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接收调剂招生专业信息汇总表
院系码

001

002

003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10102

中国哲学

010105

伦理学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20103

经济史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本科专业为哲学优先调剂

zxxy.sxu.edu.cn

王老师

13934559392

wangyi@sxu.edu.cn

本科专业为哲学优先调剂

zxxy.sxu.edu.cn

王老师

13934559392

wangyi@sxu.edu.cn

www.rcpst.sxu.edu.cn

李老师

13994294352

ldx@sxu.edu.cn

http://jgxy.sxu.edu.cn/

范老师

0351-7019878;
13994230175

fjp@sxu.edu.cn

哲学社会学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本科专业为理工科或哲学优先调剂，一志愿报考科学技术哲
学专业优先

第一志愿报考：0201理论经济学、0202应用经济学。

第一志愿报考：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第一志愿报考：120201 会计学、120200工商管理。

120202

企业管理

第一志愿报考：120202企业管理、120200工商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第一志愿报考：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120200工商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第一志愿报考：120501图书馆学、120500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

120502

情报学

第一志愿报考：120502情报学、120500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

120503

档案学

第一志愿报考：120503档案学、120500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

院系码

004

005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30101

法学理论

030103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301，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301，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0104

刑法学

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301，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0105

民商法学

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301，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0107

经济法学

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301，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5101

法律（非法学）非全日制

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参加全国法律（非法学）硕士统考的
考生，初试分数不低于334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5102

法律（法学）

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第一学历为统招全日制法学本科专
业，参加全国法律（法学）硕士统考的考生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5102

法律（法学）非全日制

按分数从高到低调剂，第一学历为统招全日制法学本科专
业，参加全国法律（法学）硕士统考的考生

http://fxy.sxu.edu.cn/

畅老师

13753482901

2660815415@qq.com

030200

政治学

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302

http://zzx.sxu.edu.cn/

吴老师

0351-7010499

zgy@sxu.edu.cn

045101

教育管理

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须有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045115

小学教育（非全日制)

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本科教育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非全日制）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本科心理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045118

学前教育（非全日制)

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本科教育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045400

应用心理

同等条件下本科心理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040103

教育史

同等条件下本科教育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专业课应为全国
统一命题科目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法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45116

007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心理健康教育（全日制） 同等条件下本科心理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

教育科学学院

院系码

008

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同等条件下本科心理学类专业的学生优先；专业课应为全国
统一命题科目

http://jky.sxu.edu.cn

韩老师

03517018698

hanmanru@sxu.edu.cn

成人教育学

1、只接收专业课为统考科目教育学的考生
2、只接收本科专业为教育学的考生
3、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

040107

http：//jxjyxy.sxu.edu.cn 王老师

15235123211

541501058@qq.com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1、只接收专业课为统考科目教育学的考生
2、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

http：//jxjyxy.sxu.edu.cn 王老师

15235123211

541501058@qq.com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1、初试报考职业技术教育（专硕）考生优先
2、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

http：//jxjyxy.sxu.edu.cn 王老师

15235123211

541501058@qq.com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1、本科专业为医学、生物学背景考生优先
2、报考运动人体科学专业优先
3、同等条件下，外语成绩高者优先

040304
009

010

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学院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1、本科专业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优先
2、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者优先
3、2021年3月22日18：00前必须把等级运动员证明材料发邮
箱17671110@qq.com
1、一志愿考生优先调剂
2、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者优先
3、2021年3月22日18：00前必须把等级运动员证明材料发邮
箱17671110@qq.com

http://tyy.sxu.edu.cn/

刘老师

0351-7018237

17671110@qq.com

045202

运动训练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050101

文艺学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只接受一志愿考生调剂

文学院

010

文学院

院系码

学院

011

新闻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1Z2
045300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中国民间文学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专业或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本科，一志愿报考本方向、具有相近本科专业背景考
生优先

