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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01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孙萍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李兆友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魏淑艳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杜宝贵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张雷

①1001英语、1002日语、1003俄语选一

②2003管理学基础知识③3002行政学专

业知识

张平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曹海军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颜德如
①1001 英语、1002日语选一②2003 管理

学基础知识③3002 行政学专业知识

120403

教育经济

与管理

史万兵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宋官东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03 管

理学基础知识③30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4

社会保障
杜宝贵

①1001 英语 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4 社会保障概论

120405

土地资源

管理

雷国平
①1001 英语、1003 俄语 选一②2003 管

理学基础知识③3005 土地管理综合

宋戈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5 土地管理综合

修春亮
①1001 英语②2003 管理学基础知识

③3005 土地管理综合

002 理学院
070201

理论物理

张鑫

①1001英语②2048高等量子力学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83 广义相对论 选

一

公卫江

①1001英语②2048高等量子力学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83 广义相对论 选

一

刘会立 ①1001 英语、1004 德语 选一②2048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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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子力学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083 广义相对论 选一

070205

凝聚态物

理

杜安
①1001 英语②2004 固体物理③3006 热

力学与统计物理

高志达
①1001 英语②2004 固体物理③3006 热

力学与统计物理

薛欣宇
①1001 英语②2004 固体物理③3006 热

力学与统计物理

秦高梧
①1001 英语②2004 固体物理③3006 热

力学与统计物理

070301

无机化学
孙挺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7 无机化学基础

070302

分析化学

王建华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徐章润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何荣桓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宋焱焱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陈旭伟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陈明丽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于永亮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舒杨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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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桂斌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08 分析化学前沿、3009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 选一

院士

校外兼职导师

070304

物理化学

刘晓霞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10 物理化学进展

何荣桓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10 物理化学进展

王淑兰
①1001 英语②2005 分析化学、2006 物理

化学 选一③3010 物理化学进展

070305

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

张宝砚
①1001 英语②2006 物理化学、2007 材料

物理 选一③3011 高分子化学

付昱
①1001 英语②2006 物理化学、2007 材料

物理 选一③3011 高分子化学

胡建设
①1001 英语②2006 物理化学、2007 材料

物理 选一③3011 高分子化学

孟凡宝
①1001 英语②2006 物理化学、2007 材料

物理 选一③3011 高分子化学

0703J1

化学生物

学

汪冰
①1001 英语②2045 微生物学③3073 生

物化学

黄学石
①1001 英语②2045 微生物学、2046 天然

药物化学 选一③3073 生物化学

韩力
①1001 英语②2045 微生物学、2046 天然

药物化学 选一③3073 生物化学

李莉娅
①1001 英语②2045 微生物学、2046 天然

药物化学 选一③3073 生物化学

程震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盛韧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费腾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080101

一般力学

与力学基

础

李健
①1001 英语②2009 数值分析、2028 微分

方程 选一③3012 振动理论

003 机械工程与 080201 房立金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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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院 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

化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4 先进制造技术、

3015 数字制造 选一

巩亚东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4 先进制造技术、

3015 数字制造 选一

于天彪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4 先进制造技术、

3015 数字制造 选一

赵继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4 先进制造技术、

3015 数字制造 选一

朱立达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4 先进制造技术、

3015 数字制造 选一

邹平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4 先进制造技术、

3015 数字制造 选一

080202

机械电子

工程

郝丽娜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6 液压伺服比例控

制技术、3017 信号处理 选一

罗忠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6 液压伺服比例控

制技术、3017 信号处理 选一

宋锦春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6 液压伺服比例控

制技术、3017信号处理 选一

王宏

①1001英语、1004德语 选一②2008应
用数理统计、2009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6
液压伺服比例控制技术、3017信号处理

选一

080203

机械设计

及理论

陈良玉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何巍华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孔祥伟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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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李鹤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李小彭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马辉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孙伟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孙志礼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王新刚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 选

