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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查询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前，先仔细阅读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收

总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01 哲学系(电话:89686009)  

53  

“哲学（0101）”为江苏省

一级重点学科和国家一级重

点（培育）学科。哲学系招

生人数共计 53 人。本系所有

专业都不接受单独考试。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02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03 (全日制)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04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

国 

05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06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07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35 

哲学综合 A④91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含原著）  

 

复试科目: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

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为国家

重点学科。  

010102 中国哲学     

01 (全日制)儒家哲学 

02 (全日制)佛教哲学 

03 (全日制)道家与道教哲学 

04 (全日制)儒、释、道三教关系 

05 (全日制)20 世纪中国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36 哲学综合 B④912 

中国哲学原著（含古代汉语）  

 

复试科目:0102 中国哲学  

06 方向单独排名，招生 4名。

06 (全日制)东方哲学与宗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36 哲学综合 B④958 

东方哲学与宗教概论  

 

复试科目:0103 东方哲学与宗教  

06 方向单独排名，招生 4名。

010103 外国哲学     

01 (全日制)西方哲学史 

02 (全日制)基督教哲学 

03 (全日制)德国古典哲学 

04 (全日制)现代西方政治法律与管理

哲学 

05 (全日制)分析哲学 

06 (全日制)当代德国哲学 

07 (全日制)当代法国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35 哲学综合 A④913 现代西方哲

学  

 

复试科目:0104 现代西方哲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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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4 逻辑学     

01 (全日制)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 

02 (全日制)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 

03 (全日制)辩证逻辑与创新思维 

04 (全日制)中外逻辑思想史 

05 (全日制)语言逻辑 

06 (全日制)现代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与

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35 哲学综合 A 或 

637 哲学综合 C④914 形式逻辑基础 

 

复试科目:0105 逻辑综合  

 

010105 伦理学     

01 (全日制)伦理学基本理论 

02 (全日制)中国伦理思想史 

03 (全日制)西方伦理思想史 

04 (全日制)应用伦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③635 哲学综合 A 或 636 

哲学综合 B④915 伦理学原理  

 

复试科目:0106 伦理学专题  

 

010107 宗教学     

01 (全日制)宗教学理论 

02 (全日制)佛教 

03 (全日制)道教 

04 (全日制)基督教 

05 (全日制)宗教与文化 

06 (全日制)中国民间宗教与信仰 

07 (全日制)犹太教（犹太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38 哲学综合 D④916 

宗教学概论（含宗教与文化）  

 

复试科目:0107 宗教与社会  

08 方向由雕塑艺术研究所负

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 2

名，联系电话：83596634。

08 (全日制)宗教艺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38 哲学综合 D④917 

宗教艺术  

 

复试科目:0107 宗教与社会  

08 方向由雕塑艺术研究所负

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 2

名，联系电话：83596634。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1 (全日制)科学技术哲学 

02 (全日制)科学技术与社会 

03 (全日制)科学技术史 

04 (全日制)社会科学哲学 

05 (全日制)科学技术哲学流派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37 哲学综合 C④918 科

学思想史（含 STS）  

 

复试科目:0108 科学技术与社会  

 

002 商学院(电话:83621015)  
83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20101 政治经济学  16   

01 (全日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研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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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02 (全日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03 (全日制)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04 (全日制)转型经济研究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1 政治经济学综合  

020104 西方经济学  7   

01 (全日制)微观经济研究 

02 (全日制)宏观经济研究 

03 (全日制)比较经济体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2 西方经济学综合  

 

020105 世界经济  3   

01 (全日制)世界经济理论 

02 (全日制)国际经济关系 

03 (全日制)开放经济和国际竞争力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3 世界经济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和江苏省重点学科。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   

01 (全日制)人口与劳动经济学 

02 (全日制)健康卫生经济学 

03 (全日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4 人口与劳动经济学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6   

01 (全日制)投资经济研究 

02 (全日制)产业投资研究 

03 (全日制)房地产投资研究 

04 (全日制)财政金融研究 

05 (全日制)证券投资研究 

06 (全日制)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5 国民经济学综合  

 

020204 金融学  37   

01 (全日制)国际金融 

02 (全日制)货币金融学 

03 (全日制)保险学 

04 (全日制)金融市场与机构 

05 (全日制)金融风险管理 

06 (全日制)金融工程 

07 (全日制)公司金融 

08 (全日制)互联网金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6 金融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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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5 产业经济学  16   

01 (全日制)产业组织研究 

02 (全日制)公司战略经济学 

03 (全日制)产业演化与产业结构 

04 (全日制)产业政策分析 

05 (全日制)规制经济学 

06 (全日制)房地产投资与金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8 产业经济学综合  

 

020206 国际贸易学  24   

01 (全日制)国际贸易 

02 (全日制)国际金融与投资 

03 (全日制)开放型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09 国际贸易  

 

020209 数量经济学  5   

01 (全日制)宏观经济系统分析 

02 (全日制)数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03 (全日制)企业数量经济分析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3 数

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复试科目:0210 经济统计分析；0211 

数量经济学  

 

025100 金融  40   

F1 (非全日制)金融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96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④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科目:0206 金融学综合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业不接收推免生，不接受少

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只

招收非全日制，定向培养。

025400 国际商务  25   

01 (全日制)国际商务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③303 数

学三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0212 国际商务综合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  

025700 审计  20   

F1 (非全日制)审计硕士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复试科目:0218 时事政治、专业综合

和英语听说面试；0219 专业笔试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本专

业只招收非全日制学生，定

向培养。不接受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计划，不接收推荐

免试生。联系电话：

83592700、83621163。  

120201 会计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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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日制)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02 (全日制)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 

03 (全日制)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04 (全日制)审计理论与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20 会计学（含会计

原理、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

计）  

 

复试科目:0213 财务管理；0214 会

计学  

本专业为教育部学科评估 A

类学科、江苏省重点学科。

120202 企业管理  60   

01 (全日制)企业管理基础理论 

02 (全日制)战略与组织 

03 (全日制)运营管理 

04 (全日制)投资管理 

05 (全日制)技术创新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21 管理学原理  

 

复试科目:0215 企业管理综合（包括

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行为学）  

本专业为教育部学科评估 A

类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人

力资源管理方向单独排名，

招生 12 名；市场营销方向单

独排名，招生 13 名；电子商

务与管理信息系统方向单独

排名，招生 10 名。  

06 (全日制)人力资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21 管理学原理  

 

复试科目:0215 企业管理综合（包括

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行为学）  

本专业为教育部学科评估 A

类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人

力资源管理方向单独排名，

招生 12 名；市场营销方向单

独排名，招生 13 名；电子商

务与管理信息系统方向单独

排名，招生 10 名。  

07 (全日制)市场营销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21 管理学原理  

 

复试科目:0216 市场营销综合（包括

营销学原理、市场调研、消费者行为、

广告学等）  

本专业为教育部学科评估 A

类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人

力资源管理方向单独排名，

招生 12 名；市场营销方向单

独排名，招生 13 名；电子商

务与管理信息系统方向单独

排名，招生 10 名。  

08 (全日制)电子商务 

09 (全日制)管理信息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21 管理学原理  

 

