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林学院
(62336354）

部分导师招生要求如下：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招生说明
090301土壤学 聂立水 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良好英语水平，有科研兴趣，有志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

090702森林培育 刘勇 已获得森林培育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四级以上，热爱本专业，能够吃苦耐劳，潜心科研

郭素娟 获得学术型硕士学位；外语种类为英语，具有较好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专业背景最好为森林培育，科研背景设计经济林及林木种苗培育理论与技
术研究

徐程扬 英语，林学或生态学专业背景

苏淑钗 硕士，英语6级以上，具有果树或经济林研究背景

张凌云 以学科招生考核规则为准，具有农学硕士学位，英语通过国家6级，考生具有林学或果树学获生物学专业背景，热爱科研，具备分子生物、生物化学
或植物生理学背景优先。

090703森林保护学 石娟 英语过国家6级

骆有庆▲ 硕士期间发表一篇相关研究论文；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对本专业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戴玉成▲ 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能熟练进行听说读写；对菌物学研究领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硕士期间发表一篇相关研究论文

崔宝凯▲ 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能熟练进行听说读写；对菌物学研究领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硕士期间发表一篇相关研究论文

090704森林经理学 邓华锋 科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林学专业

刘琪璟 要求外语具备英语六级水平，熟悉森林生长与模型模拟理论与方法，掌握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在森林资源监测中的应用技术。根据考生的专业背
景结合在研课题，重点培养学生关于森林生长模型模拟以及宏观尺度森林资源动态分析能力

黄华国 有较好的遥感背景和强烈的科研探索欲望

002生物科学与技术学
院（ 62336210）

部分导师招生要求如下：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招生说明
071001 植物学 尹伟伦▲ 招收：热爱科学研究，治学严谨，具有良好的生物学研究工作理论基础，掌握相关扎实的实验技能，具备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博士生。

具体方向：树木逆境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谢响明 要求考生最好具有生命科学相关学科的本科背景， 硕士阶段具有从事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经历， 发表SCI论文的可优先考虑。

071009 细胞生物学 林金星▲ 成绩优秀，专业过硬，工作努力，性格开朗，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万迎朗▲ 考生具有硕士学位，博士生入学考试成绩优秀；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具有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毕业于分子生物学、生
物化学、细胞生物学、植物学等相关专业。博士生入学后经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完成各项培养环节，方可毕业。

林学院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lxy.bjfu.edu.cn/szdw/js/70251.html

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说明

生物学院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biology.bjfu.edu.cn/szdw/zrjs/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陆海▲ 具备良好的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树木分子生物学）理论基础与实验技能。对该研究方向具备浓厚的兴趣

0710Z2 计算生物学与
生物信息学

邬荣领▲ 对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技能背景。

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 张德强▲ 有林学或生物学背景，英语较好。对科研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博士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与基因组学。

王晓茹▲ 具有良好的遗传学、统计学、育种学或生态学等研究背景；符合学校关于参加自主选拔的基本条件；有志于森林遗传、进化遗传学和针叶树林木改良
研究；且有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与创新精神。

003工学院
（62337050）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联系方式

080200机械工程 赵东 zhaodong68@bjfu.edu.cn

司慧 sihui@bjfu.edu.cn

张厚江 hjzhang6@bjfu.edu.cn

赵燕东 yandongzh@bjfu.edu.cn

肖江 xiaojiang56@126.com

徐学锋 xuxuefeng@bjfu.edu.cn

082901森林工程 李文彬 leewb@bjfu.edu.cn

刘晋浩 liujinhao@vip.163.com

阚江明 kanjm@bjfu.edu.cn

004信息学院
(62338147)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联系方式（办公电话/邮箱）
0829Z2 林业信息技术 陈志泊 62338062 / zhibo@bjfu.edu.cn

曹卫群 62336705 / weiqun.cao@126.com

吴保国 62336050 / wubg@bjfu.edu.cn 招生要求：通过英语四级；专业背景为森林经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类、计算机类、地类信息类、水土保持类、
农林工程类、遥感类；必须具有JAVA、C++或者C#开发经验；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备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赵天忠 62337009 / ztz@bjfu.edu.cn