山西大学文学院
dol.sxu.edu.cn

朱老师

0351-7018498

184315941@qq.com

新闻传播学

总分达国家线新闻传播A区分数要求，且专业课单科100分以
上；本科毕业于新闻传播学专业，且第一志愿报考本专业考
生优先。

http://xwxy.sxu.edu.cn

李老师

0351-7011802

sxuxwxy@163.com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外
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本学科其他相近研究方向（考试
科目需与我校相同或相近）；初试成绩总分355，单科成绩政
治53，第二外语60（满分100），专业课90（满分150）

http://wy.sxu.edu.cn/

冀老师

0351-7010644
13653645695

yanjunji@sxu.edu.cn

日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一志愿报考专业为日语语言文学；初
试成绩总分355，单科成绩政治53，第二外语60（满分
100），专业课90（满分150）

http://wy.sxu.edu.cn/

冀老师

0351-7010644
13653645695

yanjunji@sxu.edu.cn

050211

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外
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本学科其他相近研究方向（考试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科目需与我校相同或相近）；初试成绩总分355，单科成绩政
治53，第二外语60（满分100），专业课90（满分150）

http://wy.sxu.edu.cn/

冀老师

0351-7010644
13653645695

yanjunji@sxu.edu.cn

055101

英语笔译

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英语笔译、英语口
译、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本学科其
他相近研究方向；初试成绩总分355，单科成绩政治53，专业
课60（满分100）/90（满分150）

http://wy.sxu.edu.cn/

冀老师

0351-7010644
13653645695

yanjunji@sxu.edu.cn

055105

日语笔译

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一志愿报考专业为日语笔译、日语口
译、日语语言文学；初试成绩总分355，单科成绩政治53，专
业课60（满分100）/90（满分150）

http://wy.sxu.edu.cn/

冀老师

0351-7010644
13653645695

yanjunji@sxu.edu.cn

055106

日语口译

全日制本科院校毕业；一志愿报考专业为日语笔译、日语口
译、日语语言文学；初试成绩总分355，单科成绩政治53，专
业课60（满分100）/90（满分150）

http://wy.sxu.edu.cn/

冀老师

0351-7010644
13653645695

yanjunji@sxu.edu.cn

050300

050201

050205

012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外国语学院

院系码

013

014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60100

考古学

060200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本科专业是考古学、博物馆学或者文物保护专业优先，第一 http://history.sxu.edu.cn
陈老师
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601
/

15035186653

pauson163@163.com

中国史

http://history.sxu.edu.cn
向老师
/

13546407843

xjw@sxu.edu.cn

060300

世界史

http://history.sxu.edu.cn
李老师
/

13191001989

limo@sxu.edu.cn

120203

旅游管理

http://history.sxu.edu.cn
闫老师
/

13934610602

bnuyaping@163.com

065100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125400

旅游管理

070101

基础数学

总分300以上，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01，专业考试科
http://math.sxu.edu.cn/
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070102

计算数学

总分300以上，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01，专业考试科
http://math.sxu.edu.cn/
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总分300以上，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01，专业考试科
http://math.sxu.edu.cn/
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070104

应用数学

总分300以上，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01，专业考试科
http://math.sxu.edu.cn/
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历史文化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文物博物馆方向：本科专业是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
http://history.sxu.edu.cn
专业优先 ；革命文物方向：本科专业是考古学、博物馆学、
陈老师 15035186653
/
文物保护或者历史学专业优先

pauson163@163.com

http://history.sxu.edu.cn
闫老师 13934610602
/

bnuyaping@163.com

014
院系码

015

数学科学学院
学院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71400

统计学

02520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总分300以上，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01，专业考试科
http://math.sxu.edu.cn/
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总分300以上，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14，专业考试科
http://math.sxu.edu.cn/
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应用统计

总分358以上, 初试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252，统考科目为
数学1或数学2或数学3，专业考试科目为统计学或相近。

鲁老师

0351-7010555

math@sxu.edu.cn

070201

理论物理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只接收与物理学密切相关的本科专业考生的调剂。

张老师

0351-7018709

itp@sxu.edu.cn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只接收物理学、天文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本科专业考生的
调剂。