复试科目:0217 软件基础（程序设计

C 语言与数据库）或运筹学与程序设

计 C 语言（各 50%）  

本专业为教育部学科评估 A

类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人

力资源管理方向单独排名，

招生 12 名；市场营销方向单

独排名，招生 13 名；电子商

务与管理信息系统方向单独

排名，招生 10 名。  

125100 工商管理  400   

F1 (非全日制)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 

F2 (非全日制)营销与电子商务 

F3 (非全日制)战略与商业模式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本专业只招收非

全日制学生，定向培养。不

接受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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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非全日制)财务与金融 

F5 (非全日制)创业与投资 

F6 (非全日制)供应链与运营 

F7 (非全日制)国际商务 

F8 (非全日制)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EMBA） 

划，不接收推荐免试生。A

组 MBA 方向（F1-F7 方向）招

收 330 人，学制 2.5 年，联

系电话：83621636，详见南

京大学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

网站（网址：

http://mba.nju.edu.cn/）。

B 组 EMBA 方向（F8 方向）招

收 70 人，学制 2 年，联系电

话：83621139、83597777，

详见南京大学商学院EMBA教

育中心网站（网址： 

http://emba.nju.edu.cn/

）。  

125300 会计  140   

F1 (非全日制)会计硕士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复试科目:0218 时事政治、专业综合

和英语听说面试；0219 专业笔试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本专

业只招收非全日制学生，定

向培养。不接受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计划，不接受推荐

免试生。联系电话：

83592700、83621163。  

004 马克思主义学院(电话:89680750) 

52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马克

思主义学院为全国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  

030204 中共党史  3   

01 (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发

展研究 

02 (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比

较研究 

03 (全日制)党的建设与党务管理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58 中共党史④932 中国近代史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7   

01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决

策  

02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

现代化建设 

03 (全日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

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③660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原著④938 专业综合基础（含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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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   

01 (全日制)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 

02 (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03 (全日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04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③660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原著④938 专业综合基础（含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7   

01 (全日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02 (全日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③66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原著④938 专业综合基础（含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13   

01 (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

文化 

02 (全日制)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03 (全日制)西方德育思想研究 

04 (全日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著

④938 专业综合基础（含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11   

01 (全日制)政党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02 (全日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03 (全日制)革命根据地与乡村治理研

究 

04 (全日制)现代台湾问题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③672 中国现代史

④932 中国近代史  

 

005 法学院(电话:83593529、

83594175)  

284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法学硕士请咨询

025-83593529，法律硕士请

咨询 025-83594175，统一咨

询：83597022。  

030101 法学理论  6   

01 (全日制)法理学 

02 (全日制)法律文化 

03 (全日制)法社会学 

04 (全日制)西方法哲学 

05 (全日制)法律的经济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学④923 法

理专业综合(西方法哲学、民法学、

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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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全日制)权利和人权理论 

07 (全日制)司法制度 

复试科目:0501 法理学、西方法哲学

030102 法律史  6   

01 (全日制)外国法律史 

02 (全日制)中国法律史 

03 (全日制)比较法 

04 (全日制)法律社会史 

05 (全日制)古代东亚法律关系史 

06 (全日制)民族（族群）法制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学④924 法

律史综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

想史、外国法制史）  

 

复试科目:0502 中国法制史、中国法

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7   

01 (全日制)宪法、行政法 

02 (全日制)部门行政法 

03 (全日制)环境行政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③612 法理学④925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专业综合（宪法学、行政法学、

行政诉讼法学）  

 

复试科目:0503 宪法学、行政法学、

行政诉讼法学  

 

030104 刑法学  6   

01 (全日制)中国刑法理论 

02 (全日制)经济刑法理论 

03 (全日制)犯罪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③612 法理学④926 刑法专业综合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

 

复试科目:0504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

学  

 

030105 民商法学  9   

01 (全日制)中国民法 

02 (全日制)债法 

03 (全日制)物权法 

04 (全日制)亲属与继承法 

05 (全日制)婚姻法 

06 (全日制)商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③612 法理学④927 民商法专业综

合（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复试科目:0505 民法学、商法学  

 

030106 诉讼法学  8   

01 (全日制)刑事诉讼法学 

02 (全日制)民事诉讼法学 

03 (全日制)司法制度 

04 (全日制)比较程序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学④955 诉

讼法学专业综合（刑事诉讼法学、民

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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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全日制)证据法学  

复试科目:0506 刑事诉讼法学、民事

诉讼法学  

030107 经济法学  25   

01 (全日制)经济法理论 

02 (全日制)比较与涉外经济法 

03 (全日制)公司法 

04 (全日制)竞争法（含反垄断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5 (全日制)金融法（含银行法、证券

法与保险法） 

06 (全日制)知识产权法 

07 (全日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08 (全日制)财税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学④928 经

济法专业综合一（经济法学、民法学、

商法学）  

 

复试科目:0507 经济法学、商法学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和江苏省重点学科。09

中德经济法学方向单独排

名，招生 13 名，德国概况用

德文答题。  

09 (全日制)中德经济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4 二外德

语③612 法理学④929 经济法专业

综合二（经济法学、民法学、德国概

况）  

 

复试科目:0508 经济法学、民法学、

德国概况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和江苏省重点学科。09

中德经济法学方向单独排

名，招生 13 名，德国概况用

德文答题。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   

01 (全日制)环境行政法 

02 (全日制)国际环境法 

03 (全日制)环境侵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③612 法理学④976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专业综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复试科目:0509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  10   

01 (全日制)国际经济法 

02 (全日制)国际私法 

03 (全日制)国际公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③612 法理学④930 国际法专业综

合（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

际公法学）  

 

复试科目:0510 国际经济法学、国际

私法学、国际公法学  

 

035101 法律（非法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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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 

F1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复试科目:0511 法硕综合[非法学]

（法理学、宪法学）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业全日制招收 72 人；非全日

制招收 30 人，定向培养。联

系电话：025-83594175。非

全日制每学期集中授课。 

035102 法律（法学）  102   

01 (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 

F1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复试科目:0512 法硕综合[法学]（法

理学、刑法学、民法学）  

专业学位，本专业全日制招

收 32 人，学制 2 年；非全日

制招收 70 人，学制 3 年，定

向培养。联系电话：

025-83594175。非全日制每

学期集中授课。  

006 政府管理学院(电话:89681152

（MPA）、89681355)  
27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30201 政治学理论  11   

01 (全日制)政治学基础理论 

02 (全日制)比较政治学 

03 (全日制)政治社会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政治学基础④931 中国政府

与政治  

 

复试科目:0601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江苏省优势学科。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5   

01 (全日制)中国政治制度 

02 (全日制)外国政治制度 

03 (全日制)中外政治思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政治学基础④931 中国政府

与政治  

 

复试科目:0601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江苏省优势学科。  

030206 国际政治  10   

01 (全日制)国际政治学理论 

02 (全日制)国际政治经济学 

03 (全日制)国际关系史 

04 (全日制)东亚国际关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3 政

治学基础④948 国际政治学  

 

复试科目:0603 专业英语  

政治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江苏省优势学科。  

120401 行政管理  23   

01 (全日制)公共管理研究 

02 (全日制)公共政策研究 

03 (全日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 

04 (全日制)当代中国治理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1 公共管理基础④933 行政管

