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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 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请参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所列的专业； 

2. 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请参照《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所列的专业，

未列入《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的专业不招收非全日制； 

3. 报考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请参照《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所列的专业，

未列入《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的专业不招收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 

4. 研究方向前已明确区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请务必认真查阅； 

5. 导师姓名前“*”指该导师为校外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 

6. 拟招人数以“XX（X）”列出，前一部分指拟招总数，括号内表示拟招总数中拟招推

免生人数。最终招生总人数以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 

7. 考生在查阅该目录中有任何问题，欢迎与研究生招生工作办公室（联系电话：

029-82202244）直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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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1 安德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2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01数学一 

④802结构力学 

01（全日制）岩土工程与地下结

构 
  

   

02（全日制）钢结构稳定与抗震   

   

03（全日制）钢结构设计理论与

方法 
   

    

04（全日制）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及混合结构 
   

    

05（全日制）混凝土结构    

    

06（全日制）工程结构抗震    

    

07（全日制）工程结构耐久性    

    

08（全日制）新型材料与新型结

构体系 
   

    

09（全日制）高层建筑结构    

    

10（全日制）工程结构隔震减震

及控制 
   

    

11（全日制）桥梁抗震及抗风    

    

12（全日制）路基路面结构设计

理论 
   

    

13（全日制）土木工程施工与管

理 
   

    

14（全日制）工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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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1 安德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13 环境工程微

生物学 

01（全日制）环境风险评价与风

险管理 
  

   

02（全日制）水环境修复与水质

改善技术 
  

   

03（全日制）水质净化与安全保

障技术 
   

    

04（全日制）水处理膜分离理论

与技术 
   

    

05（全日制）污/废水处理理论

与技术 
   

    

06（全日制）污水再生利用技术    

    

07（全日制）固体废弃物处理与

处置技术 
   

    

08（全日制）环境生态与生态修

复理论与技术 
   

    

09（全日制）环境污染的物理化

学处理技术 
   

    

10（全日制）环境友好材料开发

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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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20(4)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材料力学或

802结构力学 

      

01（全日制）地基基础设计 郑文杰 教授    

 王铁行 教授    

 曹卫平 教授    

 许健 副教授    

 刘小军 副教授    

 刘华 副教授    

      

02（全日制）特殊土工程与地

基处理 

郑文杰 教授    

王铁行 教授     

曹卫平 教授     

 许健 副教授     

 刘小军 副教授     

 刘华 副教授     

       

03（全日制）深基坑与边坡工

程 

邵珠山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霍润科 教授     

郑文杰 教授     

曹卫平 教授     

 
曹振 

正 高 级 工

程师 

    

 许健 副教授     

 刘华 副教授     

       

04（全日制）隧道与地下工程 邵珠山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霍润科 教授     

 郑文杰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

程师 

    

 刘小军 副教授     

 王军保 副教授     

 胡晓鹏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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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105(3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01数学一 

④802结构力学 

      

01（全日制）钢结构稳定与抗 郝际平 教授    

震 孙博华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杨应华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冉红东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连鸣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02（全日制）钢结构设计理论

与方法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杨应华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冉红东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连鸣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03（全日制）新型钢结构体系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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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冉红东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连鸣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04（全日制）高层钢结构体系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连鸣 副教授     

       

05（全日制）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及混合结构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杨勇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王威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田黎敏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06（全日制）混凝土结构 苏三庆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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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薛建阳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黄炜 教授     

 杨勇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胡晓鹏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罗大明 讲师     

       

07（全日制）工程结构抗震 苏三庆 教授     

 牛荻涛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杨勇 教授     

 黄炜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文波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赵祥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信任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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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8（全日制）工程结构耐久性 牛荻涛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胡晓鹏 副教授     

 傅强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罗大明 讲师     

 郭冰冰 讲师     

       

09（全日制）工程结构可靠性 姚继涛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信任 副教授     

 

10（全日制）工程结构优化 孙博华 教授 

    

 文波 教授     

 王茹 教授     

       

11（全日制）新型材料与新型

结构体系 

牛荻涛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孙博华 教授     

 杨勇 教授     

 黄炜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刘超 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罗大明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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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12（全日制）高层建筑结构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王威 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13（全日制）工程结构减隔震

控制 

史庆轩 教授     

孙博华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黄炜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赵祥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14（全日制）结构健康监测 苏三庆 教授     

 姚继涛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王威 教授     

 文波 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赵祥 副教授     

       

15（全日制）古建筑结构抗震

及保护 

薛建阳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王茹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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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16（全日制）智能材料及结构

系统 

孙博华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赵祥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17（全日制）村镇建筑抗震 白国良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黄炜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赵祥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18（全日制）工程结构诊断与

加固改造 

牛荻涛 教授     

姚继涛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杨勇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信任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19（全日制）工程结构抗风 孙博华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20（全日制）工程结构抗火 文波 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21（全日制）新型装配抗震结

构 

白国良 教授     

黄炜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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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杨勇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文波 教授     

 赵平 教授     

 王茹 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22（全日制）现代竹木结构 郝际平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23（全日制）装配式钢结构建 郝际平 教授     

筑 钟炜辉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002 土木工程学院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01数学一 

④802结构力学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

程 

    18(4) 

     

01（全日制）钢结构稳定与抗 

震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杨应华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02（全日制）钢结构设计理论 

与方法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杨应华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年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邮政编码：710055                   地    址：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                 单位代码：10703 

联系电话：029-82202244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杜绍帅 

17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王先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03（全日制）新型钢结构体系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04（全日制）高层钢结构体系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05（全日制）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及混合结构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杨勇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王威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田黎敏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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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于金光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06（全日制）混凝土结构 苏三庆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黄炜 教授     

 杨勇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罗大明 讲师     

       

07（全日制）工程结构抗震 苏三庆 教授     

 牛荻涛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杨勇 教授     

 黄炜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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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赵祥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郭秀秀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信任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08（全日制）工程结构耐久性 牛荻涛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罗大明 讲师     

       

09（全日制）工程结构可靠性 姚继涛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郭秀秀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10（全日制）工程结构优化 文波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程

师 

    

       

11（全日制）新型材料与新型 

结构体系  

牛荻涛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杨勇 教授     

 黄炜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刘超 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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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吴耀鹏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罗大明 讲师     

       

12（全日制）高层建筑结构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王威 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13（全日制）工程结构减隔震 

控制 

史庆轩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黄炜 教授     

 文波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程

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赵祥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14（全日制）结构健康监测 苏三庆 教授     

 姚继涛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王威 教授     

 文波 教授     

 赵祥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15（全日制）古建筑结构抗震 

及保护 

薛建阳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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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胡卫兵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16（全日制）智能材料及结构 王社良 教授     

系统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赵祥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17（全日制）村镇建筑抗震 白国良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黄炜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赵祥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18（全日制）工程结构诊断与 牛荻涛 教授     

加固改造 姚继涛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杨勇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信任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20（全日制）工程结构抗火 文波 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21（全日制）新型装配抗震结 白国良 教授     

构 黄炜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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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熊仲明 教授     

 杨勇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文波 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22（全日制）现代竹木结构 郝际平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23（全日制）装配式钢结构建 郝际平 教授     

筑 钟炜辉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2)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2结构力学或

801材料力学 

01（全日制）桥梁抗震及抗风 孙建鹏 副教授    

      

02（全日制）现代桥梁结构理

论 

孙建鹏 副教授    

      

03（全日制）桥梁、隧道健康

监测及寿命分析 

霍润科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

程师 

    

 孙建鹏 副教授     

       

04（全日制）路基路面结构设

计理论 

张倩 副教授     

       

05（全日制）道路病害分析及

防治 

张倩 副教授     

       

06（全日制）道路工程材料与

结构 

张倩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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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7（全日制）城市环境岩土力

学与工程 

霍润科 教授     

郑文杰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

程师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14Z1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20(5)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01数学一 

④802结构力学或

804工程经济与项

目管理 

01（全日制）土木工程建造技

术 

胡长明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02（全日制）土木工程施工与

管理 

胡长明 

赵平 

教授 

教授 

   

王茹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03（全日制）土木工程施工监

测与安全控制 

胡长明 教授     

赵平 教授     

 王茹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04（全日制）深基坑工程 胡长明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梅源 副教授     

       

05（全日制）工程项目管理 胡长明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06（全日制）工程经济 赵平 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07（全日制）信息化(BIM)施工

与管理 

赵平 教授     

王茹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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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宋战平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14Z2 现代结构理论      6(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2结构力学 

01（全日制）结构分析与组合 孙博华 教授    

理论 胡卫兵 教授    

      

02（全日制）结构分析中的数 孙博华 教授    

学理论与方法  胡卫兵 教授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12(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01数学一 

④805交通工程学 

      

01（全日制）总图运输理论与

方法 

王秋平 教授    

杨秋侠 副教授    

      

02（全日制）城市交通规划与

管理 

王秋平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程

师 

   

 陈君 副教授     

 李聪颖 副教授     

 雷斌 高级工程师     

       

03（全日制）工业区规划与总

图设计 

杨秋侠 

 

副教授     

       

002 土木工程学院       

085900（专业学位）土木水利     
全:128(5

)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02结构力学 

    

01（全日制）钢结构设计与施

工 

郝际平 教授   

苏明周 教授   

非

全:20(0) 

 杨应华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钟炜辉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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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田黎敏 副教授     

 申红侠 副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冉红东 副教授     

 杨俊芬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连鸣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常好诵 教授级高工 徐善华 教授   

 *林冰 教授级高工 苏明周 教授   

 *杨想兵 教授级高工 杨俊芬 副教授   

 *樊春雷 高级工程师 钟炜辉 副教授   

 *郭亮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李慧 高级工程师 朱丽华 教授   

 *薛强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02（全日制）工程结构耐久性

及对策 

牛荻涛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常好诵 教授级高工 徐善华 教授   

 胡晓鹏 副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傅强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罗大明 讲师     

 郭冰冰 讲师     

       

03（全日制）既有结构可靠性

评定与加固 

牛荻涛 教授     

姚继涛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文波 教授     

 胡长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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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曹振 

正高级工程

师 
  

  

 胡晓鹏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常好诵 教授级高工 徐善华 教授   

 *宁涛 高级工程师 朱丽华 教授   

       

04（全日制）工程结构抗震 苏三庆 教授     

 牛荻涛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杨勇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黄炜 教授     

 文波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冉红东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赵祥 副教授     

 郭秀秀 副教授     

 朱军强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信任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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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蔡玉军 教授级高工 朱丽华 教授   

 *杨想兵 教授级高工 杨俊芬 副教授   

 *樊春雷 高级工程师 钟炜辉 副教授   

 *林咏梅 高级工程师 吴耀鹏 副教授   

       

05（全日制）混凝土结构设计 苏三庆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杨勇 教授     

 黄炜 教授     

 王威 教授     

 文波 教授     

 刘超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胡晓鹏 副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朱军强 副教授     

 信任 副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刘西光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罗大明 讲师     

 *杨想兵 教授级高工 杨俊芬 副教授   

 *郭亮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林咏梅 高级工程师 吴耀鹏 副教授   

       

06（全日制）高层建筑结构及

大型复杂结构设计 

苏三庆 教授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徐善华 教授     

 杨勇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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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朱丽华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王威 教授     

 文波 教授     

 申跃奎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陶毅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朱军强 副教授     

 *蔡玉军 教授级高工 朱丽华 教授   

 *林冰 教授级高工 苏明周 教授   

 *杨想兵 教授级高工 杨俊芬 副教授   

 *樊春雷 高级工程师 钟炜辉 副教授   

 *林咏梅 高级工程师 吴耀鹏 副教授   

 *薛强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07（全日制）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与混合结构设计 

