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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2023直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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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 

联系电话：0431-85167027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20105 世界经济     

01 世界经济 史本叶   仅招收校内考生 



  @吉林大学 法学院(2023直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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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民商法学 蔡立东   蔡立东，仅招收

校内考生。 房绍坤  

孙良国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法学 何志鹏   仅招收校内考

生。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2023直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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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30201 政治学理论     

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周光辉   周光辉仅招收校

内考生 彭斌  

03 中国政府与政治 马雪松    



  @吉林大学 商学与管理学院(2023直博) 

4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9 商学与管理学院 

 

   

学术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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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加

试。 

020204 金融学     

01 金融市场 张艾莲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宏观经济计量分析 张小宇    

02 金融计量分析 金春雨    

03 实验经济学与经济模拟 刘伟江    

张世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于宝君    

02 管理科学 李春好    

120200 工商管理     

01 创业管理 蔡莉    

02 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 李北伟    

03 财务会计 孙烨    

04 财务管理 刘柏    

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01 数字信息资源管理 王晰巍    

02 信息资源管理与档案数字

化 

邓君    



  @吉林大学 数学学院(2023直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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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070101 基础数学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01 代数学 孙晓松    

02 泛函分析 纪友清    

03 常微分方程 史少云    

许志国  

04 偏微分方程 任长宇    

05 非线性泛函分析 魏元鸿    

070102 计算数学     

01 科学计算与金融衍生物的

数值计算 

张然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翟起龙  

02 随机微分方程数值方法及

其应用 

邹永魁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3 散射与反散射问题的数值

方法 

董和平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04 科学计算与大数据分析 贾继伟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05 数学物理反问题的分析与

计算、数值代数 

刁怀安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70104 应用数学     

01 微分动力系统 李勇   招收跨学科考

生，跨学科加

试：动力系统。 

02 应用偏微分方程 段犇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3 无穷维动力系统 易英飞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04 反应扩散方程 刘长春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1 控制论 黄庆道   不招收跨学科考

生。 

071400 统计学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01 生物统计 王培洁    

02 金融科技与大数据分析 孙维鹏    



  @吉林大学 物理学院(2023直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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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01 理论物理     

01 理论物理 兰迷香   汪劲、何松、宋

维民仅招校内考

生 
汪劲  

何松  

松崎真也  

宋维民  

欧阳昊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01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陆景彬   陆景彬仅招校内

考生 马克岩  

070205 凝聚态物理     

01 凝聚态物理 闫羽   段德芳、邹勃、

杜菲、黄晓丽、

刘广韬、王义

展、宁甲甲、王

凯、崔田、李芳

菲仅招校内考生 

崔田  

郑以松  

刘冰冰  

王文全  

魏英进  

周强  

邹勃  

李芳菲  

杜菲  

姚明光  

段德芳  

王凯  

王晓峰  

黄晓丽  

王宁  

刘广韬  

王义展  

宁甲甲  

田瑞源  

070207 光学     

01 光学 孙成林   张汉壮、纪文宇



  @吉林大学 物理学院(2023直博) 

7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张汉壮  仅招校内考生 

付作岭  

纪文宇  

汪胜晗  

0702Z1 应用物理     

01 应用物理学 韩炜    

0702Z2 计算物理学     

01 计算物理学 马琰铭   王彦超、赵宏健

仅招校内考生 洪德成  

李全  

王彦超  

吕健  

刘寒雨  

付钰豪  

谢禹  

赵宏健  

米文慧  



  @吉林大学 化学学院(2023直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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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冯守华   李广社、施展、

闫文付、李激

扬、邹晓新、关

卜源、杨明、金

恩泉仅招收校内

考生 

于吉红  

李广社  

施展  

闫文付  

李乙  

李激扬  

邹晓新  

关卜源  

杨明  

金恩泉  

02 分析化学 宋大千   宋大千、贾琼仅

招收校内考生 苏星光  

贾琼  

03 有机化学 张晓安   张晓安、王悦、

王博、徐斌、刘

朝阳仅招收校内

考生 

王悦  

杨英威  

王博  

徐斌  

刘朝阳  

04 物理化学 江雷   江雷、李峰、李

辉、钱虎军仅招

收校内考生 
任咏华  

苏忠民  

李峰  

李辉  

钱虎军  

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杨柏   孙俊奇、田文

晶、王贵宾、张

皓、张恺、李昊

龙、刘小孔、魏

浩桐、朱守俊、

陈于蓝仅招收校

内考生 

孙俊奇  

安泽胜  

田文晶  

王贵宾  

张皓  

张海博  



  @吉林大学 化学学院(2023直博) 