理学  

 

复试科目:0608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为江苏省重点学

科、江苏省优势学科。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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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日制)国家医药体制改革 

02 (全日制)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险 

03 (全日制)卫生政策与管理 

04 (全日制)医院管理 

05 (全日制)健康管理与医药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1 公

共管理基础④952 公共卫生事业管

理  

 

复试科目:0610 卫生保健经济学  

公共管理为江苏省重点学

科、江苏省优势学科。  

120404 社会保障  16   

01 (全日制)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 

02 (全日制)社会福利 

03 (全日制)社会政策 

04 (全日制)劳动人事管理 

05 (全日制)公共服务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1 公

共管理基础④954 社会保障理论与

制度  

 

复试科目:0609 社会保障理论与社

会政策  

公共管理为江苏省重点学

科、江苏省优势学科。  

125200 公共管理  200   

F1 (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定向

培养。本专业只招收非全日

制学生。不接受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计划，不接收推荐

免试生。联系电话：

89681152。  

007 社会学院(电话:89680954)  
127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30301 社会学  20   

01 (全日制)理论社会学 

02 (全日制)应用社会学 

03 (全日制)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04 (全日制)社会工作 

05 (全日制)社会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4 社会学理论

④934 社会学方法  

 

复试科目:0701 社会学综合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030302 人口学  3   

01 (全日制)人口社会学 

02 (全日制)人口经济学 

03 (全日制)人口城市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17 人口学理论④953 人口学方

法  

 

复试科目:0702 人口学综合  

 

030303 人类学  4   

01 (全日制)社会文化变迁 

02 (全日制)政治人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62 人类学理论及方

法④977 民族志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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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科目:0703 人类学综合  

035200 社会工作  50   

01 (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 

F1 (非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复试科目:0705 社会工作综合  

专业学位。本专业全日制招

收 35 人，学制 2 年；非全日

制招收 15 人，定向培养，学

制 3 年。  

040201 基础心理学  4   

01 (全日制)认知心理学 

02 (全日制)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03 (全日制)社会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6 心理学综合  

 

复试科目:0706 基础心理学综合  

 

040203 应用心理学  6   

01 (全日制)心理咨询与治疗 

02 (全日制)人的社会行为障碍的评

估、诊断和矫正 

03 (全日制)人的情绪障碍的评估、诊

断和矫正 

04 (全日制)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5 (全日制)用户体验与人类工效 

06 (全日制)社会心态与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6 心理学综合  

 

复试科目:0704 应用心理学综合  

 

045400 应用心理  40   

01 (全日制)临床与心理咨询 

02 (全日制)用户体验心理 

03 (全日制)心理测评与人力资源管理 

F1 (非全日制)临床与心理咨询  

F2 (非全日制)用户体验心理  

F3 (非全日制)心理测评与人力资源管

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复试科目:0707 心理学综合  

专业学位。本专业全日制招

收 10 人，学制 2 年；非全日

制招收 30 人，定向培养，学

制 3 年。  

008 文学院(电

话:89683519,89689703)  
208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35   

01 (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

育基础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咨询

电邮：jiuyuecao@126.com。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87   

01 (全日制)文艺学 

02 (全日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全日制)汉语言文字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

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初试合格

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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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全日制)中国古典文献学 

05 (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 

06 (全日制)中国现当代文学 

07 (全日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

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

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总分排序。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8   

01 (全日制)戏剧戏曲学 

02 (全日制)电影学 

03 (全日制)电视艺术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

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

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

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

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

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

序。  

135102 戏剧  78   

01 (全日制)舞台剧与影视剧编剧 

02 (全日制)戏剧与影视评论 

03 (全日制)剧场艺术 

04 (全日制)演出管理 

F1 (非全日制)舞台剧与影视剧编剧 

F2 (非全日制)表导演艺术 

F3 (非全日制)演出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623 艺术基础与评论写作（戏剧影

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戏剧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30 人，其

中 01-04 戏剧方向招生 20

人，05 创意写作方向招生 10

人。戏剧专业非全日制共招

收 48 人，定向培养，其中

F1-F3 戏剧方向招生 20 人，

F4 创意写作方向招生 28 人。

联系电话：89686486。以同

等学力身份报考创意写作方

向的考生，复试时须提供公

开出版的一定数量的文学作

品，如获得省部级以上文学

创作奖的作品、在高水平的

文学刊物上发表万字以上的

作品等，需提供复印件与获

奖证明。  

05 (全日制)创意写作 

F4 (非全日制)创意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③670 文

学艺术基础④903 文学写作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戏剧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30 人，其

中 01-04 戏剧方向招生 20

人，05 创意写作方向招生 10

人。戏剧专业非全日制共招

收 48 人，定向培养，其中

F1-F3 戏剧方向招生 20 人，

F4 创意写作方向招生 28 人。

联系电话：89686486。以同

等学力身份报考创意写作方

向的考生，复试时须提供公

开出版的一定数量的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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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获得省部级以上文学

创作奖的作品、在高水平的

文学刊物上发表万字以上的

作品等，需提供复印件与获

奖证明。  

009 外国语学院(电话:025-89684737) 
124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36   

01 (全日制)英美文学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2 二外俄

语 或 263 二外日语 或 264 二外

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53 基础

英语④964 英美文学  

 

复试科目:0901 中英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初

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

（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A

组（01 方向）和 B 组（02、

03 方向）分别排名，A 组招

收 20 人，B组招收 16 人。 

02 (全日制)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 (全日制)翻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2 二外俄

语 或 263 二外日语 或 264 二外

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53 基础

英语④963 英语语言学  

 

复试科目:0901 中英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初

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

（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A

组（01 方向）和 B 组（02、

03 方向）分别排名，A 组招

收 20 人，B组招收 16 人。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8   

01 (全日制)俄语语言与文化（含俄语

修辞学） 

02 (全日制)俄罗斯文学（含文学翻译） 

03 (全日制)俄罗斯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二外英

语 或 263 二外日语 或 264 二外

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54 基础

俄语④965 俄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2 中俄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第（4）门俄语专业知识

综合的考试涉及俄罗斯文

学、俄语语言学、俄罗斯国

情文化的问题。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8   

01 (全日制)翻译学 

02 (全日制)法语文学 

03 (全日制)法语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二外英

语 或 262 二外俄语 或 263 二外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③655 基础

法语④967 法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3 中法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考生在第（4）门法语专

业知识综合的考试中，可根

据报考方向选答题目。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6   

01 (全日制)德语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二外英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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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全日制)德语语言学 

03 (全日制)跨文化日耳曼学 

语 或 262 二外俄语 或 263 二外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56 基础

德语④969 德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4 中德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6   

01 (全日制)日本文学(含比较文学） 

02 (全日制)日本语言学（含比较语言

学和翻译） 

03 (全日制)日本文化（含比较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二外英

语 或 262 二外俄语 或 264 二外

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57 基础

日语④971 日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5 中日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  

050207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2   

01 (全日制)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二外英

语 或 262 二外俄语 或 263 二外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

外法语③659 基础西班牙语④991 

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  

 