史庆轩 教授     

白国良 教授     

 郑山锁 教授     

 薛建阳 教授     

 杨勇 教授     

 王先铁 教授     

 门进杰 教授     

 邓明科 教授     

 王威 教授     

 徐亚洲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王秋维 副教授     

 吴耀鹏 副教授     

 刘祖强 副教授     

 田黎敏 副教授     

 于金光 副教授     

 王朋 讲师     

 *杨想兵 教授级高工 杨俊芬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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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8（全日制）古建筑抗震及保

护技术 

薛建阳 教授     

胡卫兵 教授     

 王社良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王茹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09（全日制）村镇建筑抗震技

术 

白国良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黄炜 教授     

 文波 教授     

 谢启芳 副教授     

 赵祥 副教授     

 隋  高级工程师     

 信任 副教授     

       

10（全日制）新型建筑工业化 白国良 教授     

技术 薛建阳 教授     

 周铁钢 教授     

 黄炜 教授     

 杨勇 教授     

 朱丽华 教授     

 文波 教授     

 胡长明 教授     

 邵珠山 教授     

 王茹 教授     

 丁怡洁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樊春雷 高级工程师 钟炜辉 副教授   

 *郭亮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李慧 高级工程师 朱丽华 教授   

 *薛强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11（全日制）地基处理与检测 郑文杰 教授     

 王铁行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曹卫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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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胡长明 教授     

 许健 副教授     

 王军保 副教授     

 刘华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郑建国 教授级高工 王铁行 教授   

 *程东幸 高级工程师 许健 副教授   

 *董元宏 高级工程师 刘华 副教授   

 *袁俊 高级工程师 许健 副教授   

       

12（全日制）基坑与地下空间

结构 

王铁行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曹卫平 教授     

 郑文杰 教授     

 霍润科 教授     

 胡长明 教授     

 熊仲明 教授     

 文波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程

师 

    

 许健 副教授     

 王军保 副教授     

 刘华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郑建国 教授级高工 王铁行 教授   

 *程东幸 高级工程师 许健 副教授   

 *董元宏 高级工程师 刘华 副教授   

 *袁俊 高级工程师 许健 副教授   

       

13（全日制）桥梁与隧道设计

及施工监测 

霍润科 教授     

邵珠山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曹振 

正高级工程

师 

   

 孙建鹏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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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14（全日制）道路工程设计 张倩 副教授     

 刘丽 副教授     

 孙建鹏 副教授     

 *董元宏 高级工程师 刘华 副教授   

       

15（全日制）土木工程建造技

术 

胡长明 教授     

赵平 教授    

 武乾 教授    

 王茹 教授    

 宋战平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郭亮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16（全日制）土木工程项目管

理 

胡长明 教授     

赵平 教授     

 武乾 教授     

 王茹 教授     

 黄莺 副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梅源 副教授     

 *张勇 教授级高工 胡长明 教授   

 *郭亮 高级工程师 郝际平 教授   

       

17（非全日制）钢结构设计与

施工 

      

      

18（非全日制）既有结构可靠

性评定与加固 

      

       

19（非全日制）工程结构抗震       

       

20（非全日制）混凝土结构与

抗震 

      

       

21（非全日制）高层建筑结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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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22（非全日制）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与混合结构设计 

      

       

23（非全日制）古建筑抗震及

保护技术 

      

       

24（非全日制）基坑与地下空

间结构 

      

      

25（非全日制）桥梁与隧道设

计及施工监测 

      

      

26（非全日制）道路工程设计       

       

27（非全日制）土木工程建造

技术 

      

      

28（非全日制）土木工程项目

管理 

      

       

002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专业学位）交通运输     16(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或

203日语 

③302数学二 

④805交通工程学 

      

01（全日制）交通运输规划与

管理 

王秋平 教授    

李锐 副教授    

陈君 副教授    

 李聪颖 副教授    

 雷斌 高级工程师     

 *贾锦绣 高级工程师 李聪颖 副教授   

       

02（全日制）总图运输设计 王秋平 教授     

 李锐 副教授     

 杨秋侠 副教授     

 林宇凡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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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3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53(1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55建筑学基础 

④501建筑设计(6

小时快题)  

      

01（全日制）建筑历史与理论 杨豪中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林源 教授    

 吴国源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宋辉 副教授    

 崔陇鹏 副教授    

 喻梦哲 副教授    

      

02（全日制）建筑遗产保护 刘克成 教授    同上 

 杨豪中 教授     

 林源 教授     

 吴国源 教授     

 王军 教授     

 宋辉 副教授     

 喻梦哲 副教授     

       

03（全日制）建筑设计及其理

论 

李志民 教授    同上 

刘克成 教授     

 杨豪中 教授     

 雷振东 教授     

 李昊 教授     

 李岳岩 教授     

 李军环 教授     

 王军 教授     

 张群 教授     

 陈景衡 教授     

 王琰 教授     

 张倩 教授     

 高博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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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4（全日制）城市设计 李志民 教授    同上 

 雷振东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李昊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陈景衡 教授     

 于洋 教授     

 王琰 教授     

 张倩 教授     

       

05（全日制）绿色建筑技术与

设计 

刘加平 院士    同上 

杨柳 教授     

 闫增峰 教授     

 李岳岩 教授     

 胡冗冗 教授     

 张群 教授     

 陈景衡 教授     

 刘大龙 副教授     

 成辉 副教授     

 范征宇 副教授     

 罗智星 副教授     

 李涛 讲师     

       

06（全日制）建筑技术科学 刘加平 院士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55建筑学基础 

④809建筑物理 

 杨柳 教授    

 闫增峰 教授    

 胡冗冗 教授    

 何泉 副教授    

 刘大龙 副教授    

 朱新荣 副教授    

 翟永超 副教授     

 范征宇 副教授     

 罗智星 副教授     

 刘衍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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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3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12(5)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56城市规划 

基础 

④502规划设计（6

小时快题） 

      

01（全日制）城乡规划理论与

方法 

周庆华 教授    

黄明华 教授    

张沛 教授    

陈晓键 教授    

 雷振东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段德罡 教授    

 李昊 教授    

 于洋 教授    

 黄嘉颖 教授    

 张中华 教授    

       

02（全日制）城乡历史遗产保

护规划 

刘克成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黄嘉颖 教授     

       

       

03（全日制）城乡规划与设计 周庆华 教授     

 黄明华 教授     

 雷振东 教授     

 张沛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刘克成 教授     

 李志民 教授     

 刘晖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段德罡 教授     

 李昊 教授     

 于洋 教授     

 黄嘉颖 教授     

 张中华 教授     

 张倩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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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4（全日制）社区与住房规划 雷振东 教授     

 李志民 教授     

 张倩 教授     

       

       

05（全日制）区域发展与城乡

规划管理 

张沛 教授     

张中华 教授     

 王新文 副教授     

       

06（全日制）城乡规划科学技

术 

于洋 教授     

       

003建筑学院       

083400 风景园林学     4(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44风景园林基

础 

④504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6小时快

题） 

      

01（全日制）风景园林历史与

理论 

刘晖 教授    

林源 教授    

 岳邦瑞 教授    

 吴国源 教授    

 王劲韬 教授    

      

02（全日制）风景园林遗产保

护 

林源 教授     

      

       

03（全日制）园林与景观设计 刘晖 教授     

 岳邦瑞 教授     

       

04（全日制）地景规划与生态 

修复 

岳邦瑞 教授     

      

       

003建筑学院       

085100（专业学位）建筑学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55建筑学基础 

④501建筑设计（6

小时快题）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李志民 教授   145(30) 

 刘克成 教授    

 杨豪中 教授    

 雷振东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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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闫增峰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董芦笛 教授     

 李昊 教授     

 李岳岩 教授     

 李军环 教授     

 王军 教授     

 林源 教授     

 段德罡 教授     

 张群 教授     

 陈景衡 教授     

 张倩 教授     

 于洋 教授     

 王琰 教授     

 吴国源 教授     

 高博 教授     

 陈静 副教授     

 李立敏 副教授     

 白宁 副教授     

 李钰 副教授     

 靳亦冰 副教授     

 何泉 副教授     

 成辉 副教授     

 韩晓莉 副教授     

 赵红斌 副教授     

 孔黎明 副教授     

 宋辉 副教授     

 陈敬 副教授     

 喻梦哲 副教授     

 周崐 副教授     

 崔陇鹏 副教授     

 梁斌 副教授     

 范征宇 副教授     

 叶飞 副教授     

 王芳(建筑) 讲师     

 李涛 讲师     

 *安军 教授级高工 陈静 副教授   

 *赵元超 教授级高工 梁斌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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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姚慧 教授级高工 李钰 副教授   

 *陈建军 教授级高工 陈敬 副教授   

 *柳成辉 教授级高工 闫增峰 教授   

 *高朝君 教授级高工 李军环 教授   

 *王军（西

北院） 
教授级高工 王树声 教授 

  

 *吕成 教授级高工 张群 教授   

 *倪欣 教授级高工 孔黎明 副教授   

 *张永杰 教授级高工 李昊 教授   

 *张彦庆 教授级高工 李志民 教授   

 *赵静 研究员 喻梦哲 教授   

 *李冰 教授级高工 陈景衡 教授   

 *张伟 教授级高工 成辉 副教授   

 *雷霖 教授级高工 李立敏 副教授   

 *宋照青 高级工程师 雷振东 教授   

 *岳鹏 副教授 何泉 副教授   

 *陈琰 高级工程师 高博 副教授   

 *刘月超 高级工程师 罗智星 副教授   

 *徐健生 高级工程师 王琰 教授   

 *宋江宁 副研究员 林源 教授   

       

003建筑学院       

085300（专业学位）城市规划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56城市规划基

础 

④502规划设计（6

小时快题）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周庆华 教授   79(10) 

 黄明华 教授    

 雷振东 教授    

 张沛 教授    

 陈晓键 教授    

 任云英 教授     

 刘克成 教授     

 李志民 教授     

 刘晖 教授     

 王树声 教授     

 段德罡 教授     

 常海青 教授     

 李昊 教授     

 于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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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黄嘉颖 教授     

 张中华 教授     

 张倩 教授     

 王芳 副教授     

 白宁 副教授     

 邓向明 副教授     

 陈磊 副教授     

 郑晓伟 副教授     

 杨辉 副教授     

 田达睿 副教授     

 冯晓刚 副教授     

 王侠 副教授     

 王新文 副教授     

 王阳 讲师     

 李凤霞 讲师     

 *雷会霞 教授级高工 陈晓键 教授   

 *吴左宾 教授级高工 黄嘉颖 教授   

 *冯红霞 高级工程师 任云英 教授   

 *李琪 教授级高工 王树声 教授   

 *龙小凤 教授级高工 于洋 教授   

 *曹恺宁 教授级高工 张中华 副教授   

 *刘春凯 教授级高工 杨辉 副教授   

 *赵红茹 教授级高工 陈磊 副教授   

       

003建筑学院       

095300（专业学位）风景园林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 

③344风景园林基

础 

④504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6小时快

题）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刘晖 教授   35(5) 

 董芦笛 教授    

 岳邦瑞 教授    

 常海青 教授    

 吴国源 教授    

 王劲韬 教授    

 李榜晏 副教授    

 赵红斌 副教授     

 陈磊 副教授     

 张涛 副教授     

 王晶懋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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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4 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     36（5）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4专业理论 