张老师

0351-7018709

itp@sxu.edu.cn

070205

凝聚态物理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只接收与物理学密切相关的本科专业考生的调剂。

张老师

0351-7018709

itp@sxu.edu.cn

070207

光学

曲老师

0351-7018917

ysms@sxu.edu.cn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李老师

0351-7018227

ils@sxu.edu.cn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只接收初试科目包括英语一和数学一且初试专业课包含光 http://wdxy.sxu.edu.cn/
学或电子类的考生调剂。

马老师

13834595365

mwg@sxu.edu.cn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只接收工学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的考生,不接收跨专业考
生；
3、初试考试科目数学一不低于65分、英语一不低于43分。

崔老师

0351-7010577

zhangwm@sxu.edu.cn

085400

电子信息(01电子与通信
工程方向)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只接收工学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的考生,不接收跨专业考
生；
3、初试考试科目数学一不低于65分、数学二不低于80分、英
语一不低于43分、英语二不低于43分。

崔老师

0351-7010577

zhangwm@sxu.edu.cn

085400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电子信息（02光学工程方
2、只接收初试专业课为光学、电子、机械、自动控制、材料
向）
、微电子、仪器或计算机类的考生调剂。

马老师

13834595365

mwg@sxu.edu.cn

080300

081000

光学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院(中心、所）官网

http://math.sxu.edu.cn/

1、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本科毕业专业和一志愿报考专业均须为物理学一级学科相
关专业。

院系码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16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30Z1

环境生物医学

070301
017

018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接收报考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或本科专业为上述
专业的考生调剂

http://hzy.sxu.edu.cn/

秦老师

18636116250

qinguojua@sxu.edu.cn

无机化学

优先接收报考专业契合度高的考生调剂,外语分数高者优先调
剂

http://ims.sxu.edu.cn/

韩老师

13753497902

han_gaoyis@sxu.edu.cn

0703Z1

材料化学

优先接收报考专业契合度高的考生调剂,外语分数高者优先调
剂

http://ims.sxu.edu.cn/

韩老师

13753497902

han_gaoyis@sxu.edu.cn

070302

分析化学

总分：不低于300分；英语：不低于45分 注：调剂生与一志
愿考生按初试+复试总成绩统一排队录取

http://hxx.sxu.edu.cn/

王老师

13513611987

wangyu1168@sxu.edu.cn

070303

有机化学

1）单科成绩都达到国家分数线，总分不低于315分；2）业务
科目考试含有机化学或者合成化学（综合类科目中包含有机
化学不予调剂）

http://hxx.sxu.edu.cn/

冯老师

0351-7010997

sxdxhxtj@163.com

070304

物理化学

总分不低于300分；注：调剂生与一志愿考生按初试+复试总
成绩统一排队录取

http://hxx.sxu.edu.cn/

张老师

18834827853

xmzhang4400@sxu.edu.cn

0703Z2

应用催化

http://hxx.sxu.edu.cn/

谭老师

18636692768

tanjingjing@sxu.edu.cn

085600

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

http://hxx.sxu.edu.cn/

谭老师

18636692768

tanjingjing@sxu.edu.cn

086000

生物与医药(制药工程)

http://hxx.sxu.edu.cn/

冯老师

0351-7010997

sxdxhxtj@163.com

100700

药学（药物分析）

http://hxx.sxu.edu.cn/

王老师

13513611987

wangyu1168@sxu.edu.cn

分子科学研究所

化学化工学院

1）业务课考试科目为化学和药学相关科目。

院系码

020

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71002

动物学

071004

07100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只接收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10的考生。2.本
科没有生物学背景需加试。

张老师

18635195050

zjz@sxu.edu.cn

水生生物学

1.只接收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10的考生。2.本
科没有生物学背景需加试。

冯老师

13934514449

fengj@sxu.edu.cn

遗传学

1.只接收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710的考生。2.本
科没有生物学背景需加试。

吴老师

18635571737

cxw20@sxu.edu.cn

086000

生物与医药

1.优先接收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为0860，0832，
0828，0831，0829的考生。2.其他报考08类考生需有生物学
、生物工程或食品工程学术背景。

