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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基本信息表 

院系所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学位 

类型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邮箱、QQ 群号、微信群号等）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周老师 18604496590 

郑老师 18604498450 

周老师邮箱：1761136266@qq.com; 

郑老师邮箱：108841027@qq.com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全日制 专业学位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全日制 学术学位 

梁老师 18604499829 

何老师 15144201101 

宋老师 17660258179 

邮箱：jkyyjsbgs@126.com 

QQ 群号：981857296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40105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40106 高等教育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45101 教育管理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45118 学前教育                                                                                             全日制 专业学位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谢老师 18604496501 

谭老师 18604498448 

刘老师 18604496528 

邮箱：16503555@qq.com 

邮箱：liuqingyu223@126.com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专业学位 

体育学院                                                                                             

045201 体育教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侯老师 18604325797 
邮箱：564450702@qq.com 

微信号同手机号 

045202 运动训练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45203 竞赛组织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全日制 专业学位 

文学院                                                                                               

050101 文艺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赵老师 18604497051 邮箱：631968315@qq.com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东亚中心                                                                                             060300 世界史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宫老师 18604498006 

刘老师 18604497435 
邮箱：181998625@qq.com；微信号同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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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基本信息表 

院系所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学位 

类型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邮箱、QQ 群号、微信群号等） 

外国语学院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全日制 专业学位 

张老师 18604497078 

邮箱：158054454@qq.com；微信号同手机号 

QQ 号：158054454 ；QQ 群：913946082  

微信群名：北华外语调剂咨询微信群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音乐学院                                                                                             135106 舞蹈 全日制 专业学位 方老师 18604497268 QQ 号：87856795，微信号同手机号 

数学与统计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张老师 18604490670 
邮箱:448161182@qq.com 

QQ 群: 949210977 

070101 基础数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70102 计算数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全日制 学术学位 

理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薛老师 18604491722 邮箱：18302877@qq.com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70304 物理化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历史文化学院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全日制 专业学位 
于老师 18604498960 

0432-64640029 

邮箱：46102327@qq.com 

QQ 群：1033157998 

机械工程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彭老师 18604491179 
邮箱：813660952@qq.com   

微信号：p18604491179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0204 车辆工程                                                                                             全日制 学术学位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080801 电机与电器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周老师 18604490065 

柳老师 18604499689 

曲老师 18604497845 

周老师邮箱：742884852@qq.com； 

柳老师邮箱：654006296@qq.com； 

曲老师邮箱：11313955@qq.com； 

电气学院调剂咨询 QQ 群：1034153342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全日制 学术学位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040110 教育技术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黄老师 18604498029 

邮箱:52465395@qq.com 

QQ 群:52465395 

微信号同手机号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学术学位 

 

mailto:113139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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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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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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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与交通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专业学位 
孙老师 18604491696 

刘老师 18604499871 

孙老师 QQ 号 1079011272； 

邮箱：1079011272@qq.com 

刘老师 QQ 号 492672579  

邮箱：492672579@qq.com 

 

林学院                                                                                               

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                                                                                         全日制 学术学位 

耿老师 18604499587 

赵老师 18604322008 

邮箱：bhdxlxy@126.com  

QQ 群号：730810167 

微信群：  

090702 森林培育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90703 森林保护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90704 森林经理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90705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90706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95131 农艺与种业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全日制 专业学位 

095400 林业 全日制 专业学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刘老师 18604496062 

公老师 18604496065 

庞老师 18604498201 

邮箱：314992445@qq.com 

微信群：  

082902 木材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2903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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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基础）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李老师 18604498295 QQ 群号：1034115689 

100102 免疫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100103 病原生物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100105 法医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医学院 （临床）                                                                                          

105104 神经病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王老师 13252551222 

0432-62166153 
邮箱：3425939@qq.com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05109 外科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05110 妇产科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05127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05128 临床病理学（不授博士学位）                                                                           全日制 专业学位 

医学技术学院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 于老师 18604498505 微信号同手机号；QQ 号：502966489 

经济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全日制 学术学位 

张老师 18604498691 邮箱：603431334@qq.com  120202 企业管理                                                                                             全日制 学术学位 

120203 旅游管理                                                                                             全日制 学术学位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专业学位 
吕老师 18604498687 邮箱：2417778093@qq.com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