④810 专业基础

（素描与色彩） 

01（全日制）环境景观设计 蔺宝钢 教授    

 杨豪中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吕小辉 教授    

 卢渊 教授    

 汤雅莉 教授    

 *刘晨晨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梁锐 教授 吕小辉 教授   

 岳士俊 副教授     

 张鸽娟 副教授     

 徐娅 副教授     

 张涛 副教授     

 徐红蕾 副教授     

 于东飞 副教授     

 崔文河 副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韦娜 副教授     

 朱海声 高级建筑师     

 王琼 副教授     

 王璐艳 副教授     

       

02（全日制）视觉传达与媒体

设计 

汤雅莉 教授     

徐红蕾 副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03（全日制）会展设计 岳士俊 副教授     

 汤雅莉 教授     

 徐红蕾 副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04（全日制）艺术史论 杨豪中 教授     

 卢渊 教授     

 张鸽娟 副教授     

 林梅 副教授     

 崔文河 副教授     

05（全日制）室内设计 王葆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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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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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西平 教授     

 *刘晨晨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岳士俊 副教授     

 刘晓军 副教授     

 林梅 副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06（全日制）文化遗产保护 杨豪中 教授     

 卢渊 教授     

 张鸽娟 副教授     

 *田军 副教授 姜涛 副教授   

 张涛 副教授     

 徐娅 副教授     

 林梅 副教授     

 崔文河 副教授     

 朱海声 高级建筑师     

 王璐艳 副教授     

       

07（全日制）产品设计 赵锋 教授     

 汤雅莉 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08（全日制）艺术心理学 *倪晓莉 教授 姜涛 副教授   

       

004艺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14（3）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4专业理论 

④876专业基础Ⅰ

（素描与色彩） 

01（全日制）城市雕塑 蔺宝钢 教授    

 *朱尚熹 教授 蔺宝钢 教授  

 姜涛 副教授    

      

02（全日制）绘画 *王西京 一级美术师 蔺宝钢 教授  

 *沈荣华 一级美术师 蔺宝钢 教授   

 *巨石 一级美术师 蔺宝钢 教授   

 *王志平 教授 姜涛 副教授   

 *田军 副教授 姜涛 副教授   

 李波 副教授     

 张向辉 二级美术师     

03（全日制）美术理论 *巨石 一级美术师 蔺宝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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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田军 副教授 姜涛 副教授   

       

004艺术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4（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4专业理论 

④853影视概论 

01（全日制）影视创作研究 张燕菊 教授    

许志敏 副教授    

 *张晋辉 副教授 张燕菊 教授  

       

02（全日制）电影历史与理论 张燕菊 教授     

 原文泰 副教授     

 *张晋辉 副教授 张燕菊 教授   

       

03（全日制）影视文化与批评 储兆文 教授     

 原文泰 副教授     

 *张晋辉 副教授 张燕菊 教授   

       

004艺术学院       

135108（专业学位）艺术设计     全:35（3） 

 

非全:1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614专业理论 

④846  3 小时专

业设计Ⅱ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蔺宝钢 教授   

 *乔征 教授 蔺宝钢 教授 

 吕小辉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黄缨 教授    

 汤雅莉 教授    

 卢渊 教授    

 赵锋 教授    

 *刘晨晨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梁锐 教授 吕小辉 教授   

 岳士俊 副教授     

 张蔚萍 副教授     

 张鸽娟 副教授     

 徐娅 副教授     

 徐红蕾 副教授     

 刘晓军 副教授     

 于东飞 副教授     

 崔文河 副教授     

 *田军 副教授 姜涛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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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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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郝玲 副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王琼 副教授     

 王璐艳 副教授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04艺术学院       

095300（专业学位）风景园林     全:72（8） 

 

非全:40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

础 

④845  3小时专业

设计Ⅰ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蔺宝钢 教授   

 杨豪中 教授   

 *乔征 教授 蔺宝钢 教授 

 吕小辉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卢渊 教授    

 汤雅莉 教授    

 董芦笛 教授    

 *刘晨晨 教授 王葆华 教授   

 *梁锐 教授 吕小辉 教授   

 岳士俊 副教授     

 张蔚萍 副教授     

 张鸽娟 副教授     

 徐娅 副教授     

 张涛 副教授     

 刘晓军 副教授     

 于东飞 副教授     

 崔文河 副教授     

 李榜晏 副教授     

 何泉 副教授     

 杨建虎 副教授     

 李绍文 副教授     

 韦娜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郝玲 副教授     

 王璐艳 副教授     

 王琼 副教授     

 *魏书威 高级工程师 姜涛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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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04艺术学院       

085500（专业学位）机械     8（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7 工业设计工

程 

④848  3小时专业

设计Ⅲ 

01（全日制）工业设计工程 赵锋 教授    

 史丽晨 教授    

 王发展 教授    

 *杨西川 教授级高工 赵锋 教授  

 张涛 副教授    

 *石毅  赵锋 教授  

       

005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50(15)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11 水力学 

01（全日制）水源水质微污染

控制与水质改善理论与技术 

黄廷林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徐金兰 教授    

 孙昕 教授    

 苏俊峰 教授    

 文刚 教授     

 朱维晃 教授     

 高湘 副教授     

 李凯 讲师     

 唐欢 讲师     

 张志强 讲师     

       

02（全日制）水处理理论与技

术 

黄廷林 教授     

任勇翔 教授     

 袁宏林 教授     

 刘永军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王磊 教授     

 李志华 教授     

 徐金兰 教授     

 孙昕 教授     

 苏俊峰 教授     

 文刚 教授     

 陈荣 教授     

 *王社平 教授级高工 卢金锁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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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高湘 副教授     

 张建锋 副教授     

 李伟 副教授     

 胡以松 副教授     

 李倩 副教授     

 李凯 讲师     

 唐欢 讲师     

 张志强 讲师     

       

03（全日制）给排水系统优化

和安全输配技术 

黄廷林 教授     

袁宏林 教授     

 李志华 教授     

 卢金锁 教授     

 高湘 副教授     

 熊家晴 副教授     

 张卉 副教授     

 张志强 讲师     

       

04（全日制）水的再生回用理

论与技术 

任勇翔 教授     

袁宏林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李志华 教授     

 王磊 教授     

 高湘 副教授     

 马晓妍 副教授     

 胡以松 副教授     

       

05（全日制）建筑给排水与节

水技术 

卢金锁 教授     

熊家晴 副教授     

       

005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74(9)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13 环境工程微

生物学 

01（全日制）环境风险评价与

风险管理 

曹国良 教授级高工    

张崇淼 教授    

 祝颖 副教授    

      

02（全日制）水环境修复与水

质改善技术 

黄廷林 教授     

任勇翔 教授     

 孙昕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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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朱维晃 教授     

 董社英 教授     

 王怡（环） 教授     

 张崇淼 教授     

 卜龙利 副教授     

 吴鹍 副教授     

 张海涵 副教授     

 张琼华 副教授     

 周元臻 教授     

 金鑫 讲师     

 贺张伟      

 唐聪聪      

       

03（全日制）水质净化与安全

保障技术 

黄廷林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李志华 教授     

卢金锁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吴鹍 副教授     

 马晓妍 副教授     

 史昕欣 副教授     

 周元臻 教授     

 金鑫 讲师     

 唐聪聪      

       

04（全日制）水处理膜分离理

论与技术 

王磊 教授     

王旭东 教授     

 陈荣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胡以松 副教授     

 苗瑞 副教授     

 刘嘉栋 副教授     

 宫飞祥 工程师     

 唐聪聪      

       

05（全日制）污/废水处理理论

与技术 

任勇翔 教授     

王磊 教授     

 袁林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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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董社英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李志华 教授     

 刘永军 教授     

 王怡（环） 教授     

 王旭东 教授     

 陈荣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张良 教授     

 韩芸 教授     

 郭新超 副教授     

 吕永涛 副教授     

 杨毅 副教授     

 于莉芳 副教授     

 胡以松 副教授     

 李倩 副教授     

 刘嘉栋 副教授     

 高波 副教授     

 张琼华 副教授     

 杨磊 副教授     

 史昕欣 副教授     

 Mawuli 

Dzakpasu 
副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金鑫 讲师     

 郑于聪 讲师     

 王茹 讲师     

 贺张伟      

 唐聪聪      

       

06（全日制）污水再生利用技

术 

任勇翔 教授     

王磊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张崇淼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王旭东 教授     

 孙昕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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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韩芸 教授     

 郭新超 副教授     

 张琼华 副教授     

 胡以松 副教授     

 苗瑞 副教授     

 杨磊 副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金鑫 讲师     

 郑于聪 讲师     

 贺张伟      

       

07（全日制）固体废弃物处理 王怡（环） 教授     

与处置技术 韩芸 教授     

 杨毅 副教授     

 张璐鑫 副教授     

 李倩 副教授     

 王宝 讲师     

 贺张伟      

 殷亚楠      

 唐聪聪      

       

08（全日制）环境生态与生态

修复理论与技术 

石辉 教授     

任勇翔 教授     

袁林江 教授     

 吴蔓莉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张海涵 副教授     

 Mawuli 

Dzakpasu 
副教授 

    

 周元臻 教授     

 郑于聪 讲师     

 唐聪聪      

       

09（全日制）大气与工业废气 

污染物控制理论与技术 

王怡（暖） 教授     

党小庆 教授     

 
*刘荔 教授 

王怡

（暖） 
教授 

  

 卜龙利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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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刘立忠 副教授     

 闫东杰 副教授     

 祝颖 副教授     

 秦彩虹      

       

10（全日制）人工及建筑环境

污染控制技术 

李安桂 教授     

王怡（暖） 教授     

 党小庆 教授     

 祝颖 副教授     

       

11（全日制）环境污染的物理

化学处理技术 

黄廷林 教授     

董社英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袁林江 教授     

 朱维晃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王旭东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张良 教授     

 卜龙利 副教授     

 吴鹍 副教授     

 杨磊 副教授     

 杨生炯 副教授     

 高波 副教授     

 刘嘉栋 副教授     

 Mawuli 

Dzakpasu 
副教授 

    

 金鑫 讲师     

 贺张伟      

       

12（全日制）环境友好材料开

发与应用 

董社英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朱维晃 教授     

 张崇淼 教授     

 张良 教授     

 卜龙利 副教授     

 杨磊 副教授     

 张璐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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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杨生炯 副教授     

 Mawuli 

Dzakpasu 
副教授 

    

 郑于聪 讲师     

 宫飞祥 工程师     

 贺张伟      

       

005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5700（专业学位）资源与环境     全:55(1) 

 

非全:10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13 环境工程微

生物学 

01（全日制）环境工程 王磊 教授   

 袁林江 教授   

 石辉 教授   

 党小庆 教授   

 金鹏康 教授   

 *王社平 教授级高工 卢金锁 教授   

 李志华 教授     

 刘永军 教授     

 王怡（环） 教授     

 张崇淼 教授     

 吴蔓莉 教授     

 王旭东 教授     

 韩芸 教授     

 谢会东 教授     

 曹国良 教授级高工     

 郭新超 副教授     

 卜龙利 副教授     

 刘立忠 副教授     

 杨毅 副教授     

 吕永涛 副教授     

 于莉芳 副教授     

 吴鹍 副教授     

 张海涵 副教授     

 张琼华 副教授     

 祝颖 副教授     

 杨磊 副教授     

 张璐鑫 副教授     

 刘嘉栋 副教授     

 高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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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王宝 讲师     

 杨生炯 副教授     

 闫东杰 副教授     

 史昕欣 副教授     

 王茹 讲师     

 秦彩虹      

 郑于聪 讲师     

 贺张伟      

 唐聪聪      

 *刘昆善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刘勇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齐允之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王峰慧 教授级高工 黄廷林 教授   

 *张延风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李延红 高级工程师 卢金锁 教授   

 *袁建平 教授级高工 石辉 教授   

       

