛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 杨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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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东北亚学院 

联系人：山丹 

联系电话：0431-8516639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 ① 1001 英语 或 1002 俄语 

或 1003 日语 

② 2001 材料评议 

③ 3001 综合考核 

 

01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李天籽    

02 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 廉晓梅    

03 城市经济与城市群发展 杨东亮    

04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

践 

衣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