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北京林业大学拟接收调剂的学科专业汇总表
学院名
称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对调剂生具体要求 联系人 电子邮箱 学院网站链接 备注

林学院

095400 林业（专业学
位）

1.林业专业学位森林经理、森林保护、森林生态、城市林业、
土壤学五个方向拟招收调剂生；
2.第一志愿为报考本学院森林培育、森林保护、生态学、森林
经理、城市林业土壤学专业科硕的考生优先；
3.本科专业为林学的考生优先;
4.本科为“985或211”学校林学相近专业的考生优先。

王老师 wangkun2013@bjfu.ed
u.cn

http://lxy.bjfu.edu.cn/

095131 农艺与种业（草
业专业学位）

1.第一志愿为报考本学院草学专业的考生优先；
2.本科专业为草学、生物科学、生态学、植物保护专业的考生
优先;
3.本科为“985或211”学校草学相近专业的考生优先；                  
4.初试总分275分以上，其中英语成绩40分以上。

尹老师 yinsx369@163.com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
技术（专业学
位）

1.报考本学院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070503）专业的考生优
先；
2.本科为“985”学校相关专业且第一志愿报考“985”学校或
中科院系统相关专业的考生优先.

岳老师 297118854@qq.com

生物科
学与技
术学院

083203 农产品加工与贮
藏

1.第一志愿是报考“985”、“211”高校的考生优先；2.本科
专业为食品相关专业的优先；3.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数
要求；4.同等条件下，英语成绩较高的考生优先。

朱老师 zhubaoqing@bjfu.edu
.cn

http://biology.bjfu.edu
.cn/jxdt/index.html

071007 遗传学 1.第一志愿是报考中国科学院、“985”、“211”高校的考生
优先；2.本科专业为生物学相关专业的优先；3.满足相关调剂
要求，达到分数要求；4.同等条件下，英语成绩较高的考生优
先。

张老师 DeqiangZhang@bjfu.e
du.cn

0710Z2 计算生物学与生
物信息学

1.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数要求；2.本科专业为计算机专
业或统计学专业的给予优先考虑。

梁老师 liangdanyx2014@163.
com

071002 动物学 1.本科专业为生物学或相近专业考生优先；2.满足相关调剂要
求，达到国家分数线要求。

袁老师 zryuan@bjfu.edu.cn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1.第一志愿是与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相关专业的考生优先；
2.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数要求。

陆老师 luhai1974@bjfu.edu.
cn

工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

本科专业：1）自动化；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3）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优先。

闫老师 mark_yanlei@bjfu.ed
u.cn

http://gxy.bjfu.edu.cn/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专业为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机械电子等相关学科优先 闫老师 mark_yanlei@bjfu.ed
u.cn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本科和报考专业为：机械类、电气信息类等理工科专业优先 闫老师 mark_yanlei@bjfu.ed
u.cn

080204 车辆工程 本科和报考专业为：机械类、电气信息类等理工科专业优先 闫老师 mark_yanlei@bjfu.ed
u.cn

085210 控制工程（专业
学位）

本科专业为控制相关专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仪
器仪表、机械自动化等）的优先，本科毕业学校为985或211优
先。

林老师 swiq_l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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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

0829Z3 林业电气化与自
动化

本科专业为控制相关专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仪
器仪表、机械自动化等）的优先，本科毕业学校为985或211优
先。

林老师 swiq_lin@163.com

http://gxy.bjfu.edu.cn/

082901 森林工程 本科和报考专业为：机械工程类、自动化、电子信息、计算机
等理工科专业优先

康老师 kangfeng98@163.com

085201 机械工程（专业
学位）

本科专业为机械工程类优先 赵老师 zhaojian1987@bjfu.e
du.cn

信息学
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1）本科所学专业可以为计算机类、信息类、电子类、通信
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报考学科可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科和软件工程学科及有关二级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
等相关工科学科（3）单科成绩和总成绩必须复合我校有关调
剂生的成绩要求

计算机软
件与理
论：孟老
师            
计算机应
用技术：
淮老师

mnancy@bjfu.edu.cn 
； huaiyj@163.com

http://it.bjfu.edu.cn/t
zgg/239509.htm

083500 软件工程 （1）本科所学专业可以为计算机类、信息类、电子类、通信
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报考学科可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科及有关二级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等相关工科学科
优先（3）单科成绩和总成绩复合我校有关调剂生的成绩要求

王建新 wangjx@bjfu.edu.cn

085212 软件工程（专业
学位）

符合国家可接受调剂条件 赵老师 fangzhao@bjfu.edu.c
n

085211 计算机技术（专
业学位）

符合国家有关调剂条件及北京林业大学有关调剂生的要求 曹老师 weiqun.cao@126.com

0829Z2 林业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具备C#或JAVA开发C/S与B/S系统
开发能力；地理信息科学或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具备GIS
二次开发能力；遥感专业学生，具备GIS与遥感二次开发能
力；信息管理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工科)，具备掌握C#或JAVA
开发C/S与B/S体系结构的MIS系统能力。

吴老师 wubg8836@126.com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

符合国家可接受调剂条件，考信息类工科、有IT项目经历优先 武老师 wg8622@126.com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
技术（专）

报考林学类、计算机类、信息类相关学科优先，符合学校的调
剂条件

赵老师 ztz@bjfu.edu.cn

材料学
院

085228 林业工程(专业学
位)

考试科目数学二（含）以上，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为材料类
相关的考试科目，林产化学加工工程专业课为化工类化学类科
目的考生