02（非全日制）环境工程       

      

005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5900（专业学位）土木水利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11水力学 

01（全日制）建筑与土木工程 黄廷林 教授   全:55(2) 

 

非全:15 

 任勇翔 教授   

 袁宏林 教授   

 徐金兰 教授   

 朱维晃 教授   

 孙昕 教授    

 卢金锁 教授     

 *王社平 教授级高工 卢金锁 教授   

 苏俊峰 教授     

 陈荣 教授     

 文刚 教授     

 高湘 副教授     

 张建锋 副教授     

 熊家晴 副教授     

 李伟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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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马晓妍 副教授     

 张卉 副教授     

 胡以松 副教授     

 李倩 副教授     

 史昕欣 副教授     

 李凯 讲师     

 张志强 讲师     

 唐欢 讲师     

 *刘昆善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刘勇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齐允之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王峰慧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张延风 高级工程师 黄廷林 教授   

 *李延红 高级工程师 卢金锁 教授   

       

02（非全日制）建筑与土木工

程 

      

      

006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68（14）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 816 运筹学或

878工程经济学 

01（全日制）工程经济与管理 刘晓君 教授    

 徐勇戈 教授    

 兰峰 教授    

 周勇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骆正山 教授    

 张涑贤 教授    

 刘华 教授    

 高旭阔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李芊 副教授     

 唐晓灵 副教授     

 白晓平 副教授     

 卢梅 副教授     

 韦海民 副教授     

 王莹 副教授     

 宋金昭 副教授     

 廖阳 副教授     

 张炜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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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李玲燕 副教授     

 詹绍文 教授     

 *张勇 教授级高工 兰峰 教授   

       

02（全日制）城市建设与房地

产管理 

刘晓君 教授     

兰峰 教授     

 周勇 教授     

 唐晓灵 副教授     

 卢梅 副教授     

 韦海民 副教授     

 王莹 副教授     

 廖阳 副教授     

 郭斌 教授     

       

03（全日制）大数据与建筑信

息化 

刘晓君 教授     

黄光球 教授     

王成军 教授     

 邵必林 教授     

 仇国芳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骆正山 教授     

 张涑贤 教授     

 刘华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韦海民 副教授     

 顾清华 教授     

       

04（全日制）资源系统优化与

管理 

黄光球 教授     

王成军 教授     

仇国芳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骆正山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白晓平 副教授     

 宋金昭 副教授     

 张炜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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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卢才武 教授     

 顾清华 教授     

 聂兴信 副教授     

       

05（全日制）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黄光球 教授     

邵必林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骆正山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白晓平 副教授     

 张志霞 副教授     

 卢才武 教授     

 顾清华 教授     

 聂兴信 副教授     

       

06（全日制）工业工程与工程

管理 

黄光球 教授     

王成军 教授     

邵必林 教授     

徐勇戈 教授     

周勇 教授     

 仇国芳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骆正山 教授     

 张涑贤 教授     

 刘华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白晓平 副教授     

 卢梅 副教授     

 张志霞 副教授     

 廖阳 副教授     

 张炜 副教授     

 卢才武 教授     

 顾清华 教授     

 聂兴信 副教授     

 *张勇 教授级高工 兰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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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6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19（5）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 

④815技术经济学 

或 879财务管理

学 

01（全日制）投融资决策与风

险管理 

黄光球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胡海华 副教授    

 李政大 副教授    

 *李寿国 教授 高旭阔 教授  

      

02（全日制）产业创新与产业

技术经济 

黄光球 教授    

周勇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刘淑茹 教授     

 孙笑明 副教授     

 宋炜 副教授     

 李政大 副教授     

 方永恒 教授     

       

03（全日制）组织创新与知识

管理 

黄光球 教授     

王成军 教授     

 陆秋琴 教授     

 孙笑明 副教授     

 胡海华 副教授     

 宋炜 副教授     

       

04（全日制）人力资源管理 王成军 教授       

 周勇 教授     

  孙笑明 副教授       

  胡海华 副教授       

       

05（全日制）项目策划与市场

营销 

胡海华 副教授       

彭耀平      

        

06（全日制）财务管理理论与

实务 

陆秋琴 教授       

李荣锦 副教授     

 李政大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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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6管理学院       

025600（专业学位）资产评估     5（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 

④436 资产评估专

业基础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成军 教授    

 骆正山 教授    

 高旭阔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白晓平 副教授    

 李荣锦 副教授     

 孙笑明 副教授     

 胡海华 副教授     

 李政大 副教授     

       

006管理学院       

125603（专业学位）工业工程与

管理 

    
55（2） 

①199 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管理学院       

125100（专业学位）工商管理

（MBA） 

    105 ①199 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06管理学院       

125601（专业学位）工程管理

（MEM） 

    74 ①199 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07 理学院       

070100 数学     23(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0 数学分析 

④818 高等代数 

01（全日制）泛函分析及其应

用 

*何吉欢 教授 朱立平 副教授  

陈清江 教授    

      

02（全日制）小波分析与图像

处理 

陈清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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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3（全日制）偏微分方程及其 

若干应用 

*何吉欢 教授 朱立平 副教授   

朱立平 副教授     

栗雪娟 副教授     

 *夏亚荣 副教授 陈清江 教授   

       

04（全日制）概率统计与数据

分析 

史加荣 教授     

李体政 副教授     

       

05（全日制）机器学习算法及

其应用 

陈清江 教授     

史加荣 教授     

 殷清燕 副教授     

       

06（全日制）模糊多属性决策 

与智能控制  

杨威 副教授     

刘勇 副教授     

       

07（全日制）图论与组合优化 

方法及其应用 

魏宗田 教授     

刘勇 副教授     

       

007理学院       

070200 物理学     6(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1 高等数学与

线性代数 

④819普通物理(电

磁学和光学部分) 

01（全日制）凝聚态理论及应

用 

陈长城 高级工程师    

樊庆扬 副教授    

      

02（全日制）激光物理及技术 李隆 教授    

      

03（全日制）光电信息理论与 

技术  

陈长城 高级工程师    

樊庆扬 副教授     

       

04（全日制）纳米荧光材料的 

合成及应用  

高当丽 副教授     

      

       

007理学院       

080100 力学     14(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1 材料力学 

01（全日制）损伤及断裂力学 孙博华 教授    

 曹彩芹 副教授    

 邵珠山 教授    

      

02（全日制）建筑结构分析 孙博华 教授    

 赵冬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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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刘超 教授     

       

03（全日制）古建筑结构加固

与保护 

赵冬 教授     

       

04（全日制）土与结构的相互

作用 

孙博华 教授     

曹彩芹 副教授     

       

05（全日制）微纳米与多尺度 孙博华 教授     

力学 李东波 副教授     

       

06（全日制）复合材料与结构

力学 

孙博华 教授     

刘超 教授     

 李东波 副教授     

       

07（全日制）岩石力学 邵珠山 教授     

       

00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72(7)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68 无机非金属

材料科学基础或

864 材料物理化学

或825 土木工程材

料 

01（全日制）材料工程理论与

装备 

陈延信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嵇鹰 教授    

      

02（全日制）粉体工程 陈延信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嵇鹰 教授    

      

03（全日制）固体废弃物资源

化 

李辉 教授     

张耀君 教授     

 何廷树 教授     

 尹洪峰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嵇鹰 教授     

 李国新 教授     

 宋学锋 教授     

 伍勇华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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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何娟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王艳 副教授     

 杨晓凤 副教授     

 王磊 副教授     

 *李越 教授 肖国庆 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白云 教授 李辉 教授   

       

04（全日制）多相流与数值模

拟 

陈延信 教授     

      

      

05（全日制）高强高性能混凝

土制备及耐久性研究 

何廷树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李国新 教授     

 李辉 教授     

 宋学锋 教授     

 伍勇华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王艳 副教授     

 何娟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王磊 副教授     

 *白云 教授 李辉 教授   

       

06（全日制）先进水泥基材料

及特种混凝土 

何廷树 教授     

李国新 教授     

李辉 教授     

魏剑 教授     

陈畅 副教授     

 何娟 副教授     

 王艳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王磊 副教授     

 *白云 教授 李辉 教授   

       

07（全日制）无机非金属材料

制备理论与应用 

肖国庆 教授     

张耀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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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魏剑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嵇鹰 教授     

 武志红 副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陈晋 副教授     

 丁冬海 副教授     

 张颖 副教授     

 雷琬莹 副教授     

 李延军 副教授     

 南艳丽 副教授     

       

08（全日制）高温结构材料制

备与合成 

肖国庆 教授     

张颖 副教授     

 武志红 副教授     

 丁冬海 副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李延军 副教授     

 任金翠 副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09（全日制）材料结构设计与

性能 

肖国庆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陈晋 副教授     

 贺格平 副教授     

 雷琬莹 副教授     

 李延军 副教授     

 任金翠 副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阙美丹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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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10（全日制）高温陶瓷材料自 

蔓延高温合成工艺和合成机理 

肖国庆 教授     

丁冬海 副教授     

       

11（全日制）电子材料与器件 云斯宁 教授     

 金丹 副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陈晋 副教授     

 贺格平 副教授     

 阙美丹 副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12（全日制）陶瓷与耐火材料 肖国庆 教授     

 武志红 副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张颖 副教授     

 丁冬海 副教授     

 李延军 副教授     

 任金翠 副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13（全日制）电子信息材料 云斯宁 教授     

 陈晋 副教授     

 贺格平 副教授     

 杨晓凤 副教授     

 阙美丹 副教授     

 任小虎 副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14（全日制）新能源材料 云斯宁 教授     

 魏剑 教授     

 张耀君 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杨春利 副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陈晋 副教授     

 贺格平 副教授     

 汤云 副教授     

 雷琬莹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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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南艳丽 副教授     

 阙美丹 副教授     

 任小虎 副教授     

 *徐茂田 教授 肖国庆 教授   

       

15（全日制）功能复合材料 尹洪峰 教授     

 魏剑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金丹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陈晋 副教授     

 贺格平 副教授     

 雷琬莹 副教授     

 杨晓凤 副教授     

 南艳丽 副教授     

 阙美丹 副教授     

 任小虎 副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李越 教授 肖国庆 教授   

       

17（全日制）结构功能一体化 尹洪峰 教授     

材料 肖国庆 教授     

 魏剑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武志红 副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丁冬海 副教授     

 李延军 副教授     

 汤云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杨晓凤 副教授     

       

18（全日制）新型生态材料 何廷树 教授     

 李辉 教授     

 张耀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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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侯新凯 教授     

 陈晋 副教授     

 杨晓凤 副教授     

       

19（全日制）建筑功能材料制 李国新 教授     

备与理论研究 宋学锋 教授     

 魏剑 教授     

 陈畅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20（全日制）混凝土外加剂制 何廷树 教授     

备与机理研究 李国新 教授     

 伍勇华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武志红 副教授     

       

21（全日制）资源循环理论与 李辉 教授     

技术 张耀君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嵇鹰 教授     

       

22（全日制）循环经济及其支 侯新凯 教授     

撑技术 嵇鹰 教授     

       

23（全日制）节能环保型建筑 何廷树 教授     

材料 李国新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陈畅 副教授     

 何娟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白云 教授 李辉 教授   

       

25（全日制）混凝土流变学理 何廷树 教授     

论与应用  侯新凯 教授     

 伍勇华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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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8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600（专业学位）材料与化工      13(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5 土木工程材