9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张恺  

卢晓峰  

李昊龙  

刘小孔  

魏浩桐  

朱守俊  

陈于蓝  

06 应用化学 杨兵   杨兵、刘海超仅

招收校内考生 刘海超  



  @吉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2023直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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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71005 微生物学     

02 抗病毒天然免疫和肿瘤免

疫治疗 

于湘晖   仅招校内考生。 

04 资源微生物与生物转化 相宏宇   仅招校内考生。 

05 阿尔茨海默症和肿瘤的机

制与治疗研究 

吴慧   仅招校内考生。 

06 分子病毒学与抗病毒 苏维恒   仅招校内考生。 

08 新型艾滋病疫苗和溶瘤病

毒设计 

于彬   仅招校内考生。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3 细胞增殖调控与肿瘤生物

治疗 

李桂英   仅招校内考生。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01 酶学与纳米技术研究 李全顺   仅招校内考生。 

05 酶分子改造及其应用 高仁钧   仅招校内考生。 

06 分子酶学与手性药物 郑良玉   仅招校内考生。 

10 古基因组学，古微生物学 崔银秋    

12 环境基因组学 韩璐   仅招校内考生。 

15 抑制剂筛选与疾病治疗 李婉南   仅招校内考生。 

071011 生物物理学     

01 酶学与酶组装技术 韩葳葳   仅招校内考生。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1 药物缓控释、靶向选择系

统的研究与开发 

滕乐生    



  @吉林大学 未来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2023直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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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Z1 应用物理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01 清洁能源与储能、节能技

术 

韩炜    

02 大气物理学、微波技术与

应用 

瓦列里·舒

尔伽 

   

0702Z2 计算物理学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01 高压科学与技术 马琰铭    

02 强共价材料设计及物性调

控 

李全    

070300 化学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不加试。 

01 先进能源与环境材料 于吉红    



  @吉林大学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2023直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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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4 数控机床全生命周期可靠

性技术与试验装备 

陈传海   仅招收校内考生 

何佳龙  

10 宏微观增材制造（3D 打

印） 

吴文征   仅招收校内考生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1 流体传动与电液控制 陈伟    

03 无人机系统及智能传感器 朱航   仅招收校内考生 

专业学位 

 

  工程博士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085500 机械     

01 数控机床全生命周期可靠

性技术与试验装备 

李国发    

陈传海  

02 材料服役性能测试技术与

智能装备 

刘鹏    

05 流体传动与电液控制 陈晋市    

06 复杂机电系统集成及智能

化 

刘春宝    



  @吉林大学 汽车工程学院(2023直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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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汽车动力学仿真与控制；

驾驶员行为建模与智能汽车

技术 

管欣    

09 自动轮智行底盘与控制；

电驱车辆底盘域控制 

靳立强    

23 车辆底盘电控及智能化、

新能源汽车电动与混合动力

关键技术 

宋大凤    

32 智能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 胡宏宇    

33 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技术 初亮    

0802Z1 车身工程     

03 新一代载运工具多场耦合

与流体智能控制 

胡兴军    

04 汽车空气动力学理论与技

术 

张英朝    

06 汽车空气动力学方法与应

用 

王靖宇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 

    

03 内燃机工作过程优化与控

制 

苏岩    

06 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关键技

术 

王忠恕    

14 电气化系统建模、优化与

控制 

袁新枚    



  @吉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直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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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基纳米材料及材料的

计算机模拟 

郑伟涛   仅招校内考生 

02 低维能源催化材料与应用 崔小强   仅招校内考生 

12 先进结构涂层 张侃   仅招校内考生 

21 半导体光电材料与器件 张佳旗   仅招校内考生 

080502 材料学     

05 新能源功能材料 鄢俊敏    

12 微纳尺度能源材料 杨春成   仅招校内考生 

13 计算材料科学 高旺   仅招校内考生 

23 能源材料热/动力学研究 蒋青   仅招校内考生 

25 无机非金属功能材料 苗世顶   仅招校内考生 

26 镁合金等金属结构材料的

组织调控、微观塑性和强韧

化机制研究 

陈鹏   仅招校内考生 

27 纳米多孔金属材料 郎兴友   仅招校内考生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06 轻质高强韧仿生复合材

料；材料连接新技术；3D打

印 

沈平   仅招校内考生 

11 先进材料连接与表面改性 王文权   仅招校内考生 

14 先进轻合金强韧化设计与

组织控制 

王珵   仅招校内考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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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瑞芬   仅招校内考生 