复试科目:0906 中西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7   

01 (全日制)朝鲜（韩国）文学（含文

学翻译） 

02 (全日制)朝鲜（韩国）语语言学 

03 (全日制)朝鲜（韩国）历史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二外英

语 或 262 二外俄语 或 263 二外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

外法语③650 基础朝鲜（韩国）语

④970 朝鲜（韩国）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7 中朝（韩）文综合能

力；0911 口试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01 (全日制)语言学 

02 (全日制)翻译学 

03 (全日制)双语词典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2 二外俄

语 或 263 二外日语 或 264 二外

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53 基础

英语④963 英语语言学  

 

复试科目:0901 中英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3）（4）两门课的总分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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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101 英语笔译  28   

01 (全日制)英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1 翻译硕

士英语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0908 英文综合；0912 专

业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55105 日语笔译  10   

01 (全日制)日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3 翻译硕

士日语③359 日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0909 日文综合；0912 专

业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55107 法语笔译  10   

01 (全日制)法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4 翻译硕

士法语③360 法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0910 法文综合；0912 专

业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10 历史学院(电话:89683268)  
94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60100 考古学  12   

01 (全日制)古文字学 

03 (全日制)新石器时代考古 

04 (全日制)商周考古 

05 (全日制)战国秦汉考古 

06 (全日制)魏晋南北朝考古 

07 (全日制)隋唐考古 

08 (全日制)文化人类学 

09 (全日制)宋元明考古 

10 (全日制)东方建筑 

11 (全日制)文化遗产研究 

13 (全日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3 考

古学基础  

 

复试科目:1001 考古学与历史文献

学；1002 综合面试  

东方建筑方向可接受城市规

划与设计专业、建筑学专业

考生。01-13 方向为 A 组，

14-16 方向为 B 组。A 组和 B

组分别单独划线。  

14 (全日制)书画研究 

15 (全日制)玉石杂项研究 

16 (全日制)青铜器玺印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71 文

物鉴定基础  

 

复试科目:1003 文物学；1004 综合

东方建筑方向可接受城市规

划与设计专业、建筑学专业

考生。01-13 方向为 A 组，

14-16 方向为 B 组。A 组和 B

组分别单独划线。  



南京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注：我校全日制接收推免生，非全日制不接收推免生，各专业拟录取推免生人数将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15 日

在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请届时查询。我校各专业最终招生人数根据教育部下达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可能

增加或减少）。 
第 17 页  共 53 页 

面试  

060200 中国史  38   

01 (全日制)先秦社会与历史文化 

02 (全日制)秦汉史 

03 (全日制)魏晋南北朝史 

04 (全日制)民族学 

05 (全日制)元史 

06 (全日制)明清史 

07 (全日制)历史地理与地名学 

08 (全日制)中外关系史 

09 (全日制)海洋史与海图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3 中

国古代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5 中国古代史；1006 

综合面试  

A 组（01 方向-09 方向）招生

14 名；B 组（10 方向）由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

生，单独排名，招生 3名，

联系电话：83592758；C 组（11

方向-17 方向）招生 21 名。

10 (全日制)中国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中

国思想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7 中国思想史；1008 

综合面试  

A 组（01 方向-09 方向）招生

14 名；B 组（10 方向）由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

生，单独排名，招生 3名，

联系电话：83592758；C 组（11

方向-17 方向）招生 21 名。

11 (全日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12 (全日制)中华民国史 

13 (全日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4 (全日制)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 

15 (全日制)中国现代化研究 

16 (全日制)当代中国研究 

17 (全日制)台港澳事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5 中

国近现代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9 中国近现代史；1010 

综合面试  

A 组（01 方向-09 方向）招生

14 名；B 组（10 方向）由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

生，单独排名，招生 3名，

联系电话：83592758；C 组（11

方向-17 方向）招生 21 名。

060300 世界史  23   

01 (全日制)欧洲国际关系 

02 (全日制)美国对外关系 

03 (全日制)亚太国际关系 

04 (全日制)当代国际问题研究 

05 (全日制)国际关系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46 

国际关系史基础  

 

复试科目:1011 国际关系史（含专业

英语）；1012 综合面试  

A 组（01 方向-05 方向）招生

5 名；B 组（06 方向-13 方向）

招生 18 名。  

06 (全日制)英国史 

07 (全日制)美国史 

08 (全日制)欧洲学 

09 (全日制)现代化比较研究 

10 (全日制)英联邦发展研究 

11 (全日制)欧洲文化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47 

世界史基础  

 

复试科目:1013 世界史（含专业英

A 组（01 方向-05 方向）招生

5 名；B 组（06 方向-13 方向）

招生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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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日制)犹太文化史 

13 (全日制)南海周边国家研究 

 

 

语）；1014 综合面试  

065100 文物与博物馆  21   

01 (全日制)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48 文博综合  

 

复试科目:1015 文物与博物馆学基

础；1016 综合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11 新闻传播学院(电话:89686206)  
94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50301 新闻学  14   

01 (全日制)新闻理论 

02 (全日制)新闻业务 

03 (全日制)媒介融合 

04 (全日制)媒介经济 

05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2 新闻传播史论

④946 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  

 

复试科目:1101 新闻学综合及研究

设计  

 

050302 传播学  20   

01 (全日制)传播史论 

02 (全日制)影视传播 

03 (全日制)网络与新媒体 

04 (全日制)传播社会学 

05 (全日制)广告学 

06 (全日制)媒介管理 

07 (全日制)南海舆情管理 

08 (全日制)计算传播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0 传播史论④959 

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  

 

复试科目:1103 传播学综合及研究

设计  

 

055200 新闻与传播  60   

01 (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 

F1 (非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1102 新闻与传播业务综

合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本专

业全日制招收 30 人；非全日

制招收 30 人，定向培养。 

012 教育研究院(电话:83686057)  

41  

教育学两个专业为学术型专

业，按教育学类招生；教育

经济与管理专业为学术型专

业，按管理学类招生。 

045100 教育为全日制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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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

受单独考试。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7   

01 (全日制)大学课程与教学 

02 (全日制)课程与教学管理 

03 (全日制)大学教师及专业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25 

教育学综合  

 

复试科目:1201 笔试：课程与教学

论；1206 综合素质考察（含面试） 

 

040106 高等教育学  8   

01 (全日制)高等教育原理 

02 (全日制)高等教育管理 

03 (全日制)高等教育与社会 

04 (全日制)院校发展与评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25 

教育学综合  

 

复试科目:1202 笔试：高等教育理论

与实践；1206 综合素质考察（含面

试）  

 

045100 教育  20   

01 (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44 英语国家社

会与文化  

 

复试科目:1203 笔试：专业综合；

1206 综合素质考察（含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2 (全日制)学科教学（物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02 普通物理一

（含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1203 笔试：专业综合；

1206 综合素质考察（含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6   

01 (全日制)知识和人力资源管理 

02 (全日制)学校行政管理 

03 (全日制)教育政策研究 

04 (全日制)教育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303 

数学三 或 667 经济学④937 教育

管理学  

 

复试科目:1204 笔试：高等学校管理

按管理学一级学科统一划定

复试线，可接收报考我校管

理类专业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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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1206 综合素质考察（含面试） 

013 国际关系研究院(电话:89683268) 
13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30207 国际关系  10   