料或 868 无机非金

属材料科学基础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肖国庆 教授    

 张耀君 教授    

 何廷树 教授    

 尹洪峰 教授    

 李辉 教授    

 魏剑 教授    

 云斯宁 教授     

 侯新凯 教授     

 嵇鹰 教授     

 李国新 教授     

 宋学锋 教授     

 陈延信 教授     

 伍勇华 副教授     

 陈畅 副教授     

 陈晋 副教授     

 张军战 副教授     

 金丹 副教授     

 张颖 副教授     

 武志红 副教授     

 杨春利 副教授     

 丁冬海 副教授     

 蔡艳芝 副教授     

 何娟 副教授     

 王艳 副教授     

 贺格平 副教授     

 史琛 副教授     

 汤云 副教授     

 杨晓凤 副教授     

 雷琬莹 副教授     

 李延军 副教授     

 任金翠 副教授     

 王磊 副教授     

 南艳丽 副教授     

 阙美丹 副教授     

 任小虎 副教授     

 *刘百宽 教授级高工 肖国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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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刘一军 教授级高工 薛群虎 教授   

 *尹育航 高级工程师 肖国庆 教授   

 *李越 教授 肖国庆 教授   

 *白云 教授 李辉 教授   

 *郜剑英 无 张军战 副教授   

       

009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30(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30 材料科学基

础 

01（全日制）塑性变形新技术

新工艺 

王快社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杜忠泽 教授    

张兵 教授    

 佟立波 教授    

 *于振涛 教授级高工 杨西荣 教授  

 杨程 副教授     

 蔡军 副教授     

 刘莹莹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02（全日制）材料表面工程 张聪惠 教授     

 佟立波 教授     

 *于振涛 教授级高工 杨西荣 教授   

 王耀勉 副教授     

 高原 副教授     

 王强 副教授     

 王岩 副教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03（全日制）金属材料组织控

制理论及新技术 

崔春娟 教授     

杨西荣 教授     

 张聪惠 教授     

 杜忠泽 教授     

 刘世锋 教授     

 王文礼 教授     

 胡平 教授     

 佟立波 教授     

 刘晓燕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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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王敬忠 副教授     

 王强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04（全日制）复合材料制备 崔春娟 教授     

 胡平 教授     

 张兵 教授     

 佟立波 教授     

 *于振涛 教授级高工 杨西荣 教授   

 王敬忠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05（全日制）金属超细晶材料

制备 

庞玉华 教授     

杜忠泽 教授     

张聪惠 教授     

杨西荣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张兵 教授     

 佟立波 教授     

 *于振涛 教授级高工 杨西荣 教授   

 刘晓燕 副教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王岩 副教授     

       

06（全日制）材料加工过程计

算机模拟 

庞玉华 教授     

王快社 教授     

 杨西荣 教授     

 邹德宁 教授     

 王文礼 教授     

 *于振涛 教授级高工 杨西荣 教授   

 杨程 副教授     

 蔡军 副教授     

 王耀勉 副教授     

       

07（全日制）稀有金属材料加

工 

王快社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庞玉华 教授     

 刘世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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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胡平 教授     

 *于振涛 教授级高工 杨西荣 教授   

 刘晓燕 副教授     

 蔡军 副教授     

 刘莹莹 副教授     

 王耀勉 副教授     

 高原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罗雷 高级工程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009冶金工程学院       

0805Z2 金属材料冶金制备科学

与工程 

    7(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30 材料科学基

础 

01（全日制）金属材料的化学

成分、组织与性能控制 

王快社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张朝晖 教授    

 邹德宁 教授    

 张聪惠 教授    

 崔春娟 教授    

 张兵 教授    

 刘世锋 教授     

 胡平 教授     

 王敬忠 副教授     

 刘晓燕 副教授     

 刘莹莹 副教授     

 王强 副教授     

 王耀勉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罗雷 高级工程师     

       

02（全日制）高品质金属材料

制备工艺及技术 

王快社 教授     

张朝晖 教授     

庞玉华 教授     

张聪惠 教授     

崔春娟 教授     

张兵 教授     

 刘世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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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胡平 教授     

 王敬忠 副教授     

 高原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王岩 副教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03（全日制）金属材料制备过

程控制及模拟 

张朝晖 教授     

庞玉华 教授     

王文礼 教授     

张兵 教授     

 胡平 教授     

 杨程 副教授     

       

009冶金工程学院       

0805J1 钢结构材料与工程     3(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30 材料科学基

础 

01（全日制）钢结构材料的疲

劳与断裂 

张聪惠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杨西荣 教授    

刘晓燕 副教授    

 王强 副教授     

 罗雷 高级工程师     

       

       

02（全日制）型材轧制过程模

拟仿真 

杨西荣 教授     

杨程 副教授     

       

03（全日制）先进钢结构工程

材料制备工艺与高性能化 

邹德宁 教授     

庞玉华 教授     

王快社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杨西荣 教授     

 杜忠泽 教授     

 王敬忠 副教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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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9冶金工程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24(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2 冶金原理 

01（全日制）钢铁冶金新工艺

新技术 

李小明 教授    

杨双平 教授    

张朝晖 教授    

 赵俊学 教授    

 巨建涛 教授级高工    

 施瑞盟 副教授    

 邢相栋 副教授    

 邹冲 副教授    

 刘诗薇 讲师     

 吕明 讲师     

       

02（全日制）有色金属冶金新

工艺新技术 

李林波 教授     

崔雅茹 教授     

 宋永辉 教授     

 朱军 教授     

 刘世锋 教授     

 王碧侠 教授     

 方钊 教授     

 马红周 副教授     

 洪涛 副教授     

 俞娟 副教授     

 袁艳 副教授     

 王斌 副教授     

 梁李斯 副教授     

 杜金晶 副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何喜红 副教授     

       

03（全日制）冶金热力学、动  

力学和电化学 

李林波 教授     

李小明 教授     

 崔雅茹 教授     

 杨双平 教授     

 巨建涛 教授级高工     

 宋永辉 教授     

 王碧侠 教授     

 方钊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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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洪涛 副教授     

 施瑞盟 副教授     

 王斌 副教授     

 邢相栋 副教授     

 俞娟 副教授     

 袁艳 副教授     

 杜金晶 副教授     

 刘起航 副教授     

 何喜红 副教授     

 刘诗薇 讲师     

       

04（全日制）冶金环保与资源 李林波 教授     

综合利用   李小明 教授     

 张朝晖 教授     

 巨建涛 教授级高工     

 崔雅茹 教授     

 赵俊学 教授     

 朱军 教授     

 杨双平 教授     

 宋永辉 教授     

 王碧侠 教授     

 方钊 教授     

 马红周 副教授     

 施瑞盟 副教授     

 洪涛 副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王斌 副教授     

 邢相栋 副教授     

 俞娟 副教授     

 袁艳 副教授     

杜金晶 副教授     

梁李斯 副教授     

刘起航 副教授     

 何喜红 副教授     

 刘诗薇 讲师     

 吕明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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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5（全日制）冶金过程系统节

能与优化  

李小明 教授     

杨双平 教授     

朱军 教授     

 施瑞盟 副教授     

 邢相栋 副教授     

 邹冲 副教授     

 刘起航 副教授     

 刘诗薇 讲师     

 吕明 讲师     

       

06（全日制）冶金过程数学物 

理模拟及控制  

张朝晖 教授     

洪涛 副教授     

 刘诗薇 讲师     

 吕明 讲师     

       

07（全日制）材料组织及性能 

控制  

巨建涛 教授级高工     

张朝晖 教授     

 梁李斯 副教授     

 何喜红 副教授     

 肖桂枝 讲师     

       

08（全日制）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 

李林波 教授     

崔雅茹 教授     

 王碧侠 教授     

 方钊 教授     

 马红周 副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王斌 副教授     

 俞娟 副教授     

 袁艳 副教授     

 杜金晶 副教授     

 梁李斯 副教授     

 肖桂枝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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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09冶金工程学院       

085600（专业学位）材料与化工     32(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30 材料科学基

础或 832 冶金原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快社 教授    

 李林波 教授    

 李小明 教授    

 邹德宁 教授    

 张朝晖 教授    

 杨双平 教授    

 张聪惠 教授     

 崔雅茹 教授     

 王庆娟 教授     

 巨建涛 教授级高工     

 崔春娟 教授     

 王文礼 教授     

 庞玉华 教授     

 宋永辉 教授     

 杨西荣 教授     

 赵俊学 教授     

 朱军 教授     

 张兵 教授     

 王碧侠 教授     

 刘世锋 教授     

 胡平 教授     

 方钊 教授     

 杨程 副教授     

 马红周 副教授     

 刘晓燕 副教授     

 刘莹莹 副教授     

 洪涛 副教授     

 蔡军 副教授     

 邢相栋 副教授     

 施瑞盟 副教授     

 王耀勉 副教授     

 王斌 副教授     

 王强 副教授     

 袁艳 副教授     

 杜金晶 副教授     

 高原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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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刘起航 副教授     

 王伟 副教授     

 王岩 副教授     

 罗雷 高级工程师     

 王文 高级工程师     

       

010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6(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4 信号与系统 

01（全日制）数字图像处理与

多媒体通信 

王慧琴 教授    

王燕妮 副教授    

 吴萌 副教授    

 樊庆扬 副教授    

       

02（全日制）智能信息处理  王慧琴 教授     

 张文柱 教授     

 马宗方 副教授     

 王燕妮 副教授     

 吴萌 副教授     

 樊庆扬 副教授     

 江莉 副教授     

 刘润滋      

       

03（全日制）检测技术与通信

系统  

王燕妮 副教授     

吴萌 副教授     

 江莉 副教授     

 刘润滋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7(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6 自动控制原
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01（全日制）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 

段中兴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02（全日制）过程自动化与智 

能系统 

赵亮 副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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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3（全日制）能耗控制与优化 段中兴 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李红莲 高级工程师     

 白燕 副教授     

       

04（全日制）人工智能与自动 

化 
段中兴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宋丽君 副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2(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6 自动控制原

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01（全日制）机器人工程 段中兴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02（全日制）嵌入式系统与自 

动化装置  
段中兴 教授    

赵亮 副教授    

      

03（全日制）测试系统与智能

信息处理  

孔月萍 教授    

赵亮 副教授    

      

04（全日制）传感网络与测控

系统 

宋丽君 副教授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2(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6 自动控制原

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01（全日制）系统优化与系统

集成 

冯增喜 副教授    

      

02（全日制）建筑智能化系统 于军琪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李红莲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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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孟月波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白燕 副教授     

       

03（全日制）大数据系统技术

及应用 

王慧琴 教授     

郭师虹 副教授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3(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6 自动控制原

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01（全日制）智能信息处理 孔月萍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宋丽君 副教授    

      

02（全日制）数字图像处理与

应用 

孔月萍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马宗方 副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王燕妮 副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23(2)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36 自动控制原

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01（全日制）建筑能耗监测与

节能控制 
段中兴 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李红莲 高级工程师    

 白燕 副教授    

       

02（全日制）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及应用 

李昌华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03（全日制）建筑智能化技术 段中兴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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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王慧琴 教授     

 张文柱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李红莲 高级工程师     

 白燕 副教授     

       

04（全日制）绿色建筑信息系

统 

段中兴 教授     

赵亮 副教授     

 白燕 副教授     

       

05（全日制）智慧城市 孔月萍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张文柱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马宗方 副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李红莲 高级工程师     

 宋丽君 副教授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83 C语言程序

设计 

01（全日制）图形图像技术及

应用 

孔月萍 教授    

李昌华 教授    

张翔 副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02（全日制）大数据与智能信

息处理 

孔月萍 教授    

邵必林 教授     

 王超学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边根庆 副教授     

 张翔 副教授     

       

03（全日制）软件服务与云计

算技术 

孔月萍 教授     

王超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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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4（全日制）网络与信息安全 邵必林 教授     