一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

工程 选一

闻邦椿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院士

谢里阳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修世超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颜云辉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赵春雨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赵亚平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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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080204

车辆工程

郭立新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20 车辆动力学、3021

车辆电子控制 选一

王永富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20 车辆动力学、3021

车辆电子控制 选一

080703

动力机械

及工程

宋桂秋

①1001 英语②2008 应用数理统计、2009

数值分析 选一③3018 机械振动、3019

机械可靠性工程 选一

080704

流体机械

及工程

巴德纯

①1001 英语②2010 分子气体动力学、

2019热工学 选一③3023真空技术、3024

薄膜生长 选一

刘坤

①1001 英语②2010 分子气体动力学、

2019热工学 选一③3023真空技术、3024

薄膜生长 选一

王晓冬

①1001 英语②2010 分子气体动力学、

2019热工学 选一③3023真空技术、3024

薄膜生长 选一

张世伟

①1001 英语②2010 分子气体动力学、

2019热工学 选一③3023真空技术、3024

薄膜生长 选一

080706

化工过程

机械

张世伟

①1001 英语②2010 分子气体动力学、

2019热工学 选一③3035过程流体机械、

3063 水处理工程 选一

张志军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0 分

子气体动力学、2019 热工学 选一③3035

过程流体机械、3063 水处理工程 选一

朱彤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0 分

子气体动力学、2019 热工学 选一③3035

过程流体机械、3063 水处理工程 选一

004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

与化学

陈一民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崔伟斌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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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领伟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李小武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祁阳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钱建华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张林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张雪峰

①1001英语②2050材料物理综合③300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3013 电子显微分析

学 选一

080502

材料学

周廉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院士

校外兼职导师

陈明辉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陈岁元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高建荣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贾楠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蒋敏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李继光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李晓东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李宗宾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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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娉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刘常升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刘春明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3 材

料科学基础综合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

法

刘莉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刘沿东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罗绍华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吕铮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齐西伟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祁阳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秦高梧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任玉平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茹红强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沙玉辉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申勇峰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孙旭东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佟伟平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王福会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2018 年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9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王建军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王磊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3 材

料科学基础综合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

法

王强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3 材

料科学基础综合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

法

王沿东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徐大可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于振涛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校外兼职导师

张滨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张德良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张二林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张涛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张宪民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赵骧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赵永庆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校外兼职导师

庄艳歆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左良
①1001 英语②2013 材料科学基础综合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080503

材料加工

工程

王国栋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4 材

料成形物理冶金基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

实践、3027 金属成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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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制 选一

班春燕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陈礼清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4 材

料成形物理冶金基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

实践、3027 金属成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

制 选一

邸洪双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丁桦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杜林秀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高建荣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高秀华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管仁国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乐启炽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李长生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李俊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4 材

料成形物理冶金基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

实践、3027 金属成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

制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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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李英龙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刘振宇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 选一②2014 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骆宗安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佟伟平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王平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王昭东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徐伟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许光明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许云波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易红亮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于福晓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袁国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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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张殿华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张晓明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赵宪明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祖国胤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李建平

①1001英语②2014材料成形物理冶金基

础③3026 轧制理论与实践、3027 金属成

形过程的组织性能控制 选一

005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0804

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

动

王大志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1 应

用数学③3042 现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

控制系统理论 选一

王占山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王安娜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王建辉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冯健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刘金海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孙秋野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杨东升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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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化光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3051 智能控制系统理论 选

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081101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丁进良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王大志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1 应

用数学、2022 线性系统 选一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

王占山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王宏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王建辉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王福利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井元伟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毛志忠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叶丹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付俊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代学武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冯健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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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海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刘建昌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刘继印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刘腾飞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孙秋野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苏春翌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李鸿儒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杨东升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杨光红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何大阔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汪晋宽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张化光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张庆灵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2 现

代控制理论

张嗣瀛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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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伟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罗小川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金耀初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赵军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姜钟平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柴天佑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院士