01 (全日制)国际问题和大国关系研究 

02 (全日制)国际关系理论 

03 (全日制)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04 (全日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05 (全日制)南海周边国际关系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19 国际关系

（历史与理论）④943 专业英语  

 

复试科目:1301 101 国际关系理论；

1302 综合面试  

 

030208 外交学  3   

01 (全日制)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02 (全日制)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03 (全日制)大国外交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③619 

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④943 专业

英语  

 

复试科目:1303 外交学和中国外交；

1304 综合面试  

 

014 信息管理学院(电话:89686326)  
15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55300 出版  30   

01 (全日制)图书出版 

02 (全日制)报刊出版 

03 (全日制)音像出版 

04 (全日制)数字出版(含大数据与出

版) 

05 (全日制)出版物编辑 

06 (全日制)出版物营销 

07 (全日制)出版经营与管理 

08 (全日制)外国出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5 出版综合素质与能力④441 

出版专业基础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初试

合格、参加复试者，按初试

总分及复试成绩总分排序录

取。  

120501 图书馆学  8   

01 (全日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图书

馆管理研究 

02 (全日制)目录学研究 

03 (全日制)文献检索与利用 

04 (全日制)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 

05 (全日制)电子信息与网络检索 

06 (全日制)信息咨询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8 文献信息管理基础④988 图

书馆学、信息组织基础理论与方法  

“08 数字图书馆技术”方向

的考生单独排名，录取人数

不超过 3 人。初试合格、参

加复试者，按③④两门课及

复试成绩总分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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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全日制)阅读文化与文化传播 

08 (全日制)数字图书馆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8 文献信息管理基础④990 信

息组织与处理  

“08 数字图书馆技术”方向

的考生单独排名，录取人数

不超过 3 人。初试合格、参

加复试者，按③④两门课及

复试成绩总分排序录取。 

120502 情报学  19   

01 (全日制)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02 (全日制)竞争情报研究 

03 (全日制)信息处理与信息检索 

04 (全日制)信息系统工程 

05 (全日制)经贸信息管理 

06 (全日制)电子商务 

07 (全日制)电子政务 

08 (全日制)计算机图像处理与模式识

别 

09 (全日制)信息服务与信息保障 

10 (全日制)多媒体信息检索 

11 (全日制)信息保密与安全 

12 (全日制)信息资源管理 

13 (全日制)数据科学技术 

14 (全日制)信息分析 

15 (全日制)金融情报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85 信息管理与计

算机基础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初

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③④

两门课及复试成绩总分排序

录取。  

120503 档案学  7   

01 (全日制)档案学基础理论 

02 (全日制)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 

03 (全日制)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 

04 (全日制)电子文件管理研究 

05 (全日制)企业档案管理研究 

06 (全日制)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管理 

07 (全日制)智库知识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8 文献信息管理基础④989 档

案管理理论与方法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③④两门课及复试成绩总分

排序录取。  

1205Z2 出版学  6   

01 (全日制)编辑出版理论 

02 (全日制)出版物编辑 

03 (全日制)出版物营销 

04 (全日制)数字出版(含大数据与出

版) 

05 (全日制)出版经济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8 文献信息管理基础④987 编

辑出版理论与实务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

③④两门课及复试成绩总分

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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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全日制)外国出版 

07 (全日制)编辑出版史 

125500 图书情报  80   

01 (全日制)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02 (全日制)数字图书馆 

03 (全日制)知识管理与服务评价 

04 (全日制)竞争情报与保密安全 

05 (全日制)档案管理 

06 (全日制)智库知识管理 

07 (全日制)大数据与信息管理 

F1 (非全日制)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F2 (非全日制)数字图书馆  

F3 (非全日制)知识管理与服务评价  

F4 (非全日制)竞争情报与保密安全  

F5 (非全日制)档案管理  

F6 (非全日制)智库知识管理  

F7 (非全日制)大数据与信息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业全日制招收 35 人；非全日

制招收 45 人，定向培养。初

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初

试总分及复试成绩总分排序

录取。  

015 工程管理学院(电话:83597501)  
286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25100 金融  50   

01 (全日制)金融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④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科目:1511 金融工程与金融管

理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与牛

津大学联合培养，就读期间

赴牛津大学修习五门微课

程，另牛津大学选派教授来

南京大学讲授 2-5 门课程，

费用另付。  

0810Z1 控制科学与智能工程  8   

01 (全日制)管理-控制综合自动化 

02 (全日制)复杂系统建模、控制与优

化 

03 (全日制)智能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961 自动控制原理

一（经典 80%、现代 20%）  

 

复试科目:150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  

 

085400 电子信息  22   

01 (全日制)控制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961 自动控制原理

一（经典 80%、现代 20%）  

 

复试科目:150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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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50   

01 (全日制)金融服务与金融工程 

02 (全日制)大数据分析与决策 

03 (全日制)复杂工程与项目管理 

04 (全日制)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922 管理与运筹学

基础  

 

复试科目:1510 经济管理领域问题

与案例分析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125601 工程管理  105   

F1 (非全日制)项目管理 

F2 (非全日制)物流工程 

F3 (非全日制)金融工程 

F4 (非全日制)工业工程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定向

培养。本专业只招收非全日

制学生，不接受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计划，不招收推荐

免试生。  

125603 工业工程与管理  35   

01 (全日制)工业工程与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16   

01 (全日制)物流工程与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17 体育科学研究所(电

话:17751779168)  4  

本单位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咨询邮箱：

gfenghua@nju.edu.cn  

0401Z1 体育教育与训练学  4   

01 (全日制)体育教育与身心发展 

02 (全日制)体育教育与管理 

03 (全日制)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4 体育学综合  

 

复试科目:1701 综合  

 

018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电

话:02583592435、02583592651)  

25  

本单位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必须是学士学位获

得者（含能准时获得学士学

位的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

生），入学时需 TOEFL100 分

及以上或雅思 7 分及以上成

绩单。复试比例 150%。招生

25 名，学制 2 年，学费 4万/

年。毕业后可获得南京大学

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

学位文凭。中美中心网址：

http://hnchome.nju.ed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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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邮件：

hnc@hnc.nju.edu.cn。  

030207 国际关系  25   

01 (全日制)国际政治 

04 (全日制)美国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政治学基础④948 国际政治

学  

 

02 (全日制)国际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919 经济学原理  

 

03 (全日制)比较与国际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12 法理学④930 国际法专业综

合（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

际公法学）  

 

05 (全日制)能源、资源与环境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09 环境规划与管

理  

 

019 艺术学院(电话:83593750)  
63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1303J7 艺术文化学  20   

01 (全日制)艺术史论与文化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5 艺

术基础理论④940 艺术史论与批评  

 

复试科目:1901 ①艺术评论写作（按

01、02、03 不同专业方向考试）②面

试+英语口试  

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01 方

向招收 8 人，02 方向招收 7

人，03 方向招收 5 人。  

02 (全日制)艺术传播与文化创意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5 艺

术基础理论④942 艺术传播与文化

创意  

 

复试科目:1901 ①艺术评论写作（按

01、02、03 不同专业方向考试）②面

试+英语口试  

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01 方

向招收 8 人，02 方向招收 7

人，03 方向招收 5 人。  

03 (全日制)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5 艺

术基础理论④941 艺术教育与文化

传承  

 