31 轻量化结构材料及先进轻

合金成形 

李志刚   仅招校内考生 

33 纳米介质、高性能结构材

料微观组织和性能协同调控

及机制 

邱丰   仅招校内考生 

34 仿生智能复材构件多点柔

性智造 

韩奇钢   仅招校内考生 

35 镁合金耐蚀性研究；新型

储能材料及电池技术 

王大为   仅招校内考生 

专业学位 

 

  工程博士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吉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直博) 

15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85600 材料与化工     

01 镁合金耐蚀性研究；新型

储能材料及电池技术研究方

向 

王大为    



  @吉林大学 交通学院(2023直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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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01 交通组织与交通控制 别一鸣    

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03 交通环境耦合感知与车辆

安全预警 

李世武    



  @吉林大学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2023直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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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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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生物摩擦学及农业工程仿

生技术 

马云海    

06 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 张强    

99G100 仿生科学与工程     

03 表面仿生科学与工程 田丽梅    

张俊秋  



  @吉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直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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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婷    

02 食品化学与生物技术 黄卉    

03 食品安全理论、检测技术

与设备 

李红霞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直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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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闻雪梅 联系电话：

0431-85168416 

  仅招收校内考生。 

080901 物理电子学     

04 纳米光子学与纳米光电子

学 

陈岐岱    

080902 电路与系统     

01 信息电子学系统 张歆东    

张爽  

郜峰利  

胡小龙  

03 微波光子学 董玮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01 半导体光电子学 张宝林    

李贤斌  

02 新型光电子器件 沈亮    

04 先进功能材料及传感器件 于永森    

梁喜双  

05 有机/聚合物光电器件 冯晶    

06 光信息传感技术 徐淮良    

09 新型波导与集成光路器件 张大明    

张旭霖  

专业学位 

联系人：闻雪梅 联系电话：

0431-85168416 

  工程博士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085403 集成电路工程     

01 传感材料与器件 卢革宇    



  @吉林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2023直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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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贵军  

陈建  

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胡封晔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马彦    

02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陈万忠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23直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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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加试《计算机网络》和《智

慧海洋》两门专业课。 

学术学位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05 水下物联网与智慧海洋 宋姗姗   为智慧海洋研究

中心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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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立岩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4 知识发现与机器学习 杨博    

10 数据驱动的智能化软件工

程 

刘华虓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4 智能无人系统与机器人 李颖   仅招收校内考

生。 

05 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智能计

算 

刘桂霞   仅招收校内考

生。 

12 智能图像处理与虚拟现实

技术 

李慧盈    

083500 软件工程     

06 工业智能软件体系结构 朱晓冬   仅招收校内考

生。 



  @吉林大学 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2023直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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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夏 

联系电话：0431-88502084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仅招收校内考生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01 地球探测技术及仪器 林君    

02 磁共振地下水探测技术及

仪器 

林婷婷    

03 激光光谱技术及仪器 杨光    

04 航天遥感与精密光电仪器

技术 

张刘    

05 智能化高精度磁测量技术

与无人系统 

随阳轶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 

    

01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及便携

式仪器研发 

李肃义    

02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技术及

仪器 

刘卫平    

专业学位 

 

  工程博士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085801 电气工程     

01 地球探测技术及仪器 林君    

02 基于量子传感电磁多物理

场测量技术 

嵇艳鞠    

03 电磁探测技术及仪器 刘长胜    

04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及便携

式仪器研发 

李肃义    

05 航空磁测技术及仪器 赵静    

06 车辆测控技术及仪器 刘长英    



  @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2023直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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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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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德彬   只招校内考生 

王枫  

04 构造地质学 周建波    

梁琛岳  

范建军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02 固体矿产资源勘查与评价 钱烨    

03 盆地地质与油气勘查 许中杰   只招校内考生 

孙平昌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1 土地评价与规划管理 王冬艳   王冬艳只招校内

考生 李文博  



  @吉林大学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2023直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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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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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晅  

刘洋  

03 圈层地球物理 马国庆   马国庆老师仅招

收校内考生。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1 应用地球物理 韩江涛   韩江涛老师仅招

收校内考生。 殷长春  

03 近地表资源与环境地球物

理 

曾昭发    

04 地球信息科学 陈圣波    



  @吉林大学 建设工程学院(2023直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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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子望  