唐立新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常玉清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董久祥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谢植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1 应

用数学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孙静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周俊武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北京矿冶研究

总院联合培养

081102

检测技术

与自动化

装置

王旭
①1001英语②2024微机原理及程序设计

③3045 人工神经元网络

李晶皎
①1001英语②2024微机原理及程序设计

③3045 人工神经元网络

李曙光
①1001英语②2024微机原理及程序设计

③3046 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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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利
①1001英语②2024微机原理及程序设计

③3046 检测技术

赵勇
①1001英语②2024微机原理及程序设计

③3046 检测技术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程同蕾
①1001英语②2024微机原理及程序设计

③3046 检测技术

谢植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4 微

机原理及程序设计③3046 检测技术

081103

系统工程

丁进良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刘士新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刘继印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张瑞友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陈志龙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罗小川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柴天佑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院士

唐立新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黄敏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26 组合最

优化 选一③3047 线性规划与整数规划、

3048 图论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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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04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王安娜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吴成东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佟国峰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张云洲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黄敏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薛定宇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魏颖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081105

导航、制

导与控制

马宏军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井元伟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杨光红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汪晋宽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赵军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③3041 计

算机控制系统、3042 现代控制理论 选一

006 资源与土木

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朱万成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杨天鸿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徐涛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唐春安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李连崇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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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磊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081401

岩土工程

赵文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30 弹性力学

③3054 钢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梁力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王述红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冯夏庭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王者超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3059 岩石力学 选一

081402

结构工程

梁力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

王连广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

王述红
①1001 英语②2030 弹性力学③3054 钢

筋混凝土结构

0814Z1

生态城镇

与绿色建

筑

刘抚英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31 建

筑与城市理论③3055 可持续建筑技术

李明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31 建

筑与城市理论③3055 可持续建筑技术

金承协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31 建

筑与城市理论③3055 可持续建筑技术

081801

矿产普查

与勘探

巩恩普
①1001 英语②2033 矿床学③3057 构造

地质学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王恩德
①1001 英语②2033 矿床学③3057 构造

地质学

黄菲
①1001 英语②2033 矿床学③3057 构造

地质学

081901

采矿工程

任凤玉
①1001 英语、1003 俄语 选一②2034 采

矿学③3059 岩石力学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王青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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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

杨天鸿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朱万成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刘善军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李元辉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顾晓薇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冯夏庭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唐春安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熊代余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校外兼职导师

北京矿冶研究

总院联合培养

赵兴东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徐涛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邵安林
①1001 英语、1003 俄语 选一②2034 采

矿学③3059 岩石力学

院士

校外兼职导师

李连崇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于庆磊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王者超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潘一山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校外兼职导师

Charlie

Chunlin

Li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校外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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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081902

矿物加工

工程

魏德洲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韩跃新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印万忠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徐新阳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孙传尧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院士

校外兼职导师

北京矿冶研究

总院联合培养

刘炯天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 选

一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结晶化学

与表面化学

院士

校外兼职导师

刘文刚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 选

一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结晶化学

与表面化学

沈岩柏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张云海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校外兼职导师

北京矿冶研究

总院联合培养

何发钰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校外兼职导师

朱一民
①1001英语②2035矿物加工专论③3060

结晶化学与表面化学

0819Z2

资源开发

决策与数

字矿山

王青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刘善军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顾晓薇
①1001 英语②2034 采矿学③3059 岩石

力学

083700 许开立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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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

与工程

一②2036工程流体力学③3061环境污染

化学、3062 安全工程 选一

李刚
①1001英语②2036工程流体力学③3061

环境污染化学、3062 安全工程 选一

胡筱敏
①1001英语②2036工程流体力学③3061

环境污染化学、3062 安全工程 选一

柳静献
①1001英语②2036工程流体力学③3061

环境污染化学、3062 安全工程 选一

苑春苗
①1001英语②2036工程流体力学③3061

环境污染化学、3062 安全工程 选一

钟茂华
①1001英语②2036工程流体力学③3061

环境污染化学、3062 安全工程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007 工商管理学

院

020201

国民经济

学

迟福林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38 西

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张占斌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韩俊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孙立平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贾康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殷仲义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选一②2038 西方