木工：马
老师       
林化：马
老师

木工：
maerni@bjfu.edu.cn       
林化：
mg_ma@bjfu.edu.cn

clxy.bjfu.edu.cn

082903 林产化学加工工
程

考试科目数学二（含）以上，专业课为化工类化学类课程的考
生

马老师 mg_ma@bjfu.edu.cn clxy.bjfu.edu.cn

园林学
院

120203 旅游管理 1.第一志愿必须是报考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及相关专业的考
生；2.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3.985、211院校考生优先。

尚老师/
周老师

junecai1102@live.cn
/lyon19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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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学
院

125400 旅游管理（专业
学位）

一志愿报考MBA、MPA、MTA、MPcc、图书情报、工程管理等专
业学位，且报考前大学本科毕业后具有三年及三年以上工作经
验的考生调剂，初试成绩须达到国家A线要求

尚老师/
周老师

junecai1102@live.cn
/lyon1981@163.com

http://yuanlin.bjfu.edu
.cn/sbpy/yjszs/239466.h
tm

经济管
理学院

1201Z1 电子商务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只接受软件工程或计算机相关专业
学生

瞿老师 quhua@bjfu.edu.cn http://em.bjfu.edu.cn/s
ytzgg/index.html

如发布调剂要求与
国家最新文件冲
突，以最新文件为
准。最终调剂以中
国研招网调剂信息
及调剂报名为准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考生为相同相关专业 尤老师 wjyou@bjfu.edu.cn

120201 会计学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统考专业考会计、工商管理、审计
、保险、财务或本科学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相关专业学生

张老师 zhangyan.1965@163.c
om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经济管理类专业优先 田老师 tmhbjfu@163.com

025400 国际商务 科目三要求考数学或396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 田老师 tmhbjfu@163.com

027000 统计学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报考综合性大学的相近专业 侯老师 houpeng9@126.com

025200 应用统计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或396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报考综
合性大学的相近专业

侯老师 houpeng9@126.com

1202Z1 物业管理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经济管理类、计算机、电气、工程
领域等相关专业

张老师 zhangyang052012@ali
yun.com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本科要求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写
作能力强

李老师 qiangli_em@sina.com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数学，经济管理类、农林经济管理类优先 温老师 wenyali2003@163.com

125100 工商管理 满足下列三条件之一：
（1）获国家承认大学本科学历，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
经历者（2015年9月1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2）获国家承认大专学历，毕业后连续工作5年或5年以上者
（2013年9月1日前获得专科毕业证书）；
（3）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历
者（2016年9月1日前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证书）。

李老师 ldmba@bjfu.edu.cn

水保学
院

070501 自然地理 1.本科专业是自然地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或水土保持荒
漠化防治；2.满足相关调剂规定，并且初试统考需有数学科目
成绩。

魏老师 weitx@bjfu.edu.cn http://shuibao.bjfu.edu
.cn/tzgg/240259.htm

081402 结构工程 1 本科专业是土木工程相关专业、力学专业，报告专业是结构
类、岩土类、桥隧类相关专业；2. 满足相关调剂规定。

刘老师 442475353@qq.com

095400 林业硕士（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方向）

报考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或本科专业为水
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考生

高老师 gaoguanglei@bjfu.ed
u.cn

自然保
护区学
院

090705 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利用（植物方
向）

1.第一志愿是报考中国科学院、“985”高校的考生优先；
2.本科专业为生物学或相近专业考生优先；
3.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国家分数线要求。

张老师 gary1967@bjfu.edu.c
n

http://zrbhq.bjfu.edu.c
n/

0713Z4 湿地生态学 1.本科为生态学、生物学、林学等相关专业；
2.本科为“985”、“211”学校考生优先。

赵老师 zhaoyuze@bjfu.edu.c
n

人文学
院

010100 哲学 专业相近，且英语水平较好、专业课成绩良好 杨老师、
樊老师

bjfuphilosophy@163.
com  

http://renwen.bjfu.edu.
cn/ztzs/xs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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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
院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
学位）

申请调剂的考生原报考专业须为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工程管
理、旅游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审计之一。符合国家对考生
的毕业年限要求。

万老师、
杨老师

greenmpa@163.com

http://renwen.bjfu.edu.
cn/ztzs/xszt/

外语学
院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1.第一志愿是报考外国语言文学类（050200）专业或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或英语语言文学（050201）专业的
英语考生；2.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数线要求。

赵老师 zhm0501@126.com http://waiyu.bjfu.edu.c
n/

不接收日语专业考
生

理学院 071011 生物物理学 学生本科背景：物理学、电子学、生物科学、林学、地理学优
先。

史老师      
于老师 

shixg@bjfu.edu.cn http://cos.bjfu.edu.cn/

figureyu@163.com

070100 数学 英语考生，本科为数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科
目考过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任意一门
。

李老师 lihongjun69@bjfu.ed
u.cn

于老师 figureyu@163.com

环境学
院

085229 环境工程（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

要求英语、数一或数二考生,本科专业为环境科学与工程、给
水排水工程、微生物学、化学工程等专业或其他相近专业优先

李老师 hj_licaihua@bjfu.ed
u.cn

http://hjxy.bjfu.edu.cn
/tzgg/240240.htm

艺术学
院

135107 美术 1.调剂考生本科院校为专业类美术院校或者211以上层次院校
优先考虑；2.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国家分数线要求。

白老师 15201437891@163.com http://ad.bjfu.edu.cn/r
cpy/yjsjy/240257.htm

1305Z1 动画艺术学 1.调剂考生本科院校为专业类美术院校或者211以上层次院校
优先考虑；2、本科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动画、新
媒体设计专业优先考虑。3.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国家分数
线要求。

白老师 15201437891@163.com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1.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
2.报考211或985高校相近专业优先；
3.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国家分数线要求

程老师
巩老师

chenglinlin9131@126
.com
gongqianwen513@126.
com

http://marxism.bjfu.edu
.cn/rcpy/zsxx/index.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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