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代码主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联系方式 

001资源与环境

工程学院 

077601 环境科学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81901 采矿工程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0857 资源与环境 

*0859 土木水利 

QQ群：1063266764  

邮箱：121783944@qq.com 

电话：0797-8312757 

联系人：郭老师 

002建筑与测绘

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081402 结构工程  

081403 市政工程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

工程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0859 土木水利 

QQ群:754441800 

邮箱：244304056@qq.com 

电话:0797－8312086 

联系人：高老师 

003材料冶金化

学学部 

077602 环境工程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6 冶金工程 

0806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0806Z1 稀土工程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56 材料与化工 

QQ群：1059854855 

邮箱:18002299107@qq.com 

电话：0797－8312191 

联系人：曹老师 

005机电工程学

院 

0802 机械工程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0854 电子信息 

*0855 机械 

*1256 工程管理 

QQ群：1032198836 

邮箱：421668152@qq.com 

电话:0797－8312152 

联系人：廖老师 

006电气工程学

院 

0808 电气工程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54 电子信息 

*0861 交通运输 

QQ群：1060877077 

邮箱：181270263@qq.com 

电话:0797－8312059  

联系人：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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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信息工程学

院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54 电子信息 

QQ群：666200473 

邮箱：2233742754@qq.com 

电话:0797－8312249  

联系人：董老师 

008经济管理学

院 

020204 金融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01 会计学 

120202 企业管理 

*1251 工商管理 

*125601 工程管理 

*125602 项目管理 

QQ群：1047259170 

邮箱：jxustjgzs@163.com 

电话:0797－8312895 

联系人：钟老师 

009文法学院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QQ群：222898980 

邮箱： 626618263@qq.com

电话：0797-8312073  

联系人：邹老师、王老师 

010马克思主义

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QQ群:863429154 

邮箱:jxgzmyzw@163.com 

电话：0797-8312416 

联系人：陈老师 

011理学院 

0701 数学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54 电子信息 

QQ群：1061118561 

邮箱：597809647@qq.com 

电话:0797－8312040  

联系人：朱老师 

012外语外贸学

院 
*0551 翻译硕士 

QQ群：1030978920 

邮箱：jxustffs@163.com 

电话:0797－8312179 

联系人：许老师 

014 系统科学与

应用研究所 
0871 管理科学与工程 

QQ群：1047259170 

邮箱：jxustjgzs@163.com 

电话:0797－8312895 

联系人：钟老师 

015商学院（南

昌）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251 工商管理（MBA） 

QQ群：590763759 

邮箱:609263452@qq.com 

电话：0791-83889722 

联系人：彭老师 叶老师 

016软件工程学

院（南昌） 

*0854 电子信息 

*0859 土木水利 

QQ群：1060815210 

邮箱：rgxyyjszs@163.com 

电话:0791-83858322 

联系人：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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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能源与机械

工程学院（南昌）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55 机械 

*0856 材料与化工 

*0857 资源与环境 

QQ群：964950161 

邮箱：673958385@qq.com 

电话:0791-83858330 

联系人：张老师 

018中澳 3M国际

研究院（南昌）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6 冶金工程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56 材料与化工 

QQ群：313724607 

邮箱：282221000@qq.com 

手机：18507976365 

联系人：李老师 

019 无序物质科

学研究中心（南

昌）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56 材料与化工 

QQ群：695852768 

邮箱：wxwzkx2018@163.com 

手机：15150517670（史老师） 

15797716500（于老师） 

联系人：史老师、于老师 

020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联

合培养）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55 机械 

*0856 材料与化工 

电话:0574-87911122  

联系人:李老师 

021中国科学院

海西研究院厦门

稀土材料研究所

（联合培养) 

*0856 材料与化工 

 

邮箱：cjj@fjirsm.ac.cn， 

zhengxin@fjirsm.ac.cn；

电话:0592-3576150或  

0592-3576151 

联系人:常老师 

022广东顺德创

新设计院（联合

培养） 

*0854 电子信息 

*0855 机械 

 

电话:0757-22399306 

联系人:林老师 

备注：1.“*”表示为专业学位，字体加粗的表示既招收全日制，也招收非全日制调剂考生，但字

体为“红色”的表示只接收非全日制调剂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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