 边根庆 副教授     

 常金勇 副教授     

 段东立 副教授     

       

05（全日制）建筑信息化技术

及应用 

李昌华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张新生 教授     

 边根庆 副教授     

 张翔 副教授     

       

010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5400（专业学位）电子信息     39(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83 C语言程序

设计 

01（全日制）计算机技术 李昌华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段中兴 教授    

 邵必林 教授    

 王超学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边根庆 副教授     

 张翔 副教授     

 马宗方 副教授     

 吴萌 副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段东立 副教授     

 樊庆扬 副教授     

 白燕 副教授     

       

02（全日制）控制工程 段中兴 教授     

 于军琪 教授     

 李昌华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王慧琴 教授     

 徐胜军 副教授     

 孟月波 副教授     

 马宗方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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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李红莲 高级工程师     

 冯增喜 副教授     

 宋丽君 副教授     

 吴萌 副教授     

 白燕 副教授     

 刘润滋      

       

03（全日制）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慧琴 教授     

 孔月萍 教授     

 张文柱 教授     

 马宗方 副教授     

 王燕妮 副教授     

 吴萌 副教授     

 赵亮 副教授     

 樊庆扬 副教授     

 江莉 副教授     

 刘润滋      

       

011 机电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31(4)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70 机械设计或

871 机械工程控制

基础 

01（全日制）数字化与智能化

设计制造技术 

蔡安江 教授    

吴晓君 教授    

 王娟 教授    

 成彬 教授    

 李玲 副教授    

 翟颖妮 副教授    

      

02（全日制）微纳米加工与微

纳米器件 

蔡安江 教授    

王发展 教授    

 王娟 教授     

 胡平 教授     

 叶向东 副教授     

       

03（全日制）先进材料制备工

艺及其设备研发 

王发展 教授     

王娟 教授     

 胡平 教授     

 叶向东 副教授     

 *许云华 教授 王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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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付永红 高级工程师     

       

04（全日制）机电系统测试、 

诊断与控制  

史丽晨 教授     

何育民 副教授     

 贺宁 副教授     

 翟颖妮 副教授     

       

05（全日制）机电液一体化技 

术 

张平 副教授     

      

06（全日制）机器人智能化技 

术及应用  

贺利乐 教授     

吴晓君 教授     

 王娟 教授     

 何育民 副教授     

 贺宁 副教授     

 翟颖妮 副教授     

       

07（全日制）数控加工技术及 

装备  

蔡安江 教授     

吴晓君 教授     

 李玲 副教授     

       

08（全日制）现代机械设计理 

论、方法与技术  

贺利乐 教授     

蔡安江 教授     

 王发展 教授     

 成彬 教授     

 李丽霞 副教授     

       

09（全日制）振动理论及机械 

动力学分析与控制  

史丽晨 教授     

何育民 副教授     

 李玲 副教授     

 李丽霞 副教授     

       

10（全日制）工程机械监测、 

诊断及智能化技术  

张平 副教授     

翟颖妮 副教授     

       

11（全日制）摩擦、润滑与耐 

磨复合材料 

王发展 教授     

王娟 教授     

 胡平 教授     

 李玲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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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许云华 教授 王娟 教授   

       

12（全日制）车辆新型动力传 

动技术及节能控制 

贺利乐 教授     

王娟 教授     

 付永红 高级工程师     

 *许云华 教授 王娟 教授   

       

13（全日制）工程车辆现代设 

计方法及应用  

王发展 教授     

王娟 教授     

       

       

011机电工程学院       

085500（专业学位）机械     32(2)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70 机械设计或

871 机械工程控制

基础 

01（全日制）机械工程 贺利乐 教授    

蔡安江 教授    

 王发展 教授    

 史丽晨 教授    

 王娟 教授    

 成彬 教授    

 何育民 副教授    

 叶向东 副教授     

 李玲 副教授     

 李丽霞 副教授     

 翟颖妮 副教授     

 付永红 高级工程师     

 *许云华 教授 王娟 教授  

 *王东红 教授级高工 蔡安江 教授  

 *罗文龙 教授级高工 蔡安江 教授  

 *程东波 教授级高工 蔡安江 教授  

 *郭岗 高级工程师 贺利乐 教授  

 *王卫军 高级工程师 贺利乐 教授  

 *李祥阳 副教授 贺利乐 教授   

 *王海文 高级工程师 贺利乐 教授   

 *高党国 高级工程师 贺利乐 教授   

 *林育阳 高级工程师 贺利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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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11机电工程学院       

085800（专业学位）能源动力     21(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74 自动控制原

理 

01（全日制）电气工程 吴晓君 教授    

 赵南南 副教授    

 于瑛 副教授    

贺宁 副教授    

 *苏子舟 研究员 赵南南 副教授  

 *王家栋 高级工程师 贺宁 副教授  

 *褚丹雷 教授级高工 贺宁 副教授  

       

0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0 哲学     10(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马克思主义

哲学 

④857 西方哲学史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仙娥 教授    

 周太山 教授    

 程秋君 副教授    

      

02（全日制）科技哲学 邓波 教授    

       

03（全日制）外国哲学 程秋君 副教授     

       

012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35(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马克思主义

哲学 

④842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研究 

李仙娥 教授    

周太山 教授    

 张志昌 副教授    

 段莉群 副教授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中国 李仙娥 教授    

化研究 周恩毅 教授     

 李娟娟 副教授     

 张宏程 副教授     

 段莉群 副教授     

       

03（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与实践研究 

杨航征 教授     

李志红 教授     

*李寿国 教授 李志红 教授   

李焱 副教授     

赵立莹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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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13 文学院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8(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法学理论（含

法理学、宪法学） 

④841法学综合（含

民法学、行政法学） 

01（全日制）绿色建筑法 刘莉 教授    

 徐雷 副教授    

      

02（全日制）资源利用与保护 刘颖 副教授    

法      

      

03（全日制）中国环境法 张伟涛 副教授    

 *丁卫 副教授 刘莉 教授  

      

013文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4(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18 文学艺术基

础 

④860 戏剧影视基

础 

01（全日制）戏剧影视史论 储兆文 教授    

      

02（全日制）戏剧影视文化 储兆文 教授    

 冯阳 副教授    

韩聃 讲师    

      

03（全日制）戏剧影视创作与 储兆文 教授    

批评 张燕菊 教授    

 肖飚 副教授    

 原文泰 副教授    

 韩聃 讲师     

       

04（全日制）影视文化与传播 韩聃 讲师     

       

013文学院       

010106 美学     5(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5 美学原理 

④867 中西美学史 

01（全日制）美学理论与文艺 樊娟 副教授    

批评 孙武军 副教授    

 韦拴喜 副教授    

       

02（全日制）小说美学 韩蕊 教授     

 樊娟 副教授     

       

03（全日制）诗歌美学 樊娟 副教授     

 张倩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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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全日制）戏剧影视美学 韩蕊 教授     

 樊娟 副教授     

       

013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13(1)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 627 文学综合 

④ 882语言学综合 

01（全日制）文艺学 韩蕊 教授    

 孙武军 副教授    

 韦拴喜 副教授    

 韩聃 讲师    

 *常新 教授 冯阳 副教授  

      

02（全日制）语言学及应用语 曹勇 教授     

言学  杨延龙 教授     

 师琳 教授     

 李建波 副教授     

       

03（全日制）中国古典文献学  储兆文 教授     

 冯阳 副教授     

 孙武军 副教授     

 张倩 副教授     

       

04（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 储兆文 教授     

 冯阳 副教授     

 韦拴喜 副教授     

 张倩 副教授     

       

05（全日制）中国现当代文学  韩蕊 教授     

 张燕菊 教授     

 樊娟 副教授     

 原文泰 副教授     

       

06（全日制）比较文学与世界 杨延龙 教授     

文学  曹勇 教授     

 师琳 教授     

 肖飚 教授     

 樊娟 副教授     

 李建波 副教授     

 韩聃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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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文学院       

045300（专业学位）汉语国际教

育 

    全:11(1) 

 

非全:10 

①101 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 

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

育基础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曹勇 教授   

 秦艳萍 教授   

 杨延龙 教授   

 师琳 教授    

 李建波 副教授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14 体育学院       

045200（专业学位）体育     8(2)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01（全日制）社会体育指导 由文华 教授    

 *黄谦 教授 由文华 教授  

 郭海霞 副教授    

 李峰 副教授    

       

02（全日制）竞赛组织与管理 由文华 教授     

 *黄谦 教授 由文华 教授   

 张洁 副教授     

       

015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

空调工程  

    52(1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12传热学 

01（全日制）暖通空调系统与 

空气品质保障  

李安桂 教授    

王怡 教授    

 赵蕾 教授    

 樊越胜 教授     

 刘雄 教授     

 杨斌 教授     

 高然 教授     

 郑庆红 副教授     

 尹海国 副教授     

 黄艳秋 副教授     

 赵创要 讲师     

 齐迪 讲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年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邮政编码：710055                   地    址：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                 单位代码：10703 

联系电话：029-82202244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杜绍帅 

85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刘荔 教授 王怡 教授   

 *王丽萍 无 李安桂 教授   

       

02（全日制）建筑设备理论及 

环境调控  

李安桂 教授     

王怡 教授     

 刘艳峰 教授     

 王智伟 教授     

 赵蕾 教授     

 樊越胜 教授     

 南晓红 教授     

 闫秋会 教授     

 杨斌 教授     

 王登甲 教授     

 高然 教授     

 陈力 讲师     

 郑庆红 副教授     

 崔海航 副教授     

 尹海国 副教授     

 王莹莹 副教授     

 黄艳秋 副教授     

 *王丽萍 无 李安桂 教授   

       

03（全日制）工业建筑环境控 

制  

王怡 教授     

樊越胜 教授     

 党小庆 教授     

 郑庆红 副教授     

 黄艳秋 副教授     

 周宇 副教授     

 *刘荔 教授 王怡 教授   

       

04（全日制）可再生能源利用 

与建筑节能  

刘艳峰 教授     

王智伟 教授     

 赵蕾 教授     

 南晓红 教授     

 闫秋会 教授     

 刘雄 教授     

 王登甲 教授     

 郑庆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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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莹莹 副教授     

 赵创要 讲师     

 齐迪 讲师     

       

05（全日制）建筑冷热源及设 

备  

王智伟 教授     

赵蕾 教授     

 南晓红 教授     

 闫秋会 教授     

 刘雄 教授     

 赵创要 讲师     

 齐迪 讲师     

       

015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12(2)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6自动控制原

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01（全日制）建筑能耗监测与 

节能控制  

于军琪 教授    

赵蕾 教授    

 赵安军 副教授    

 闫秀英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02（全日制）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及应用  

闫秀英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03（全日制）建筑智能化技术  于军琪 教授    

 赵蕾 教授     

 赵安军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05（全日制）智慧城市 于军琪 教授     

 赵安军 副教授     

 闫秀英 副教授     

 冯增喜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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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900（专业学位）土木水利     全:42(2) 

  

非全:2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12传热学 

01（全日制）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安桂 教授   

 王怡 教授   

 刘艳峰 教授   

 王智伟 教授   

 赵蕾 教授    

 樊越胜 教授    

 南晓红 教授    

 闫秋会 教授    

 刘雄 教授    

 杨斌 教授    

 王登甲 教授    

 高然 教授     

 郑庆红 副教授     

 崔海航 副教授     

 尹海国 副教授     

 王莹莹 副教授     

 黄艳秋 副教授     

 周宇 副教授     

 陈力 讲师     

 赵创要 讲师     

 齐迪 讲师     

 *赵民 教授级高工 李安桂 教授   

       