徐鑫  

02 结构工程 于永平    

081803 地质工程     

01 非常规油气资源钻采 郭威    

李胜利  

02 多工艺冲击回转钻进技术 王茂森    

03 极地和海洋钻探技术 曹品鲁    

04 钻探机具和材料 刘宝昌    

06 岩体工程地质 徐佩华    

张文  

07 环境地质与工程 曹琛    

张璐  



  @吉林大学 新能源与环境学院(2023直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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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地下新能源二氧化碳地质

利用与封存 

许天福    

0818Z4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01 地下水资源评价、模拟与

管理 

董维红    

02 地下水土污染过程与修复

工程 

杨悦锁    

04 水文地球化学过程与模拟 苏小四    

083001 环境科学     

01 环境化学 花修艺    

郑娜  

083002 环境工程     

01 污染场地污染的控制与修

复 

董军    

迟子芳  

张大奕  

0830J4 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     

02 环境规划与管理 王菊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2023直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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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 

 

   

100103 病原生物学     

02 先天性免疫参与感染性疾

病的机制研究 

王放   招收跨学科考

生，加试医学综

合。 

03 病原菌功能基因组学 王国庆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不加试。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5 肿瘤细胞代谢与靶向治疗 王医术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不加试。 

07 肿瘤发生学与抗肿瘤药物

作用 

苏静   仅招收校内考

生，招收跨学科

考生，不加试。 



  @吉林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2023直博) 

28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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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慢性病流行病学 杨书满    

04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 寇长贵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

学 

    

04 环境有害因素分析与微生

物检验技术 

王娟    

05 卫生检验与检疫 齐燕飞    

1004J5 医学信息学     

01 医学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张云秋    



  @吉林大学 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2023直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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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细胞生物学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1 细胞生物学 杨永广    

100210 外科学     

01 外科学 王春喜    



  @吉林大学 白求恩第二临床医学院(2023直博) 

30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704 白求恩第二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陈野 

联系电话：0431-81136362 

   

学术学位 

 

  仅招收校内考生 

100201 内科学     

02 肾病 罗萍    



  @吉林大学 白求恩第三临床医学院(2023直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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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招收校内考生。 

学术学位 

 

   

100210 外科学     

03 手外与显微外 崔树森    

04 神经外 高宇飞    



  @吉林大学 药学院(2023直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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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药物合成新技术研究 项金宝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100702 药剂学     

01 缓控释制剂及纳米递药系

统的研究 

管清香   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加试。 

100703 生药学     

01 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 王广树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1 基因工程与纳米药物 魏景艳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1007J7 再生医学     

01 重组蛋白质、基因与细胞

药物研发 

马杰   仅招收校内考

生,不招收跨学

科考生。 



  @吉林大学 护理学院(2023直博) 

33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708 护理学院 

联系人：张岳 

联系电话：0431-85619559 

  仅招收校内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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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慢性病护理 陈立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直博) 

34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8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王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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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与实践 

邵彦敏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03 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 王广义    



  @吉林大学 动物医学学院(2023直博) 

35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805 动物医学学院 

联系人：李赫 

联系电话：0431-87836405 

   

学术学位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090600 兽医学     

02 动物及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李建华   仅招校内考生 

03 人兽共患病 刘明远   刘明远仅招校内

考生 于录  

04 分子病理学 贺文琦   仅招校内考生 

05 兽医药理毒理 王建锋   邓旭明仅招校内

考生 邱家章  

邓旭明  

06 动物神经内分泌调控 柳巨雄    

11 动物营养代谢病 李心慰    



  @吉林大学 植物科学学院(2023直博) 

36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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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作物功能基因挖掘与利用 姜文洙    

02 作物营养分子生物学 杨振明    

03 植物与病原微生物互作分

子机制 

刘金亮    

04 天然产物化学与化学生物

学 

秦建春    



  @吉林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2023直博) 

37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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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00 生物学     

02 实验动物标准化 任文陟   仅招收校内考生 

090500 畜牧学     

01 动物配子与胚胎生物技术 张嘉保   张嘉保教授仅招

收校内考生 袁宝  



  @吉林大学 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2023直博) 

38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903 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联系人：姜盼盼 

联系电话：0431-85168817 

  仅招收校内考生。招收跨学科考生，不加试。 

学术学位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09 原子分子团簇电子结构 崔中华    



  @吉林大学 廉政研究院(2023直博) 

39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911 廉政研究院 

联系人：密佳音 

联系电话：0431-85166801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 

学术学位 

 

   

0302Z1 廉政学     

01 廉政法律与政策研究 刘畅   仅招收校内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