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林业大学2022年拟接收调剂生学科专业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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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学院 学术型硕士 090301 土壤学

1、总分300分以上（含300分）。
2、英语不低于45分。
3、报考农业资源与环境、林学、农学、地学、环境学学术型硕士
的考生优先。

王老师 haiyanwang72@aliyun.com

2 林学院 学术型硕士 0907Z2 城市林业
1、总分330分以上（含330分）。
2、业务课一不低于80分，业务课二不低于9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5分。

张老师 zhangxinna0513@163.com

3 林学院 学术型硕士 0907Z4 森林学
1、总分320分以上（含320分）。
2、业务课均不低于9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0分。

孟老师 mengdongjlf@bjfu.edu.cn

4 林学院
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

095136
农业工程与
信息技术

1、总分290分以上（含290分）。
2、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不低于5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33分。
4、报考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优先，本科专业为地理信息科学及农
业相关专业优先。

梁老师 liangboyi@bjfu.edu.cn

5 林学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095136
农业工程与
信息技术

1、总分290分以上（含290分）。
2、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不低于5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33分。
4、只接收定向考生，报考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优先，本科专业为
地理信息科学及农业相关专业优先。

梁老师 liangboyi@bjfu.edu.cn

6 林学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095400 林业

1、总分308分以上（含308分）。                                                                   
2、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不低于6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50分。
4、只接收定向考生，第一志愿报考森林培育，森林保护，森林经
理，城市林业，林木遗传育种，林业，农业资源与环境、森林学
等学科或方向学生优先。

李老师 1994226703@qq.com

7
生物科
学与技
术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001 植物学
1、总分310分以上（含310分）。
2、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5分。
3、学习过植物学或植物生理学等相关课程。

胡老师 bjfuzwxk2022@126.com

8
生物科
学与技
术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002 动物学
1、总分300分以上（含300分）                              
2、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5分。                                
3、本科阶段学习过动物学和动物生理学或相关课程。

韩老师 thinkinghy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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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科
学与技
术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005 微生物学
1、总分310分以上（含310分）。
2、业务课一不低于70分，业务课二不低于7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5分。

郑老师 zhengfei0718@sina.com

10
生物科
学与技
术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007 遗传学
1.总分310分以上（含310分）；                                  
2.满足相关调剂要求，达到分数要求。

谢老师 jbxie@bjfu.edu.cn

11 工学院
全日制学术
型硕士

080200 机械工程

1、总分295分以上（含295分）。
2、报考类型为学硕，统考课科目为数学一、英语一。
3、报考学科专业代码以08开头的工科相关专业。
4、本科专业为以下专业或相近专业优先：机械类、计算机类、自
动化类、电气类、仪器类、电子信息类等工学专业。

徐老师 xuxuefeng@bjfu.edu.cn

12 工学院
全日制学术
型硕士

0829Z1
林业装备与
信息化

1、总分295分以上（含295分）。
2、报考类型为学硕，统考课科目为英语一。
3、报考学科专业代码以08开头的工科相关专业。
4、本科专业为以下专业或相近专业优先：机械类、自动化类、农
业工程类、电气类、仪器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等工学专业
。

康老师 kangfeng98@163.com

13 工学院
全日制学术
型硕士

0829Z3
林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

1、总分295分以上（含295分）。
2、报考类型为学硕，统考课科目为英语一。
3、报考学科专业代码以08开头的工科相关专业。
4、本科专业为以下专业或相近专业优先：自动化类、电气类、仪
器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农业工程类等工学专业。

郑老师 dzxxbjfu2022@126.com

14 工学院
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

085400 电子信息

1、总分295分以上（含295分）。
2、统考课科目为数学一、英语一。
3、报考学科专业代码以08开头的工科相关专业。
4、本科专业为以下专业或相近专业优先：自动化类、电气类、仪
器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农业工程类、机械类、测绘类等
工学专业。

郑老师 dzxxbjfu2022@126.com

15 工学院
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

085500 机械

1、总分295分以上（含295分）。
2、统考课科目为数学一、英语一。
3、报考学科专业代码以08开头的工科相关专业。
4、本科专业为以下专业或相近专业优先：机械类、计算机类、自
动化类、电气类、仪器类、电子信息类等工学专业。

赵老师 zhaojian1987@bjfu.edu.cn

16
信息学
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085400 电子信息
符合国家可接受调剂条件，本科专业方向相近且硕士报考一志愿
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许老师
、洪老
师

senlinren@b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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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材料学
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外国语科目为英语一或英语二，业务课1为数学二，业务课2为材
料类或化工类相关科目。

宁老师 cailiaoyjs@bjfu.edu.cn

18
材料学
院

学术型硕士 0829Z4
生物质能源
与材料

外国语科目为英语一，业务课1为数学二，业务课2要求与化学、
化工、材料类相关，不接收跨学科门类调剂。

宋老师 sxlswd@163.com

19
材料学
院

学术型硕士 082903
林产化学加
工工程

外国语科目为英语一，业务课1为数学二，接收林业工程，轻化工
程，化学工程，化学、材料和生物类等相关专业的调剂生，不接
收跨学科门类调剂。

雷老师 ljd2012@bjfu.edu.cn

20
经管学
院

学术型硕士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初试科目必须包含英语且成绩≥70分、数学且成绩≥120分；
本科专业为相同或相近专业以及数学专业者优先；
原报考专业为相同或相近专业者优先；
发表北大核心期刊收录论文等具有科研能力者优先。