复试科目:1902 ①艺术评论写作（按

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01 方

向招收 8 人，02 方向招收 7

人，03 方向招收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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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03 不同专业方向考试）②面

试+英语口试+艺术实践能力考核  

130400 美术学  9   

01 (全日制)美术理论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48 艺术综合④862 美术史论  

 

复试科目:1903 美术史论；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美术理论研究方向包含雕塑

理论、油画理论、中国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装饰设计理

论。  

02 (全日制)雕塑创作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48 艺术综合④871 美术理论一  

 

复试科目:1904 雕塑技法；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美术理论研究方向包含雕塑

理论、油画理论、中国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装饰设计理

论。  

03 (全日制)油画创作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48 艺术综合④871 美术理论一  

 

复试科目:1905 油画技法；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美术理论研究方向包含雕塑

理论、油画理论、中国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装饰设计理

论。  

04 (全日制)中国画创作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48 艺术综合④871 美术理论一  

 

复试科目:1906 中国画技法；1909 

综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美术理论研究方向包含雕塑

理论、油画理论、中国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装饰设计理

论。  

05 (全日制)书法创作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48 艺术综合④871 美术理论一  

 

复试科目:1907 书法技法；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美术理论研究方向包含雕塑

理论、油画理论、中国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装饰设计理

论。  

06 (全日制)现代装饰与设计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③648 艺术综合④871 美术理论一  

 

复试科目:1908 装饰设计技法；1909 

综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美术理论研究方向包含雕塑

理论、油画理论、中国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装饰设计理

论。  

135107 美术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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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日制)雕塑 

F1 (非全日制)雕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④872 美术理论二  

 

复试科目:1904 雕塑技法；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美术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25 人；美

术专业非全日制共招收9人，

定向培养。  

02 (全日制)油画 

F2 (非全日制)油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④872 美术理论二  

 

复试科目:1905 油画技法；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美术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25 人；美

术专业非全日制共招收9人，

定向培养。  

03 (全日制)中国画 

F3 (非全日制)中国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④872 美术理论二  

 

复试科目:1906 中国画技法；1909 

综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美术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25 人；美

术专业非全日制共招收9人，

定向培养。  

04 (全日制)书法 

F4 (非全日制)书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④872 美术理论二  

 

复试科目:1907 书法技法；1909 综

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美术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25 人；美

术专业非全日制共招收9人，

定向培养。  

05 (全日制)现代装饰与设计 

F5 (非全日制)现代装饰与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6 艺术基础④872 美术理论二  

 

复试科目:1908 装饰设计技法；1909 

综合口试和外语听说测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美术

专业全日制共招收 25 人；美

术专业非全日制共招收9人，

定向培养。  

020 海外教育学院(电话:83594613)  
2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20   

01 (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64 二外德语 或 265 二外法语 

或 266 西班牙语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2001 笔试：汉语国际教育

基础（含外语水平测试）；2002 面

试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不接

受单独考试。  

021 数学系(电话:83593117)  
55  

本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独

考试。  

025200 应用统计  15   

01 (全日制)应用统计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专业学位，基本学制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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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303 数学三④432 统计学  

 

复试科目:2101 大学数学；2102 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0 数学  40   

01 (全日制)基础数学 

02 (全日制)计算数学 

03 (全日制)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 (全日制)应用数学 

05 (全日制)运筹学与控制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27 数学分析④801 高等代数  

 

复试科目:2103 实变函数；2105 常

微分方程；2106 近世代数；2110 概

率论；2111 计算方法  

“数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复试五门笔试科目

五选三。  

022 物理学院(电话:83596649)  
147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0201 理论物理  22   

01 (全日制)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 

02 (全日制)计算物理 

03 (全日制)原子核理论与统计物理 

04 (全日制)量子场论与粒子物理 

05 (全日制)非线性物理和量子混沌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28 量子力学④802 普通物理一

（含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1 统计物理  

“物理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1   

01 (全日制)穆斯堡尔谱学 

02 (全日制)核分析方法 

03 (全日制)核安全 

04 (全日制)核理论 

05 (全日制)应用中子物理 

06 (全日制)纳米技术和原子修饰 

07 (全日制)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与应

用 

08 (全日制)宇宙学与超铉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29 原子核物理④802 普通物理

一（含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2 量子力学  

“物理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070205 凝聚态物理  49   

01 (全日制)晶体生长、缺陷、物性 

02 (全日制)固体相变、内耗 

03 (全日制)光电功能晶体及其应用 

04 (全日制)铁电物理 

05 (全日制)衍射物理、同步辐射及应

用 

06 (全日制)介电超晶格及应用 

07 (全日制)磁学、磁性材料、磁光、

磁电阻效应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28 量子力学④802 普通物理一

（含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3 固体物理  

“物理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本专业建有固体

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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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全日制)纳米材料 

09 (全日制)超导物理 

10 (全日制)光伏物理、能源与环境材

料物理 

11 (全日制)超导固态量子器件、量子

信息和量子计算 

12 (全日制)计算凝聚态物理 

070206 声学  23   

01 (全日制)物理声学与非线性声学 

02 (全日制)光声信息科学 

03 (全日制)超声学 

04 (全日制)生物医学超声学 

05 (全日制)环境声学与电声学 

06 (全日制)语言信号处理 

07 (全日制)功率超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或 633 数理方法二

④803 声学基础 或 804 普通物理

二（包括力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4 专业综合  

“物理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本专业建有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近代声学

实验室。  

070207 光学  14   

01 (全日制)非线性光学 

02 (全日制)微纳光子学 

03 (全日制)光信息处理与衍射光学 

04 (全日制)近场光学 

05 (全日制)超快光谱学 

06 (全日制)量子光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1 光学④802 普通物理一（含力

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2 量子力学  

“物理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本专业依托固体

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  

071011 生物物理学  8   

01 (全日制)结构生物学 

02 (全日制)软物质物理 

03 (全日制)计算系统生物学与生物网

络理论 

04 (全日制)单分子生物物理 

05 (全日制)纳米生物材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2 生物物理④802 普通物理一

（含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5 生物物理；2206 软

物质专业综合  

 

085400 电子信息  20   

01 (全日制)光学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02 普通物理一（含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复试科目:2208 光学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联系

电话：83596649。  

02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电

话:89684711)  
21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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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8 无线电物理  11   

01 (全日制)超导电子学 

02 (全日制)太赫兹光谱学 

03 (全日制)单光子探测机理 

04 (全日制)量子信息处理 

05 (全日制)人工电磁材料的理论和设

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64 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2301 无线电物理专业综

合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080901 物理电子学  5   

01 (全日制)电磁薄膜器件物理与技术 

02 (全日制)硅基 CMOS 器件与可靠性 

03 (全日制)新型成像技术 

04 (全日制)电磁波吸收材料 

05 (全日制)氧化物半导体电子器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64 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2302 物理电子学专业综

合  

 

080902 电路与系统  8   

01 (全日制)计算机视觉 

02 (全日制)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03 (全日制)医学成像与图像工程 

04 (全日制)显微成像增强技术 

05 (全日制)密码与信息安全 

06 (全日制)空间互联网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51 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2304 电路与系统专业综