范老师
王老师

13653644479
18635791578

fsh729@sxu.edu.cn
jingxuew@sxu.edu.cn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任老师

18935151306

zmren@sxu.edu.cn

023

http://life.sxu.edu.c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s.sxu.edu.cn

牛老师

13934220687

84745817@qq.com

085400

电子信息

1、总分320 ；2、报考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
（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方向） ；3、本科专业：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
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cs.sxu.edu.cn

牛老师

13934220687

84745817@qq.com

085800

能源动力（全日制）

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能源与动力(085800)、电气工程（080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07），初试成绩总分295分及以
上、初试单科成绩满足国家线（A区)单科要求

http://e.a.sxu.edu.cn/

刘老师

18803419412

343401198@qq.com

能源动力（非全日制）

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能源与动力(085800)、电气工程（080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07），初试成绩总分295分及以
上、初试单科成绩满足国家线（A区)单科要求

http://e.a.sxu.edu.cn/

刘老师

18803419412

343401198@qq.com

控制科学与工程

1.初试成绩不低于270分；
2.本科专业要求为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信息与计算科学。

http://zdhse.sxu.edu.cn

关老师

18603516473

37984206@qq.com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电力与建筑学院
085800

081100

024

院(中心、所）官网

1、总分300 ；2、报考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
（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方向，且初试科目：数学一，英语
一） ；3、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081200
022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自动化与软件学院

院系码

024

034

035

036

039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自动化与软件学院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085400

电子信息(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非全日制)

071200

科学技术史

0703J2

本草生物学

100700

药学

105600

中药学

0830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环境科学研究所

085700

资源与环境

085700

资源与环境（非全日制）

调剂其他特别要求

院(中心、所）官网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http://zdhse.sxu.edu.cn

郝老师
耿老师

18603511518
13934658692

37984206@qq.com

http://zdhse.sxu.edu.cn

郝老师
高老师

18603511518
13593173911

37984206@qq.com

http://zdhse.sxu.edu.cn

郝老师
高老师

18603511518
13593173911

37984206@qq.com

http://ihst.sxu.edu.cn/

王老师

15210633235

wjustb@163.com

17735278306

wuxingkang@sxu.edu.cn

17735278306

wuxingkang@sxu.edu.cn

17735278306

wuxingkang@sxu.edu.cn

0351-7018553
18735128566

dongxq@sxu.edu.cn

接收报考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学工程、应
http://zyhj.sxu.edu.cn/rc
用化学、矿物加工、热能与动力工程、土木工程、给排水工
董老师
py/index.htm
程等相关专业或本科专业为上述相关专业的考生调剂

0351-7018553
18735128566

dongxq@sxu.edu.cn

芦老师

0351-7011011
15135130269

ludongtao@sxu.edu.cn

1.初试成绩不低于270分；
2.本科专业要求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 信息安全、 智能科学与技术。
1.初试成绩不低于300分；
2.本科专业要求为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软件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机器人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计算科
学。
本科专业要求为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
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软件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机器人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
。
接受报考科学技术史专业和理学学科考生，其中报考归属于
工学（0870）、农学（0970）、医学（1071）门类下的科学
技术史考生成绩需要达到A类地区理科的分数要求。

1.优先接收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相同或相
近的考生调剂；2.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相 http://zyyzx.sxu.edu.cn/ 武老师
同或相近的条件下，依次按初试总分、外语、专业课成绩高
者优先。
1.优先接收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相同或相
近的考生调剂；2.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相
http://zyyzx.sxu.edu.cn/ 武老师
同或相近的条件下，依次按初试总分、外语、专业课成绩高
者优先。
1.优先接收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相同或相
近的考生调剂；2.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相
http://zyyzx.sxu.edu.cn/ 武老师
同或相近的条件下，依次按初试总分、外语、专业课成绩高
者优先。
接收报考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学
工程、应用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矿物加工、热能与动力 http://zyhj.sxu.edu.cn/rc
董老师
工程、土木工程、给排水工程等相关专业或本科专业为上述
py/index.htm
专业的考生调剂

http://hkzx.sx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