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夏锋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匡贤明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刘尚希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020202

区域经济

学

陈凯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微观经济学

张军扩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020204 金秀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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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 微观经济学

庄新田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微观经济学

巴曙松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曹远征
①1001 英语②2038 西方经济学③3066

政治经济学

校外兼职导师

苑莹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微观经济学

020205

产业经济

学

李凯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67 微观经济学

郁培丽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67 微观经济学

綦勇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微观经济学

020206

国际贸易

学

杜晓君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微观经济学、3068 宏观经济学 选一

020209

数量经济

学

韩颖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7

微观经济学

120100

管理科学

与工程

樊治平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姜艳萍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戢守峰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郭伏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张尧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张翠华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蒋忠中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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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若臻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尤天慧
①1001 英语②2025 运筹学、2039 管理统

计学 选一③3071 运作管理

120201

会计学
孙世敏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120202

企业管理

马钦海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赵希男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关志民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张兰霞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王世权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赵晓煜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孙新波
①1001 英语②2039 管理统计学③3069

管理学、3070 管理经济学 选一

008 中荷生物医

学与信息工程学

院

083100

生物医学

工程

丁辰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暂不招生

刘积仁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钱唯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康雁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徐礼胜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王旭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李家驿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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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侯悦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刘丽君
①1001 英语②2043 细胞生物学③3079

分子生物学

姚育东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姜慧研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田捷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校外兼职导师

任涛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0831J1

生物信息

技术

钱唯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0831Z1

生物医学

影像

康雁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0831Z2

生物医学

电子

徐礼胜
①1001 英语②2029 数字图像处理、2040

信号与系统 选一③3074 矩阵分析

009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高天寒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姜慧研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任涛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王兴伟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于瑞云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周福才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朱志良
①1001英语②2041软件体系结构③3075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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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1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

义哲学

田鹏颖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49 马克思主

义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朱春艳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49 马克思主义哲学

③3001 哲学概论

秦书生
①1001 英语②2049 马克思主义哲学

③3001 哲学概论

文成伟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选一②2049 马克思主义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010105

伦理学

陈凡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51 伦理思想

史③3001 哲学概论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王健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51 伦理思想

史③3001 哲学概论

010108

科学技术

哲学

陈凡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1 科学技术

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朱春艳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1 科学技术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包国光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1 科学技术

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赵雯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1 科学技术

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王健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1 科学技术

哲学③3001 哲学概论

文成伟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选一②2001科学技术哲学③3001哲

学概论

0101J1

设计艺术
宋伟

①1001 英语②2002 艺术学理论③3001

哲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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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哲学

030501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田鹏颖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0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③3000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秦书生
①1001英语②200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③3000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包国光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1003 俄语、1004

德语、1005 法语 选一②2000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③3000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016 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

化学

厉英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29 冶

金物理化学、3030 材料化学 选一

李建中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29 冶

金物理化学、3030 材料化学 选一

耿树江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29 冶

金物理化学、3030 材料化学 选一

尹华意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29 冶

金物理化学、3030 材料化学 选一

马培华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29 冶

金物理化学、3030 材料化学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张懿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29 冶

金物理化学、3030 材料化学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院士

080602

钢铁冶金

朱苗勇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7 冶

金热力学及动力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

及反应工程 选一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沈峰满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7 冶

金热力学及动力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

及反应工程 选一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邹宗树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7 冶

金热力学及动力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

及反应工程 选一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储满生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7 冶

金热力学及动力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

及反应工程 选一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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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丁学勇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于景坤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王恩刚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王楠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王聪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邓安元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刘承军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安希忠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陈敏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姜周华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姜茂发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姜涛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钟良才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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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祭程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董艳伍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雷洪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厉雷钧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张永杰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余艾冰

