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北京林业大学拟接受调剂生学科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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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林学院

095112
农业信息化（专
业学位）

限报考本校本学院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070503）专业的考生及
“985”学校相关专业毕业并报考985及中科院相关专业的考生

岳老师 yuedepeng@126.com

学院联系人：徐老师 
xuxinzhao2010@126
.com

095400
林业（专业学
位）

1.第一志愿为报考本校本学院的考生优先；2.本科专业为林学的优先 徐老师 xuxinzhao2010@126.com

090302 植物营养学
1.优先本院、本校考生；2.优先报考专业：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营养
学、土壤学）、林学、园林、水保；3.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数要
求。

聂老师 nielishui@bjfu.edu.cn

生物科学与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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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n

0710Z2
计算生物学与生
物信息学

1.有科研热情，有毅力和耐心；2.有一定生物学背景；3.有一定的计算
机基础知识.

梁丹 liangdanyx2014@163.com

071002 动物学 达到国家理科录取线；学习过动物学和动物生理学课程。 袁峥嵘 zryuan@bjfu.edu.cn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学习成绩优良，实验技术能力强，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心理素质高。
万老师，荆
老师

ylwan@bjfu.edu.cn；
ypjing@bjfu.edu.cn

工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

本科专业：1）机械类；2）自动化；3）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优先。 程老师 chengpen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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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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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 xuxuefeng@bjfu.edu.cn

082901 森林工程 本科和报考专业为：机械类、电气信息类等理工科专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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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odong68@bjfu.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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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yandongzh@bjfu.edu.cn

信息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

（1）考生本科所学专业可以为计算机类、信息类、电子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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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单科成绩

孟伟 mnancy@b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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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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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科成绩和总成绩必须复合我

王建新 wangjx@bjfu.edu.cn

085212
软件工程（专业
学位）

（1）符合国家的软件工程（专业学位）分数要求。        （2）本科
所学专业可以为计算机类、信息类、电子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                                       
（3）有一定的软件项目开发基础。

赵方 fangzhao@bjfu.edu.cn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报考计算机类、信息类相关学科，符合学校的调剂条件 淮永建 huaiy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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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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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保国 wubg8836@126.com；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

考工科、有IT项目经历 武刚 wg8622@126.com  

0895112
农业信息化
（专）

报考林学类、计算机类、信息类、会计类相关学科优先，符合学校的调
剂条件

赵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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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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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老
师       
林化：宋老
师

mujun222@sina.com    
sxlswd@163.com

082903
林产化学加工工
程

考试科目数学二（含）以上优先，专业课为化工类化学类课程的考生 宋老师 sxlswd@163.com

园林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1.第一志愿报考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及相关专业的考生优先；2.初试科
目中必须包括数学。 周老师/

蔡老师
lyon1981@163.com/
junecai1102@live.cn

125400
旅游管理（专业
学位）

报考专业为MTA、MBA、MPA、Mpcc、图书情报、工程管理且毕业工作满
三年以上者

经济管理学
院

020206/02
5400

国际贸易学/国际
商务

相关相近专业

夏老师 xiachfbj@163.com1202Z1 物业管理 经济、管理、计算机、房地产、管理工程等相关专业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本科要求经济类或农林经济管理相关专业，本科211学校优先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本科要求经济类或管理类或农林经济管理相关专业，本科211学校优先

125100 工商管理 要求三年工作经历以上 李老师

水保学院 070501 自然地理
1.本科专业是自然地理或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方向优先；2.满足相关调
剂要求，达到分数要求。

魏老师 weitx@bjfu.edu.cn

水保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1.本科专业为结构工程专业类方向优先；2.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
数要求。

刘老师 happyhome-liu@163.com

自然保护区
学院

0713Z1 自然保护区学
1、生态学、动物学、保护生物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2、英语成绩优
秀。

赵老师 zhao_yuze@qq.com

自然保护区
学院

090705
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利用（植物方
向）

1.本科专业具有大生物学知识背景（生物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动
物科学、动物医学、林学等）的考生优先；2.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
分数要求。

赵老师 zhao_yuze@qq.com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专业相近，且英语水平较好
杨老师、樊
老师

renwentj@sina.com，
bjfuphilosoph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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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毕业，报考211学校相关专业优先
戴老师、杨
老师

renwentj@sina.com，
dailaoshiyjs@126.com

mailto:sxlswd@163.com
mailto:greenmpa@163.com
mailto:renwentj@sina.com，dailaoshiyjs@126.com
mailto:renwentj@sina.com，bjfuphilosophy@163.com
mailto:zhao_yuze@qq.com
mailto:zhao_yuze@qq.com
mailto:ztz@bjfu.edu.cn;
mailto:wg8622@126.com
mailto:wubg8836@126.com；


外语学院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1.四年制正规本科英语或日语专业毕业生，第一志愿是报考外国语言文
学类（050200）专业的考生，包括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日语语言文学（050205）专业；2.满足相
关调剂要求，达到国家分数线要求。3.英语考生的第二外语要求日语或
俄语，日语考生的第二外语要求英语。

赵老师 zhm05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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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
学优先。

范老师      
于老师 

bjfanxh@sina.com
英语45以上

figureyu@163.com

0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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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于老师 

zhaomh@bjfu.edu.cn

figureyu@163.com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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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斌 qiubin2015@163.com

085229
环境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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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斌 qiubin2015@163.com

艺术学院 135107
美术（专业学
位）

所学本科专业为绘画或雕塑专业 周老师  adc@b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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