刘文萍 62336557 / wendyl@vip.163.com

陈飞翔 62336511 / fxchen@126.com  招生要求;计算机相关专业背景

赵春江* zhaocj@nercita.org.cn

黄心渊* hxy@bjfu.edu.cn

信息学院导师简介请参见：http://it.bjfu.edu.cn/szdw/jsfc/93841.htm

工学院导师简介请参见：http://gxy.bjfu.edu.cn/szdw/bssds/



005材料科学与技术学
院（62338358）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联系方式
080902 木材科学与技
术

曹金珍 caoj@bjfu.edu.cn

高建民 gaojm@bjfu.edu.cn

伊松林 ysonglin@126.com

常建民 cjianmin@bjfu.edu.cn

母军 mujun222@sina.com

李建章 lijianzhang126@126.com

李黎 lili_email@263.net

张双保 shuangbaozhang@163.com

于志明 yuzhiming@bjfu.edu.cn

张亚池 zhyac@163.com

张求慧 qhzh66@163.com

082903 林产化学加工
工程

孙润仓 rcsun3@bjfu.edu.cn

许凤 xfx315@163.com

樊永明 fanym@bjfu.edu.cn

马明国 mg_ma@bjfu.edu.cn

张学铭 xm_zhang@bjfu.edu.cn

彭锋 pengfeng0523@163.com

王波 mzlwb@hotmail.com

蒲俊文 jwpu@bjfu.edu.cn

蒋建新 jiangjx@bjfu.edu.cn

姚春丽 chunliyao2006@163.com

宋先亮 hdmsxl@sohu.com

雷建都 ljd2012@bjfu.edu.cn

宋国勇 songg@bjfu.edu.cn

张力平 zhanglp418@163.com

何静 hejing2008@sina.com

006园林学院
(62336634)

部分导师招生要求如下：

材料学院导师简介请参加：http://clxy.bjfu.edu.cn/xkjsnew/szdwnew/2012-05-09/98393.htm

园林学院导师简介请参观http://graduate.bjfu.edu.cn/newyjsmis/tutorsearch/search.aspx及园林学院主页硕博培养/研究生招生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招生说明
083400风景园林学 李雄 研究生学历，外语四级以上，具有风景园林及相关专业背景，对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有浓厚兴趣。

林箐 具有风景园林、建筑学或城乡规划硕士学位，第一外语为英语，有志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研究。

王向荣 具有风景园林、建筑学或城乡规划硕士学位，第一外语为英语，有志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研究。

董璁 具备建筑学或风景园林学硕士学位，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对建筑历史和建筑设计具有浓厚兴趣，有志于将园林与建筑结合在一起从事高水平研究。

007经济管理学院
(62338109)

部分导师招生要求及联系方式如下：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招生说明
120301农业经济管理 潘焕学 考生须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数学教育，具有良好的经济数学能力；考生需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须获得经济学或管理学硕士。联系方式：

panhuanxue@126.com，62338041

李铁铮 考生须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数学教学，具有良好的经济数学能力；考生需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通过CET-6），可用英语熟练开展听、说、读、写
、译等工作；考生具有文化传播与农村发展教学科研工作背景的优先录取；考生具有农业经济管理、生态文明、新闻传播、文化传播等专业背景的优
先录取；考生要有志于从事专业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考生入学后要积极配合导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联系方式：tiezheng@bjfu.edu.cn

120302林业经济管理 刘俊昌 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优先录取具有林业经济管理专业背景的考生，其次考虑具有经济管理或林学学历背景的考生，如报考在职培养博士，仅考虑在
林业领域工作的考生。考生应对林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有志成为林业经济管理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联系方式：liujun@bjfu.edu.cn

张彩虹 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背景。联系方式：zhangcaihong@263.net

温亚利 全日制报考学生，最好有经济学、数学、统计学或农林经济管理相关专业背景，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对学术感兴趣，志在从事林业经济管理学术工作
。联系方式：wenyali2003@163.com

张大红 联系方式：zhangdahong591120@163.com

李红勋 具有学术型硕士学位，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联系方式：lihongxun2002@163.com

谢屹 考生须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数学（高等数学、数理统计、概率论）教学，具有良好的经济数学知识能力；获得经济学或管理学科学硕士学位，具有
林业经济和政策教学与科研工作背景者优先；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通过CET6级），可用英语熟练开展听、说、读、写等工作；有志于从事专业领域
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联系方式：xybjfu@126.com