合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31   

01 (全日制)半导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02 (全日制)半导体电子器件 

03 (全日制)半导体低维结构材料与纳

电子器件 

04 (全日制)集成电路设计 

05 (全日制)有机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06 (全日制)自旋电子学材料与器件 

07 (全日制)信息光子器件与超快光源

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64 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23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专业综合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1   

01 (全日制)单光子探测器件 

02 (全日制)太赫兹技术 

03 (全日制)超导量子器件 

04 (全日制)人工电磁材料及其应用 

05 (全日制)新型天线和微波射频器件

及其在无线技术中的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64 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2301 无线电物理专业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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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全日制)电磁吸波/透波材料及其

应用 

07 (全日制)低维材料的高频物性及其

在无线技术中的应用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2   

01 (全日制)无线移动通信 

02 (全日制)卫星通信 

03 (全日制)车载通信 

04 (全日制)多媒体通信 

05 (全日制)云计算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51 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2305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

业综合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12   

01 (全日制)信号检测与信息处理 

02 (全日制)雷达信号处理 

03 (全日制)智能信号处理 

04 (全日制)立体显示与可交互媒体 

05 (全日制)激光雷达成像技术 

06 (全日制)人工智能与类脑视觉 

07 (全日制)计算摄像学 

08 (全日制)视频信号处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51 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2306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

业综合  

 

085400 电子信息  120   

01 (全日制)电子与通信工程 

F1 (非全日制)电子与通信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51 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2308 电子与通信工程综

合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电子

信息专业全日制三个研究方

向共招收 90 人；非全日制三

个研究方向共招收 30 人，定

向培养。  

02 (全日制)集成电路工程 

F2 (非全日制)集成电路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64 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2309 集成电路工程综合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电子

信息专业全日制三个研究方

向共招收 90 人；非全日制三

个研究方向共招收 30 人，定

向培养。  

03 (全日制)微波与无线通信工程 

F3 (非全日制)微波与无线通信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64 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2310 微波与无线通信工

程综合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电子

信息专业全日制三个研究方

向共招收 90 人；非全日制三

个研究方向共招收 30 人，定

向培养。  

024 化学化工学院(电话:89686232)  
16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0300 化学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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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日制)无机化学 

02 (全日制)分析化学 

03 (全日制)有机化学 

04 (全日制)物理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4 大学化学 或 666 仪器分析

④852 有机化学 或 853 物理化学

（含结构化学）  

“化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本专业按方向各自

单独划线。复试后按复试成

绩加初试的外语及两门专业

课成绩在 A组（01 方向-04

方向）、B 组（05 方向）、C

组（06 方向）和 D 组（21 方

向）考生范围内重新排序，

最后确定录取名单（复试不

及格者不参加录取排序）。

无机化学 070301 含以下方

向：01 新型配位化合物的合

成和性能 02 生物无机化学

03 固相配位化学 04 有机金

属化学05结构和理论配位化

学 06 超分子化学 07 纳米化

学；分析化学 070302 含以下

方向：01 纳米生物电分析化

学 02 生物分析化学 03 生命

与功能材料的表界面分析 04

分离与分子识别05环境和能

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070303 含以下方向：01 有机

合成化学 02 金属有机化学

03 有机超分子化学 04 化学

生物学与药物化学05天然产

物全合成；物理化学 070304

含以下方向：01 催化化学 02

沸石化学 03 介观材料化学

04 表面与胶体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070305含以下方

向：01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 02

功能高分子03生物医用高分

子 04 高分子界面科学 05 高

分子溶液06生物医用高分子

复合材料、界面科学与工程；

理论与计算化学070321含以

下方向：01 现代电子结构理

论 02 量子反应动力学 03 生

物分子的理论模拟04介观材

料的理论模拟 05 统计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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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全日制)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4 大学化学 或 666 仪器分析

④850 高分子化学  

“化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本专业按方向各自

单独划线。复试后按复试成

绩加初试的外语及两门专业

课成绩在 A组（01 方向-04

方向）、B 组（05 方向）、C

组（06 方向）和 D 组（21 方

向）考生范围内重新排序，

最后确定录取名单（复试不

及格者不参加录取排序）。

无机化学 070301 含以下方

向：01 新型配位化合物的合

成和性能 02 生物无机化学

03 固相配位化学 04 有机金

属化学05结构和理论配位化

学 06 超分子化学 07 纳米化

学；分析化学 070302 含以下

方向：01 纳米生物电分析化

学 02 生物分析化学 03 生命

与功能材料的表界面分析 04

分离与分子识别05环境和能

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070303 含以下方向：01 有机

合成化学 02 金属有机化学

03 有机超分子化学 04 化学

生物学与药物化学05天然产

物全合成；物理化学 070304

含以下方向：01 催化化学 02

沸石化学 03 介观材料化学

04 表面与胶体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070305含以下方

向：01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 02

功能高分子03生物医用高分

子 04 高分子界面科学 05 高

分子溶液06生物医用高分子

复合材料、界面科学与工程；

理论与计算化学070321含以

下方向：01 现代电子结构理

论 02 量子反应动力学 03 生

物分子的理论模拟04介观材

料的理论模拟 05 统计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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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全日制)应用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07 化工原理  

“化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本专业按方向各自

单独划线。复试后按复试成

绩加初试的外语及两门专业

课成绩在 A组（01 方向-04

方向）、B 组（05 方向）、C

组（06 方向）和 D 组（21 方

向）考生范围内重新排序，

最后确定录取名单（复试不

及格者不参加录取排序）。

无机化学 070301 含以下方

向：01 新型配位化合物的合

成和性能 02 生物无机化学

03 固相配位化学 04 有机金

属化学05结构和理论配位化

学 06 超分子化学 07 纳米化

学；分析化学 070302 含以下

方向：01 纳米生物电分析化

学 02 生物分析化学 03 生命

与功能材料的表界面分析 04

分离与分子识别05环境和能

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070303 含以下方向：01 有机

合成化学 02 金属有机化学

03 有机超分子化学 04 化学

生物学与药物化学05天然产

物全合成；物理化学 070304

含以下方向：01 催化化学 02

沸石化学 03 介观材料化学

04 表面与胶体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070305含以下方

向：01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 02

功能高分子03生物医用高分

子 04 高分子界面科学 05 高

分子溶液06生物医用高分子

复合材料、界面科学与工程；

理论与计算化学070321含以

下方向：01 现代电子结构理

论 02 量子反应动力学 03 生

物分子的理论模拟04介观材

料的理论模拟 05 统计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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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日制)理论与计算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02 普通物理一（含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或 853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化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本专业按方向各自