02（非全日制）建筑与土木工

程 

      

       

016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42(8)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5公共管理学 

④877公共经济学 

01（全日制）行政管理 詹绍文 教授    

 方永恒 教授    

 李从容 教授    

 程哲 教授    

 杨朔 副教授     

 李治 副教授     

 赵立莹 副教授     

 刘伟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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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毅 教授     

 高瑞龙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02（全日制）区域文化发展管 詹绍文 教授     

理  方永恒 教授     

 宋琪 副教授     

 赵尔奎 副教授     

 李治 副教授     

 赵立莹 副教授     

 王益君 副教授     

       

03（全日制）土地资源管理  郭斌 教授     

 杨朔 副教授     

       

04（全日制）社会保障  李从容 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05（全日制）公共政策  方永恒 教授     

 李从容 教授     

 胡振 教授     

 程哲 教授     

 成喜玲 副教授     

 赵尔奎 副教授     

 杨朔 副教授     

 李治 副教授     

 赵立莹 副教授     

 王益君 副教授     

 刘伟 讲师     

       

06（全日制）社会管理 郭斌 教授     

 周恩毅 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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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21（2）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20物理化学或

833化工原理 

01（全日制）功能材料化学  董社英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谢会东 教授    

 张良 教授    

 杨琴 副教授    

 赵亚娟 副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马晶 副教授     

 李迪 副教授     

 毕强 高级工程师     

 李国平 高级工程师     

 王耀 高级工程师     

 关丽 讲师     

 孙小琴      

 冷稚华      

       

02（全日制）环境友好过程控 

制与资源综合利用  

董社英 教授     

薛娟琴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谢会东 教授     

 张良 教授     

 宋永辉 教授     

 张秋利 教授     

 周军 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唐长斌 副教授     

 李迪 副教授     

 赵亚娟 副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毕强 高级工程师     

 李国平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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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全日制）催化剂和催化反  

应过程理论及设计、开发应用 

薛娟琴 教授     

董社英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谢会东 教授     

 张良 教授     

 周军 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马晶 副教授     

 李迪 副教授     

 孙小琴      

       

04（全日制）现代能源工程技 

术及过程优化 

薛娟琴 教授     

周军 教授     

 张秋利 教授     

 宋永辉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唐长斌 副教授     

 赵亚娟 副教授     

 毕强 高级工程师     

 李国平 高级工程师     

 孙小琴      

       

05（全日制）纳米材料化学制 

备理论与技术 

孟晓荣 教授     

马晶 副教授     

 李迪 副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赵亚娟 副教授     

 冷稚华      

       

06（全日制）电化学能源器件  薛娟琴 教授     

 谢会东 教授     

 张秋利 教授     

 唐长斌 副教授     

       

07（全日制）生物活性物质研 

究与应用  

董社英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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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良 教授     

       

08（全日制）化工冶金新技术 

与应用  

薛娟琴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宋永辉 教授     

 张秋利 教授     

 张良 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09（全日制）膜分离科学与技 

术  

孟晓荣 教授     

      

       

017化学与化工学院       

085600（专业学位）材料与化工       
11（1）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33化工原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董社英 教授    

 薛娟琴 教授    

 周元臻 教授    

 孟晓荣 教授    

 周军 教授    

 谢会东 教授    

 张良 教授    

 张秋利 教授    

 杨琴 副教授    

 田宇红 副教授     

 马晶 副教授     

 李迪 副教授     

 唐长斌 副教授     

 何盈盈 副教授     

 毕强 高级工程师     

 王耀 高级工程师     

 *刘骞峰 高级工程师 董社英 教授   

 冷稚华      

 孙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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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资源工程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21(5)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 829 采矿学或

881 资源加工学 

01（全日制）矿山智能科学与 卢才武 教授    

工程  顾清华 教授    

 *连民杰 教授 卢才武 教授  

 聂兴信 副教授    

 阮顺领 副教授    

      

02（全日制）金属矿床开采科 郭进平 副教授    

学与技术  聂兴信 副教授    

 吴赛赛 副教授    

      

03（全日制）岩石力学与工程  李俊平 教授     

 刘清 副教授     

 吴赛赛 副教授     

       

04（全日制）矿物分离科学与 何廷树 教授     

工程  卜显忠 教授     

 杨玮 教授     

 肖巍 副教授     

 宛鹤 副教授     

 王宇斌 副教授     

 张晓民 副教授     

 陈伟 讲师     

 *传秀云 教授 张晓民 副教授   

 *罗仙平 教授 卜显忠 教授   

       

05（全日制）矿物材料与资源 何廷树 教授     

综合利用  杨玮 教授     

 王宇斌 副教授     

 张晓民 副教授     

 肖巍 副教授     

 *传秀云 教授 张晓民 副教授   

 *罗仙平 教授 卜显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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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018资源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7(3)  

01（全日制）建筑安全与防火  
李明海 

正高级工程

师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7 安全系统工

程 

 胡长明 教授    

 文波 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程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张俊 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

程师 

 

 *张浩 副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02（全日制）安全与应急管理  胡长明 教授     

 郭进平 副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张俊 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

程师 

  

       

03（全日制）安全监测与监控  
李明海 

正高级工程

师 

    

 胡长明 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张俊 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

程师 

  

 *张浩 副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04（全日制）职业安全与健康  胡长明 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程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张俊 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
程师 

  

 *张浩 副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05（全日制）矿山安全系统工  

程 

郭进平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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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资源工程学院       

085700（专业学位）资源与环境       全:27（1） 

 

非全:10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 829 采矿学或

881 资源加工学或

827 安全系统工程 

01（全日制）矿山智能科学与 卢才武 教授   

工程  顾清华 教授   

 聂兴信 副教授   

 阮顺领 副教授   

 *井石滚 教授级高工 顾清华 教授 

 *李发本 教授级高工 阮顺领 副教授  

 *刘非 教授级高工 李俊平 教授  

 *王春毅 教授级高工 顾清华 教授  

 *李世明 副教授 阮顺领 副教授  

      

02（全日制）金属矿床开采科 郭进平 副教授     

学与技术 聂兴信 副教授     

 吴赛赛 副教授     

 *井石滚 教授级高工 顾清华 教授   

 *王春毅 教授级高工 顾清华 教授   

 *李世明 副教授 阮顺领 副教授   

       

03（全日制）岩石力学与工程  李俊平 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刘清 副教授     

 吴赛赛 副教授     

 *刘非 教授级高工 李俊平 教授   

       

04（全日制）矿物分离科学与 

工程  

卜显忠 教授     

杨玮 教授     

 宛鹤 副教授     

 王宇斌 副教授     

 张晓民 副教授     

 肖巍 副教授     

 陈伟 讲师     

 *罗仙平 教授 卜显忠 教授   

       

05（全日制）矿物材料与资源 

综合利用 

杨玮 教授     

刘清 副教授     

 王宇斌 副教授     

 张晓民 副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年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邮政编码：710055                   地    址：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                 单位代码：10703 

联系电话：029-82202244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杜绍帅 

95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及职称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陈伟 副教授     

 肖巍 副教授     

 *罗仙平 教授 卜显忠 教授   

       

06（全日制）建筑安全与防火  赵江平 副教授     

 孟晓静 高级工程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黄莺 副教授     

 李华 副教授     

 *史红星 研究员 赵江平 教授   

       

07（全日制）安全与应急管理  郭进平 副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黄莺 副教授     

 李华 副教授     

 *史红星 研究员 赵江平 副教授   

       

08（全日制）安全监测与监控  顾清华 教授     

 赵江平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黄莺 副教授     

 李华 副教授     

 *史红星 研究员 赵江平 副教授   

 *李发本 教授级高工 阮顺领 副教授   

       

09（全日制）职业安全与健康 孟晓静 高级工程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黄莺 副教授     

       

10（全日制）矿山安全系统工 顾清华 教授     

程  郭进平 副教授     

 谢尊贤 副研究员     

 聂兴信 副教授     

 *李发本 教授级高工 阮顺领 副教授   

       

11（非全日制）矿山智能科学

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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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非全日制）金属矿床开采

科学与技术 

      

       

13（非全日制）岩石力学与工

程 

      

       

14（非全日制）矿物分离科学

与工程 

      

       

15（非全日制）矿物材料与资

源综合利用 

      

       

16（非全日制）建筑安全与防

火 

      

       

17（非全日制）安全与应急管

理 

      

       

18（非全日制）安全监测与监

控 

      

       

19（非全日制）职业安全与健

康 

      

       

20（非全日制）矿山安全系统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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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考 试 科 目 参 考 书 目 

337 工业设计工程 
《工业设计概论》（第2版），程能林 
《工业设计方法学》简召全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344 

风景园林基础(建筑学院) 

（考题分为 3组，A组 中外

园林史，B 组景观规划设计

原理，C 组城市规划设计原

理。其中，A 为必考，B、C

任选一组） 

A组：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周维权，清华大学出版社 
《外国造园艺术》陈志华，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B组： 
《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王向荣、林箐著，中国建工出版社，
2002年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第二版）刘滨谊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C组： 
《城市规划原理》（第三版）李德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董鉴泓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年 
《外国城市建设史》沈玉麟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风景园林基础(艺术学院) 

《现代景观--一次批判性的回顾》（第一版）马克•特雷布编，丁力扬译，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王向荣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周维权，清华大学出版社 

346 体育综合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 

《体育社会学》（第四版），卢元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354 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语言学纲要》（第三版）叶蜚声、徐通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古代汉语》胡安顺、郭芹纳主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5 建筑学基础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天津大学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四院校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建筑史》陈志华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56 城市规划基础 

《城市规划原理》(第三版)李德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董鉴泓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外国城市建设史》沈玉麟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城市工程系统规划》(第二版)戴慎志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城市道路与交通》同济大学等校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资产评估学教程》（第三版）朱萍，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导论》周小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西方文化概论》（第三章）赵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501 建筑设计（6小时快题） 无 

502 规划设计（6小时快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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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6小时快题） 无 

614 专业理论 《艺术概论》王宏建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615 公共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陈传明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王乐夫、蔡立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616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四版）陈先达、杨耕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617 
法学理论（含法理学、宪法

学） 

《法理学》（第五版）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中国宪法》（第四版）胡锦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8年 

618 文学艺术基础 

《中国古典文学》储兆文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0》（精编版）朱东霖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年 

《艺术概论》王宏建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619 政治学 《政治学》（第二版)孙关宏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620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华东师大数学系，庞学诚（主编）、柴俊等，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621 高等数学与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第七版）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工科线性代数》（第一版），崔荣泉、杨泮池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624 英语水平测试 
《高级英语》（1,2册）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词汇、阅读部分不提供参考书。 

625 美学原理 《美学原理》叶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626 体育建筑与规划 《体育建筑概论》刘加平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年 

627 文学综合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上、下）郑克鲁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801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第五版）（Ⅰ，Ⅱ）孙训方，高等教育出版社 

802 结构力学 
《结构矩阵分析与程序设计》温瑞监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  

《结构力学》王荫长等编，冶金工业出版社  

803 道路工程 《道路工程》凌天清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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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蒋红妍、李慧民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年 

805 交通工程学 
《交通规划原理》邵春福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年  

《交通工程总论》（第三版）徐吉谦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年 

808 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庄林德、张京祥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董鉴泓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809 建筑物理 《建筑物理》(第三版) 刘加平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810 专业基础（素描与色彩） 无 

811 水力学 
《流体力学》（第二版 11、12、13 章内容除外）张鸿雁、张志政、

王元编，科学出版社 

812 传热学 
《传热学》（第六版）章熙民等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最后一章

不考） 

813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袁林江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814 计算机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815 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第三版）刘晓君、李玲燕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 