①1001 英语②2017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

学、2018 冶金传输原理及反应工程 选一

③3031 炼铁学、3032 炼钢学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澳大利亚两院

院士

080603

有色金属

冶金

付高峰

①1001英语、1002日语 选一②2042冶
金传输原理、2044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

3033有色金属冶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石忠宁

①1001英语、1002日语 选一②2042冶
金传输原理、2044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

3033有色金属冶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牛丽萍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刘燕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张廷安

①1001英语、1003俄语 选一②2042冶
金传输原理、2044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

3033有色金属冶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豆志河 ①1001英语、1003俄语 选一②2042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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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金传输原理、2044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

3033有色金属冶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王兆文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刘奎仁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邢鹏飞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杨洪英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罗洪杰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胡宪伟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涂赣峰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高炳亮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谢锋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徐滨士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院士

校外兼职导师

蒋开喜

①1001英语②2042冶金传输原理、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33 有色金属冶

金学、3034湿法冶金学 选一

校外兼职导师

0806J1

冶金工程
姜茂发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1 冶

金工程概论③3036 中国冶金史

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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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科技史

0806Z1

冶金资源

循环科学

与工程

姜涛
①1001 英语②2016 无机化学③3058 固

体废弃物资源化工程

080701

工程热物

理

梁儒全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0 传

热学③3037 工程热物理专题

李宝宽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0 传

热学③3037 工程热物理专题

080702

热能工程

梁儒全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20 传

热学③3039 热能工程专题

于庆波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39 热能

工程专题

张卫军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39 热能

工程专题

杜涛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39 热能

工程专题

董辉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39 热能

工程专题

080705

制冷及低

温工程

董辉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53 制冷

原理与技术

0807J1

新能源材

料与技术

王强

①1001 英语、1002 日语 选一②2012 高

等金属学、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

③3025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3056 新能源

基础 选一

邢鹏飞

①1001 英语②2012 高等金属学、2044

有色冶金原理 选一③3025 材料现代研

究方法、3056 新能源基础 选一

0807J2

工业生态

学

陆钟武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39 热能

工程专题、工业生态学选一
院士

杜涛
①1001 英语②2020 传热学③3039 热能

工程专题、工业生态学选一

017 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

息系统

付冲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3080 光纤通信原理与网

络技术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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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郭磊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3080 光纤通信原理与网

络技术 选一

雷为民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

宋清洋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3080 光纤通信原理与网

络技术 选一

宋昕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3080 光纤通信原理与网

络技术 选一

081002

信号与信

息处理

刘福来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

张石
①1001 英语②2023 数字通信理论基础

③3043 通信网

081201

计算机系

统结构

王义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邓庆绪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刘辉林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乔建忠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姚羽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赵海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赵宇海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081202

计算机软
王国仁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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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件与理论 网络 选一

谷峪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申德荣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王波涛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王大玲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杨晓春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于戈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选一

袁野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朱靖波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刘会立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张铁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081203

计算机应

用技术

王义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贾杰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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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为民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刘积仁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2029 数字图像处理 选一③3049 分布式

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网络 选一

乔建忠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史闻博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王兴伟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温涛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杨晓春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于戈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张斌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2029 数字图像处理 选一③3049 分布式

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网络 选一

张霞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2029 数字图像处理 选一③3049 分布式

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网络 选一

赵大哲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赵海

①1001 英语②2027 分布式操作系统

③304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3050 计算机

网络 选一

019 机器人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11J1

机器人科
吴成东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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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工程
张云洲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房立金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曲道奎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校外兼职导师

徐方
①1001 英语②2021 应用数学、2022 线性

系统 选一③30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校外兼职导师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英语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49&title=3049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英语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49&title=3049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英语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49&title=3049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英语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29&title=2029数字图像处理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49&title=3049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