侯老师 houpeng9@126.com

21
经管学
院

学术型硕士 120300
农林经济管
理

初试科目中必须包括303数学（三）且成绩≥100，201英语（一）且
成绩≥55，业务课（二）与本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考试科目相近；
本科专业要求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等相关专业，农林经济管理类优
先；
科研能力较好、写作能力较强、在北大核心期刊等已发表论文者优先
。

谢老师 xybjfu@126.com

22
经管学
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125100 工商管理

1、一志愿报考MBA的考生，符合国家A类考生基本分数线要求，报考
类别为“定向就业”，培养方式为“非全日制”。
2、一志愿报考管理类联考考生（公共管理MPA、会计MPAcc、旅游管
理MTA、图书情报MLIS、工程管理MEM、审计MAUD），符合MBA报考条
件且通过一志愿专业国家A类考生基本分数线要求，报考类别为“定
向就业”，培养方式为“非全日制”。

王老师 mbawy@bjfu.edu.cn

23
经管学
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125300 会计

1、符合国家及学校调剂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2、初试分数达到我校会计复试分数线（50,100,212）的要求且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①初试报考专业为会计硕士、审计硕士；②初试考试
科目与会计硕士初试科目相同且本科专业为经济、管理类；③初试考
试科目与会计硕士初试科目相同且具有两年以上财务会计（含财务会
计、审计等）实践工作经验（须提供工作单位、岗位和工作内容书面
证明）。 
3、不招收同等学力。 
4、考生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

赵老师 bfukuaij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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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态与
自然保
护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300

生态学（微
生物生态学
方向）

1、总分300分以上（含300分）。
2、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均不低于80分，业务课二须为生态环境类
、生物学类、林学类、农学类等相关科目。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50分。

崔老师 cuibaokai@bjfu.edu.cn

25
生态与
自然保
护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300

生态学（全
球变化生态
学方向）

1、总分300分以上（含300分）。
2、业务课一不低于75分，业务课二不低于9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0分。

姜老师 qqqhbhstx@163.com

26
生态与
自然保
护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300

生态学（修
复生态学方
向）

1、总分290分以上（含290分）。
2、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均不低于80分，业务课二须为生态学类、
环境学类、生物学类、林学类、农学类等相关科目。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0分。

侯老师 houjihua@bjfu.edu.cn

27
人文学
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045400 应用心理
1、本科所学为心理学类专业优先。
2、初试总分不低于387，政治不低于60，英语不低于60。 王老师 g_bjfurw@163.com

28 理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0100 数学

 1、总分300分以上（含300分）。
2、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都不低于7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0分。
4、本科为数学及相关专业优先；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科目中至
少包含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的一门。

赵老师 zhaomh@bjfu.edu.cn 

29 理学院 学术型硕士 071011 生物物理学
1、本科专业为林学、生态、生物学、电子、计算机、地理信息系
统、环境、材料等相关专业优先。2、报考生物学、生态学、地图
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相关方向。

史老师 shixg@bjfu.edu.cn

30
艺术设
计学院

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

135107 美术
1、总分361分以上（含361分）。
2、业务课一不低于80分，业务课二不低于8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0分。

王老师 wangjianhao@bjfu.edu.cn

31
艺术设
计学院

学术型硕士 130500 设计学
1、总分361分以上（含361分）。
2、业务课一不低于80分，业务课二不低于80分。
3、英语和政治不低于40分。

王老师 wangjianhao@bjfu.edu.cn

32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学术型硕士 010100 哲学
1.考生第一志愿报考方向为哲学或相关专业。                                                        
2.英语、政治单科55分以上，含55分。

杜老师 duyan1996@bjfu.edu.cn

咨询电
话：   
010-
62338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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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

125200 公共管理
1、符合国家调剂的基本调件。
2、 考生一志愿报考类别为 “定向就业”。
3、 不招收同等学力

万老师 greenmpa@163.com

咨询电
话：   
010-
623367
30

34
草业与
草原学
院

全日制学术
型硕士

090900 草学

1、初试成绩达到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A类考生复试分
数线。
2、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草学”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3、初试科目中统考科目符合国家调剂基本要求，非统考科目与“
草学基础”相同或相近。
4、优先条件：第一志愿报考草学或相近学科专业，英语四、六级
通过者，获得学科认可的学术成果(授权发明专利、在核心及以上
级别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等）。

邢老师 bjfucaoyexueyuan@163.com

说明：
    1、我校其他学科专业和专项计划不接收调剂考生，如有调整，请关注后续相关通知。
    2、考生调剂的基本条件见《教育部关于印发<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及《北京林业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3、我校调剂系统拟定于2022年3月21日开放，中国研招网调剂系统拟定于2022年3底左右开放，申请调剂我校的各考生需要同时在两个系
统填报信息，最终调剂以中国研招网调剂信息及调剂报名为准。
   4、请各位考生务必注意拟接收调剂的学科专业类型及学习方式等信息，避免申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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