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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硕士研究生预调剂招生专业目录 
（“*”表示为专业学位，字体加粗的表示既招收全日制、也招收非全日制调剂考生，

但字体为“红色”的表示只接收非全日制调剂考生） 

学院代码及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联系方式 

00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077601 环境科学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

护工程 

081901 采矿工程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 

*085701 环境工程 

*085702 安全工程 

*085703 地质工程 

*085705 矿业工程 

*085901 土木工程 

*085902 水利工程 

QQ群：854506050 

597150645 

邮箱：2982574346@qq.com 

电话：0797-8312757 

联系人：尹老师 

002 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081402 结构工程 

081403 市政工程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

及空调工程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085704 测绘工程 

*085901 土木工程 

*085905 市政工程（含给排水

等） 

*085906 人工环境工程（含

供热、通风及空调等） 

QQ群：754441800 

邮箱：244304056@qq.com 

电话：0797-8312086 

联系人：高老师 

003 材料冶金化学学部 

077602 环境工程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6 冶金工程 

0806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

程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2 化学工程 

*085603 冶金工程 

QQ群：925387566 

邮箱；50247937@qq.com 

电话：0797-8312191 

联系人：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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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及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联系方式 

004 稀土学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6Z1 稀土工程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2 化学工程 

*085603 冶金工程 

QQ群：849438956 

邮箱：2518499980@qq.com 

电话：0797-8312101 

联系人：丁老师 

005 机电工程学院 

0802 机械工程 

*085406 控制工程 

*085407 仪器仪表工程 

*085501 机械工程 

*085509 智能制造技术 

*125603 工业工程与管理 

QQ群：633320047 

邮箱：we6636@qq.com 

电话：0797-8312152 

联系人：廖老师 

00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8 电气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5406 控制工程 

*086101 轨道交通运输 

QQ群：1060877077 

邮箱：181270263@qq.com 

电话：0797-8312059 

联系人：陆老师 

007 信息工程学院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QQ群：624061876 

邮箱：2233742754@qq.com 

电话：0797-8312249 

联系人：霍老师 

008 经济管理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 工商管理 

*125100 工商管理 

*125601 工程管理 

*125602 项目管理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QQ群：650365735 

邮箱：jxustjgzs@163.com 

电话：0797-8312895 

联系人：钟老师 

009 法学院 

0301 法学 

0301J1 法行政学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QQ群：602099861 

邮箱：626618263@qq.com 

电话：0797-8312073 

联系人：邹老师 

0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QQ群：571308674 

邮箱：1948447412@qq.com 

电话：0797-8312416 

联系人：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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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及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联系方式 

011 理学院 

0701 数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540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

术（含量子技术等） 

*085402 通信工程（含宽带

网络、移动通信等） 

*085404 计算机技术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QQ群：591280975 

邮箱：597809647@qq.com 

电话：0797-8312049 

联系人：朱老师 

012 外国语学院 *0551 翻译 

QQ群：523935436 

邮箱：

jxlgdxwgyxy@163.com 

电话：0797-8312179 

联系人：高老师 

013 建筑与设计学院 0305J1 生态设计与技术 

QQ群：797804753 

邮箱：316246043@qq.com  

电话：0797-8312535 

联系人：余老师 

014 应急管理学院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0301J1 法行政学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 

QQ群：538363671 

邮箱：78552417@qq.com 

电话：0797-8312319 

联系人：李老师 

015 商学院（南昌） 

0202 应用经济学 

*125100 工商管理 

*125300 会计 

QQ群：744586646 

邮箱：

jxlgsxyyzb@163.com 

电话：18174070603 

联系人：刘老师 

017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 

（南昌） 

0802机械工程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 

*085501 机械工程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3 冶金工程 

*085701 环境工程 

*085702 安全工程 

QQ群：594197262 

邮箱：775256326@qq.com 

电话：0791-83858330 

联系人：黄老师 

018 REEM国际创新研究院 

（南昌）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6 冶金工程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2 化学工程 

*085603 冶金工程 

QQ群：551539998 

邮箱：

REEMzhaosheng@126.com 

电话：0791-83853379 

联系人：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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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及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联系方式 

019 无序物质科学研究中心

（南昌） 

077602 环境工程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2化学工程 

QQ群：498361401 

邮箱：

15150517670@163.com 

电话：18179716540 

联系人：刘老师 

021 江西先进铜产业研究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5601 材料工程 

QQ群：776247569 

邮箱：846742571@qq.com 

电话：15179787318 

联系人：黄老师 

022 系统科学与应用研究所 0871 管理科学与工程 

QQ群：650365735 

邮箱：jxustjgzs@163.com 

电话：0797-8312895 

联系人：钟老师 

02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联合培养）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2 化学工程 

*085501 机械工程 

QQ群：761641880 

邮箱：hpzs@nimte.ac.cn 

电话：0574-87911122 

联系人：李老师 

025 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中心 

（联合培养） 

*085601 材料工程 

*085602 化学工程 

QQ群：721274560 

邮箱：cjj@fjirsm.ac.cn     

/zhengxin@fjirsm.ac.cn 

电话：

0592-3576150/3576151 

联系人：常老师、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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