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 2023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将于教育部“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微信公众号：

chsiyz；以下简称“研招网”）调剂系统开通后正式开始。

请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密切关注研招网，届时登录调剂系统

和招生单位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相关信息，按要求填

报调剂志愿。 

 

说明：因 2023 年招生计划尚未下达，最终接收调剂专

业及具体缺额信息以国家调剂系统发布为准。 

咨询电话：0635-8239267 

 

 

附件 1：聊城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预计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附件 2：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聊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6 日 

  

https://yz.chsi.com.cn/


附件 1： 

聊城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预计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注：调剂开始后，我校接收调剂的专业会有所变动，某个时间的具体调剂专

业，以研招网调剂系统中公布为准。 

院系代码 院系（院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004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学术学位 

004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学术学位 

005 体育学院 040300 体育学 学术学位 

005 体育学院 045202 运动训练 专业学位 

006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学术学位 

006 文学院 135105 广播电视 专业学位 

007 外国语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7 外国语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专业学位 

007 外国语学院 055111 朝鲜语笔译 专业学位 

008 美术与设计学院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专业学位 

009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060300 世界史 学术学位 

010 数学科学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专业学位 

010 数学科学学院 071100 系统科学 学术学位 

0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专业学位 

0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学术学位 

0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学术学位 

0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术学位 

0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专业学位 

012 化学化工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专业学位 

012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学术学位 

014 地理与环境学院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专业学位 

015 生命科学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专业学位 



院系代码 院系（院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015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学术学位 

016 传媒技术学院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专业学位 

016 传媒技术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学术学位 

0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 

019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071002 动物学 学术学位 

020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专业学位 

020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全日

制） 
专业学位 

020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非全

日制） 
专业学位 

02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085501 机械工程 专业学位 

025 生物制药研究院 070302 分析化学 学术学位 

025 生物制药研究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学术学位 

027 高等教育研究院 040100 教育学 学术学位 

029 
山东省化学储能与新型电

池技术重点实验室 
070300 化学 学术学位 

030 运河学研究院 060200 中国史 学术学位 

 

  



附件 2： 

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代码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001 商学院 王老师 0635-8239813 wangjinhe@lcu.edu.cn 

00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马老师 0635-8239527 maxiaohui@lcu.edu.cn 

0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老师 0635-8239260 huanghao@lcu.edu.cn 

004 教育科学学院 申老师 0635-8238391 shenyubao@lcu.edu.cn 

005 体育学院 王老师 0635-8238258 wangyong@lcu.edu.cn 

006 文学院 孔老师 0635-8238657 workklh@yeah.net 

007 外国语学院 黄老师 0635-8238575 huangyan@lcu.edu.cn 

008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王老师 0635-8238539 794355824@qq.com 

009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王老师 0635-8239977 wangzuocheng@lcu.edu.cn 

010 数学科学学院 薄老师 0635-8238758 bochunxin@lcu.edu.cn 

0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老师 0635-8238035 wangzongliang@lcu.edu.cn 

012 化学化工学院 甄老师 0635-8239077 1337498078@qq.com 

014 环境与规划学院 刘老师 0635-8239983 zitingliu@126.com 

015 生命科学学院 王老师 0635-8230738 wangchunming@lcu.edu.cn 

016 传媒技术学院 郑老师 0635-8238005 zhaohoufu@lcu.edu.cn 

017 计算机学院 贾老师 0635-8238266 jiabaoxian@lcu.edu.cn 

0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老师 0635-8239861 liyan1@lcu.edu.cn 

019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刘老师 0635-8239826 liuwenqiang@lcu.edu.cn 

020 法学院 毛老师 0635-8238276 maomin@lcu.edu.cn 

021 音乐与舞蹈学院 潘老师 0635-8238917 136762009@qq.com 

022 建筑工程学院 张老师 0635-8239601 zhangbaoliang@lcu.edu.cn 

02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徐老师 0635-8239938 xulipeng@lcu.edu.cn 

024 药学院 王老师 0635-8239566 wangbingxiang@lcu.edu.cn 

025 生物制药研究院 陈老师 0635-8239345 chenhongyan1123@163.com 

026 MBA 教育中心 乔老师 0635-8239581 1611373864@qq.com 

027 高等教育研究院 申老师 0635-8238391 Lit1984@sina.com 

029 
山东省化学储能与新型电

池技术重点实验室 
王老师 0635-8239795 wangyaoyao@lcu.edu.cn 

030 运河学研究院 王老师 0635-8239977 wangzuocheng@lcu.edu.cn 

031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王老师 0635-8239977 wangzuocheng@lc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