816 运筹学 《运筹学》（第三版）杨茂盛主编，陕西科技出版社，2005年 

817 管理学 
《管理学》（第四版）焦叔斌、杨文士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818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四版），北大数学系 前代数小组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3年 

819 
普通物理(电磁学和光学部

分) 
《大学物理》吴百诗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 

820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天津大学物化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821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22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四版）高鸿宾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25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材料》（第二版）何廷树、王福川主编，中国建材工业出

版社，2012年 

827 安全系统工程 《安全系统工程》徐志胜编，机械工程出版社，2011年 

828 安全原理 《安全学原理》金龙哲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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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采矿学 
《金属矿床露天开采》陈晓青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 

《金属矿床地下开采》解世俊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 

830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不含热处理及材料概论）石德珂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  

《金属学》宋维锡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 

831 塑性加工学 《金属塑性加工学》王廷溥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 

832 冶金原理 《冶金原理》赵俊学等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12年 

833 化工原理 《化工原理》陈敏恒等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834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陈后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备注：Matlab内容不作要求。 

835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836 
自动控制原理(含现代控制理

论） 
《自动控制原理》（第五版），胡寿松主编，科学出版社 

841 
法学综合（含民法学、行政

法学） 

《民法学》（第七版）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七版）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84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45 3小时专业设计Ⅰ 无 

846 3小时专业设计Ⅱ 无 

848 3小时专业设计Ⅲ 无 

849 中外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四院校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建筑史》陈志华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851 中外园林史 

1.《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周维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西方园林史：19世纪之前》朱建宁，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3.《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王向荣、林菁，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2 

852 城市环境物理 《城市环境物理》刘加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 

853 影视概论 

《电影概论》（第二版），杨远婴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电影史》，李少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美】道格拉斯•戈梅利，【荷】克拉

拉·帕福-奥维尔顿 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854 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第四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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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代码 
考 试 科 目 参 考 书 目 

856 冶金传输原理 《冶金传输原理》华建社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 

857 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858 城市交通与市政工程 
《城市道路与交通规划》（上下册）徐循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年 

859 矿山岩石力学 《金属矿床地下开采》解世俊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00年 

860 戏剧影视基础 

《中外戏剧史》刘彦君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戏曲》郑传寅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 

《电影理论基础》（第 2版）陈晓云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年 

861 管理学Ⅰ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主编(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862 体育场馆运行管理 《体育场馆运行管理》王德炜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年 

863 塑性力学 《塑性力学》，赵志业编，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 

864 材料物理化学 《材料物理化学》，吴锵、王雄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 

865 建筑设备自动化 《建筑设备自动化》李玉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867 中西美学史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868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马爱琼，冶金工业出版社，2010 

869 C/C++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第四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C++程序设计 》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870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第九版），濮良贵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871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第七版），杨叔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72 电子技术基础 
《电工学》（上、下）（第七版），秦曾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73 电路 《电路》（第五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874 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原理》（第二版），王划一，国防出版社，2011年 

875 固体物料分选学 《固体物料分选学》，魏德洲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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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代码 
考 试 科 目 参 考 书 目 

876 专业基础Ⅰ（素描与色彩） 无 

877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第二版)高鸿业，(宏观经济学分册+微观经济学分册)

全 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财政学》（第九版）陈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878 工程经济学 《工程经济学》（第三版）刘晓君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879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第七版）荆新、王化成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880 区域规划理论 
《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杨培峰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 

《区域规划概论》，张沛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 

881 资源加工学 《资源加工学》王淀佐、邱冠周、胡岳华主编，科学出版社 

882 语言学综合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鏘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郭锡良著，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黄伯荣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883 C语言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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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报 考 专 业 
研究     
方向 

考 试 科 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出 版 社 

安德 土木工程 全部 结构设计综合 

《钢结构基础》（第三版）

陈绍蕃、顾强主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年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第三版）梁兴文等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年 

《抗震结构设计》（第四

版）王社良主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1年 

安德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部 环境工程综合 
《水污染控制工程》（第

三版） 彭党聪主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土木 岩土工程 全部 
土力学（含基础工

程） 

《地基及基础》华南工学

院等校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土力学》陈仲颐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土木 

结构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

护工程 

 

现代结构理论 

全部 结构设计综合 

《钢结构基础》（第三版）

陈绍蕃、顾强主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年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第三版）梁兴文等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年 

《抗震结构设计》（第四

版）王社良主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1年 

土木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部 

（2选 1） 

1.桥梁工程 《桥梁工程》邵旭东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路基路面工程 
《路基路面工程》（第二

版）邓学鈞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6年 

土木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全部 
建筑施工（含施工技

术、施工组织） 

《土木工程施工》刘宗仁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土木 

（学术学位）交通运
输工程 
 

（专业学位）交通运
输 

全部 道路勘测设计 

《道路勘测设计》（第三

版）杨少伟等编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年 

《道路勘测设计》（第三

版）孙家驷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2年 

土木 
（专业学位）土木水

利  

01-10 

17-23 
结构设计综合 

《钢结构基础》（第三版）

陈绍蕃、顾强主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年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第三版）梁兴文等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年 

《抗震结构设计》（第四

版）王社良主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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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报 考 专 业 
研究     
方向 

考 试 科 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出 版 社 

11-12,2

4 

土力学（含基础工

程） 

《地基及基础》华南工学

院等校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土力学》陈仲颐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3,25 桥梁工程 《桥梁工程》邵旭东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14,26 路基路面工程 
《路基路面工程》（第二

版）邓学鈞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6年 

15-16 

27-28 

建筑施工（含施工

技术、施工组织） 

《土木工程施工》刘宗仁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建筑 
（学术学位）建筑

学 

01-05 建筑设计Ⅱ（6小时） 无 无 

06 
建筑光学与建筑声

学 

《建筑物理》（第三版）

刘加平主编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04年 

建筑 （专业学位）建筑学 全部 建筑设计Ⅱ（6小时） 无 无 

建筑 

（学术学位）城乡

规划学 

 

（专业学位）城市规

划 

全部 规划设计Ⅱ（6小时） 无 无 

建筑 

（学术学位）风景

园林学 

 

（专业学位）风景

园林 

全部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Ⅱ（6小时） 
无 无 

艺术 设计学 

01-07 专业创作（6小时） 无  

08 专业考试（3小时） 无  

艺术 美术学 

01-02 专业创作（6小时） 无  

03 专业考试（3小时） 无  

艺术 戏剧与影视学 全部 影片分析（4小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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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科 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出 版 社 

艺术 

（专业学位）风景

园林 

（专业学位）艺术

设计 

（专业学位）机械 

全部 专业创作（6小时） 无  

环境 

市政工程 

 

（专业学位）土木水

利 

全部 水质工程学 
《水质工程学》李圭白、

张杰编，最新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专业学位）资源

与环境 

全部 环境工程综合 

《水污染控制工程》彭党
聪主编，第三版 

冶金工业出版社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郝
吉明、马广大编，最新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部 

（2选 1） 

管理学 
《管理学》（第四版）焦
叔斌、杨文士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4年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
法、工具与应用》慕静等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管理 

120200-工商管理 

 

125603-工业工程与

管理 

全部 管理学 
《管理学》（第四版）焦
叔斌、杨文士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4年 

管理 
（专业学位）资产评

估 
全部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第七版）

荆新、王化成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5年 

理学院 数学 全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与数理统计及应

用》，施雨、李耀武编著，

（第二版），2005年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 

理学院 物理学 全部 光学 
《光学教程》（第 5版）
姚启钧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理学院 力学 

初试材

料力学的

考生 

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第四版)（上

下册）杨茀康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初试结

构力学的

考生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第五版）（Ⅰ，

Ⅱ）孙训方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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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科 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出 版 社 

材料 
（专业学位）材料与

化工 

全部 

(3选 1) 

1.材料工程 
《材料工程基础》徐德龙、
谢峻林(第一版)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 2008年 

2.材料工艺学 
《耐火材料工艺学》王维
邦主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3年 

3.混凝土学 
《混凝土学》宋少民，王林

主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3年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部 

(6 选 1) 

1.材料工程 
《材料工程基础》徐德龙、
谢峻林(第一版)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2008年 

2.材料工艺学 
《耐火材料工艺学》王维
邦主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3年 

3.混凝土学 
《混凝土学》宋少民，王林

主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3年 

4.新能源材料 《新能源材料》雷永泉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 

5.功能材料概论 《功能材料概论》殷景华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09年 

6.胶凝材料学 
《胶凝材料学》林宗寿主

编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
社，2014年 

冶金 

材料加工工程 

 

金属材料冶金制备

科学与工程 

 

钢结构材料与工程 

全部 材料工程学 
《材料工程基础》王昆林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冶金 冶金工程 全部 冶金工程专业综合 

以下 2选 1 
1.《钢铁冶金学教程》包燕平等编，冶金工业
出版社，2008年； 

2.《轻金属冶金学》杨重愚编，冶金工业出版

社，2002年；《重金属冶金学》翟秀静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2011年。 

冶金 
（专业学位）材料

与化工 

初试考材
料科学基
础的考生 

材料工程学 
《材料工程基础》王昆林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初试考冶
金原理的
考生 

冶金工程专业综合 

以下 2选 1 
1.《钢铁冶金学教程》包燕平等编，冶金工业
出版社，2008年； 

2.《轻金属冶金学》杨重愚编，冶金工业出版

社，2002年；《重金属冶金学》翟秀静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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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报 考 专 业 
研究     
方向 

考 试 科 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出 版 社 

信控 

信号与信息处理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 

系统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智能建筑 

全部 
电子技术基础(数电
+模电)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
部分）康华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江小安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年 

信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部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简明教程》

谢希仁  
电子工业出版社 

信控 
（专业学位）电子信

息 
全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教

程》（C语言），丁有军、

段中兴等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8年 

机电 

（学术学位）机械工程 

 

（专业学位）机械 

全部 
(2 选 1) 

1. 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第四版），卢秉恒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 

2. 机械工程测试技
术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第
三版），陈花玲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 

机电 
（专业学位）能源动

力 
全部 电力电子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第五
版），王兆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全部 自然辩证法 
《自然辨证法新论》申仲
英、肖子健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修订版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全部 
文学作品评论和语
料分析 

无  

文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全部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环境法》（第五版）周

珂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6年 

文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全部 戏剧影视评论写作 无 无 

文学院 美学 全部 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教程》曾樊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全部 专业知识与技能 

《现代汉语》（第 5版），
黄伯荣、廖序东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
二版）,周小兵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53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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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报 考 专 业 
研究     
方向 

考 试 科 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出 版 社 

体育 （专业学位）体育 全部 运动竞赛学 
《运动竞赛学》李少丹、
惠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2005年 

建科 

供热、供燃气、通

风及空调工程 

 

（专业学位）土木水利 

全部 暖通空调 
《暖通空调》（第二版），

陆亚俊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建科 智能建筑 全部 建筑设备自动化 
《建筑设备自动化》李玉
云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公管 公共管理 全部 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导论》（第四
版）（21世纪公共管理
系列教材），谢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5年 

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专业学位）材料

与化工 

全部 
综合化学或化工工

艺学 

《综合化学》张祖德等编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1 

《化学工艺学》朱志庆主

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 

资源 矿业工程 全部 矿业经济与管理 
《矿业经济学》李祥仪、李

仲学主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1 

资源 安全科学与工程 全部 安全原理 
《安全学原理》金龙哲主

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0 

资源 
（专业学位）资源

与环境 
全部 

矿业经济与管理或

安全原理 

《矿业经济学》李祥仪、李

仲学主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1 

《安全学原理》金龙哲主

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