程宝栋 取得经济学、管理学、理学等相关硕士学位，英语、数学能力较强，拥有农林经济、产业经济、贸易经济等专业背景，对林产品贸易、林业产业竞争
力、林业区域经济等领域有较强的研究兴趣。联系方式：baodongcheng@163.com

宋维明 联系方式：songwm@bjfu.edu.cn

张绍文 教育部正规大学科学硕士毕业，外语水平良好，具有林业经济或理科、工科教育背景，对林业经济研究具有科研兴趣。联系方式：
zsw1100@163.com，62337229

田治威 联系方式：bjtzw@sina.com

1203Z1林业资源经济
与环境管理

张颖 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和数学基础。联系方式：zhangyin@bjfu.edu.cn

王武魁 有信息技术或森林资源管理知识背景者优先 联系方式：wangwukui@bjfu.edu.cn

张卫民 经济管理类或林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联系方式：zwm@bjfu.edu.cn

胡明形 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统计学专业背景者优先。联系方式：hmx5416@126.com

经管学院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em.bjfu.edu.cn/szdw/szgk/



008水土保持学院
(62336324)

009自然保护区学院
(62336724)

部分导师招生要求及联系方式如下：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招生说明
0713Z4湿地生态学 雷光春 具备生态学、生物学、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学等领域的本科、硕士研究生，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毕业后立志从事自然保

护事业的考生

刘俊国▲ 1、具有水文水资源、生态学、环境科学或生态经济等研究基础；2、对科研有浓厚兴趣，并愿意在学习期间有丰富的科研产出；3、具有良好的英语
水平；4、具有国际合作意识

张明祥 生态学、生物学、林学等相关专业，英语流利

高俊琴 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学、林学等相关专业，英语较好

于飞海▲ 考生应具备较为扎实的植物生态学研究背景，具有较强的实验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并对湿地生态学有浓厚的兴趣。

090705野生动植物保
护与利用

张东▲ 硕士研究生毕业，通过英语六级，具备动物学及其相关专业背景，熟练掌握分子系统学或是形态学研究的技术

0907Z1自然保护区学 徐基良 有比较好的英语阅读与交流能力；专业背景为生物学、生态学、林学等及相关专业，如数据分析能力较强则更好

010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62338383）

部分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如下：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
1203J1 生态文明建设
与管理

严耕 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学科和林业史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林业局和北
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分会会长，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
会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先后主持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多项研究课题，编著“生态文明绿皮书”、“生
态文明丛书”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邮箱：
yangengcn@sina.cn

林震 woodkeeper@163.com

尹伟伦 yinwl@bjfu.edu.cn

阎景娟 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
方向为文艺批评及文化研究。发表《浮华掩盖下的荒原》《影视剧的文学性与文学的电影性》、《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试论文学经典
的永恒性》、《在高等母语教育中建立文学经典的正当性》《民族想象与身份认同：〈舌尖上的中国〉透视》等论文多篇。专著有《文学经典论争在
美国》(2010)，译著有《文化研究导论》（合译）等。近年从事林业古籍整理工作、林业史及生态文明研究。主编《中华大典•林业典•园林及风景名
胜分典》（2014），《中国林业与生态史研究》副主编。发表《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的生态和谐理念》《赋意与附会：植物的文化意义之生成》《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纪录片》等论文。邮箱：yanjj85@sina.com

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zrbhq.bjfu.edu.cn/szdw/zrjs/

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renwen.bjfu.edu.cn/szdw/js/

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shuibao.bjfu.edu.cn/szdw/zrjs/



013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62336615）

部分导师招生要求如下：

学院、学科名称 导师 招生说明
0907Z4生态环境工程 常红▲ 具有熟练阅读英文期刊文献的能力；环境、化学相关专业考生均可。考生入学后需要掌握环境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成果；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王强▲ 希望招收勤奋刻苦并热衷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博士生，有较高的英语水平，1-2篇SCI论文发表，及材料或催化剂合成经验者优先考虑

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请参见：http://hjxy.bjfu.edu.cn/szdw/szjs/1592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