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石油大学2020年研究生复试拟接收调剂专业及联系方式
院部代码 院部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邮箱 联系人/电话

001 地球科学学院

070801 固体地球物理学 全日制

171296384@qq.com
衣老师：13604898894(同

微信号)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全日制
070902 地球化学 全日制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全日制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全日制
081803 地质工程 全日制
085700 资源与环境（地质工程） 全日制

002 石油工程学院

082001 油气井工程 全日制

13796988396@126.com

杨老师：13796988396  
微信号：yel13796988396
杨老师：18249668771  
微信号：findwinxin

冯老师：13904696932  
微信号：fengfuping2005

082002 油气田开发工程 全日制

085700 资源与环境（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全日制

003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吴老师：18204591606
李老师 ：13836878319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083002 环境工程 全日制
085600 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 全日制

004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lxzhao@nepu.edu.cn 赵老师：13836768693
080502 材料学 全日制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085500 机械（机械工程、工业设计） 全日制
085800 能源动力（动力工程 ） 全日制

00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qihanbing@sina.com
齐老师： 18745938200 
qq群：902939668（东北

石油大学土木院调剂）

081403 市政工程 全日制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全日制
0817Z1 石油与化工防灾减灾工程 全日制
085800 能源动力（动力工程） 全日制
085900 土木水利（建筑与土木工程） 全日制

007sunzhigang@163.co
m

孙老师：18945900286
006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全日制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电子与信息工程、控制
工程） 全日制

085800 能源动力（电气工程） 全日制

lhy19821030@163.com         
gongyaohua92@163.com

吕老师：13936756427

宫老师：1800459676000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全日制

mailto:171296384@qq.com
mailto:13796988396@126.com
mailto:qihanbing@sina.com
mailto:007sunzhigang@163.com
mailto:lhy19821030@163.com


00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lhy19821030@163.com         
gongyaohua92@163.com

吕老师：13936756427

宫老师：180045967600818Z2 计算机技术与资源信息工程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
程） 全日制

008 经济管理学院

0818Z1 油气资源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
qgyuhuixian@126.com

于老师：13644598270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20201 会计学 全日制

009 电子科学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jjy13@126.com 姜老师：13936813852   
085400

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工程、光学工
程） 全日制

0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全日制 yfyang1080@126.com 杨老师：13836955198
011 外国语学院 0401Z1 外国语言教育学 全日制 qhl5577@163.com 乔老师：13946981159

012 人文科学学院
030200 政治学 全日制 2450725123@qq.com

李老师：13263588803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013 体育部
0401Z2 体育教育学 全日制

jiazhifeng0214@163.c
om

贾老师：13903695558

014 艺术学院 130100 艺术学理论 全日制 86651101@qq.com 毕老师：18745983783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日制 173200208@QQ.com 邵老师：13644598883

020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全日制
jiaoy9527@126.com

倪老师QQ：277898812
焦老师QQ：46791660

001 地球科学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地质工程） 非全日制 衣老师：13604898894

002 石油工程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非全日制

杨老师：13796988396  
微信号：yel13796988396
杨老师：18249668771  
微信号：findwinxin

冯老师：13904696932  
微信号：fengfuping2005

003 化学化工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 非全日制

吴老师：18204591606
李老师 ：13836878319

004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500 机械（机械工程、工业设计） 非全日制

lxzhao@nepu.edu.cn 赵老师：13836768693085800 能源动力（动力工程 ） 非全日制

00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动力工程 ） 非全日制

qihanbing@sina.com
齐老师： 18745938200 

qq群：834942205（或搜

索2020东油土木调剂）

085900 土木水利（建筑与土木工程） 非全日制

006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电子与信息工程、控制
工程） 非全日制

007sunzhigang@163.co
m

孙老师：18945900286
085800 能源动力（电气工程） 非全日制

mailto:jiaoy9527@126.com
mailto:173200208@QQ.com
mailto:007sunzhigang@163.com
mailto:qihanbing@sina.com
mailto:jiazhifeng0214@163.com
mailto:yfyang1080@126.com
mailto:2450725123@qq.com%0a
mailto:jjy13@126.com
mailto:qgyuhuixian@126.com%0a
mailto:86651101@qq.com
mailto:qhl5577@163.com


008 经济管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qgyuhuixian@126.com
于老师：13644598270

009 电子科学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工程、光学工
程） 非全日制

jjy13@126.com 姜老师 ：13936813852   

012 人文科学学院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2450725123@qq.com
李老师：13263588803

mailto:2450725123@qq.com%0a
mailto:jjy13@126.com
mailto:qgyuhuixian@126.com%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