单独划线。复试后按复试成

绩加初试的外语及两门专业

课成绩在 A组（01 方向-04

方向）、B 组（05 方向）、C

组（06 方向）和 D 组（21 方

向）考生范围内重新排序，

最后确定录取名单（复试不

及格者不参加录取排序）。

无机化学 070301 含以下方

向：01 新型配位化合物的合

成和性能 02 生物无机化学

03 固相配位化学 04 有机金

属化学05结构和理论配位化

学 06 超分子化学 07 纳米化

学；分析化学 070302 含以下

方向：01 纳米生物电分析化

学 02 生物分析化学 03 生命

与功能材料的表界面分析 04

分离与分子识别05环境和能

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070303 含以下方向：01 有机

合成化学 02 金属有机化学

03 有机超分子化学 04 化学

生物学与药物化学05天然产

物全合成；物理化学 070304

含以下方向：01 催化化学 02

沸石化学 03 介观材料化学

04 表面与胶体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070305含以下方

向：01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 02

功能高分子03生物医用高分

子 04 高分子界面科学 05 高

分子溶液06生物医用高分子

复合材料、界面科学与工程；

理论与计算化学070321含以

下方向：01 现代电子结构理

论 02 量子反应动力学 03 生

物分子的理论模拟04介观材

料的理论模拟 05 统计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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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600 材料与化工  30   

01 (全日制)化学工程 

02 (全日制)化学工程（淮安研究院专

项计划） 

03 (全日制)化学工程（常州研究院专

项计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07 化工原理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复试

后按复试成绩加初试的外语

及两门专业课成绩在化学工

程专业考生范围内重新排

序，最后确定录取名单（复

试不及格者不参加录取排

序）。招生名额中含南京大

学淮安高新技术研究院、常

州高新技术研究院专项计划

各 5 名，专项计划录取生须

在当地高新技术研究院完成

科研工作和毕业论文，填报

专项计划且复试合格考生优

先录取。  

025 环境学院(电话:89680620)  
13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83001 环境科学  37   

01 (全日制)环境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08 环境化学  

 

复试科目:2501 综合面试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本

专业按方向各自单独划线。

02 (全日制)环境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10 环境生物学  

 

复试科目:2501 综合面试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本

专业按方向各自单独划线。

03 (全日制)环境规划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09 环境规划与管

理  

 

复试科目:2501 综合面试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本

专业按方向各自单独划线。

083002 环境工程  28   

01 (全日制)环境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44 环境工程学  

 

复试科目:2501 综合面试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085700 资源与环境  70   

01 (全日制)环境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08 环境化学 或 

809 环境规划与管理 或 810 环境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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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 或 844 环境工程学  

 

复试科目:2501 综合面试  

026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电

话:89681210)  
2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0400 天文学  25   

01 (全日制)天体物理 

02 (全日制)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05 普通物理三（含

力学、电磁学） 或 812 天文学  

 

复试科目:2601 笔试(英语、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2602 综合面试（综

合素质测试、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

“天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天文学”专业

包括天体物理、天体测量与

天体力学两个专业方向。其

中，“天体物理”方向包括

以下研究领域：01 高能天体

物理；02 恒星物理；03 太阳

物理；04 星系和宇宙学；05

核天体物理；06 致密星物理；

07 数值天体物理；08 空间天

气学；09 恒星形成；10 活动

星系核。 “天体测量与天体

力学”方向包括以下研究领

域：01 航天器轨道力学；02

天文参考系；03 太阳系动力

学；04 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定

性研究；05 银河系结构；06

行星形成与演化；07 航天动

力学与控制；08 太阳系外行

星探测、形成与动力学；09

相对论基本天文学。  

027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电

话:89684209)  
9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公布的招生计划中

不含原海洋局联合培养名

额。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   

01 (全日制)区域发展研究 

02 (全日制)经济地理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847 经济地理学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070501 自然地理学  20   

01 (全日制)地貌、地表过程与全球变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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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02 (全日制)水文水资源与水环境 

03 (全日制)土壤、土地资源与土地利

用/覆被变化 

04 (全日制)环境地理与景观生态 

05 (全日制)海岸带资源与环境 

06 (全日制)冰冻圈气候与环境 

07 (全日制)气候变化与全球环境变化 

08 (全日制)南海研究 

③302 数学二④813 自然地理学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070502 人文地理学  20   

01 (全日制)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02 (全日制)土地利用与规划 

03 (全日制)城市地理与城市研究 

04 (全日制)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 

05 (全日制)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 

06 (全日制)非洲地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13 自然地理学 或 

814 人文地理学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6   

01 (全日制)地图学研究与地图设计 

02 (全日制)GIS 设计、开发与应用 

03 (全日制)遥感地学分析 

04 (全日制)虚拟地理环境 

05 (全日制)空间分析与地理建模 

06 (全日制)3S 技术集成与应用 

07 (全日制)时空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08 (全日制)海洋及南海 GIS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15 地理信息系统

概论  

 

复试科目: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2703 笔试：C 语言（笔

试与上机考试）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0705J2 海洋地球科学  5   

01 (全日制)海洋地貌与沉积 

02 (全日制)海洋沉积动力学 

03 (全日制)流域-海岸相互作用 

04 (全日制)海洋地球化学与生物地球

化学 

05 (全日制)南海研究 

06 (全日制)大陆边缘构造与油气资源 

07 (全日制)极地海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13 自然地理学 或 

816 海洋科学导论 或 817 地质学

基础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海洋科学”是江苏省一级

重点学科；本专业拥有海洋

科学博士后流动站，建有海

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是国家 2011 计划“中

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所在平台之一。  

0705Z5 资源环境遥感  12   

01 (全日制)遥感原理、方法与应用 

02 (全日制)数字摄影测量与卫星测绘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57 遥感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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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全日制)遥感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04 (全日制)海洋及南海遥感 

05 (全日制)自然资源遥感 

06 (全日制)生态环境遥感 

07 (全日制)冰冻圈遥感 

 

复试科目: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2703 笔试：C 语言（笔

试与上机考试）  

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  2   

01 (全日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02 (全日制)地貌与第四纪地质 

03 (全日制)环境考古 

04 (全日制)古环境、古生态、古气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13 自然地理学 或 

817 地质学基础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083001 环境科学  4   

01 (全日制)环境地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11 环境科学导论 

或 813 自然地理学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5   

01 (全日制)土地资源评价 

02 (全日制)土地经济与政策 

03 (全日制)土地利用规划 

04 (全日制)土地调查与管理技术 

05 (全日制)土地资源资产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④813 自然地理学 或 

819 土地管理学  

 

复试科目:2701 笔试：专业综合加专

业英语；2702 面试：英语口语与听

力加专业综合  

 

028 大气科学学院(电话:89682541)  
4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0600 大气科学  40   

01 (全日制)气象学 

02 (全日制)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02 数

学二④820 专业综合（含大气科学概

论、天气学、动力气象学）  

本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学科，下设气象学和大

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两个二

级学科。气象学为国家重点

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中尺

度灾害性天气演变机理和可

预报性、东亚气候变异动力

学、区域气候模拟、陆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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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雷达和卫星气象等。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为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主要研究

方向：大气边界层物理、大

气环境、大气化学、大气辐

射、遥感探测、城市气象、

云降水物理与人工影响天

气、气候与环境相互作用等。

029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电

话:89680703)  
11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27   

01 (全日制)矿物晶体化学 

02 (全日制)成岩成矿矿物学 

03 (全日制)表面矿物学 

04 (全日制)行星矿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9 普通地质学④823 矿物学（含

结晶学）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本专业建有内生

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A 组（01 方向

-04 方向）为矿物学方向，B

组（05 方向-09 方向）为岩

石学方向，C 组（10 方向-12

方向）为矿床学方向。A、B、

C 三组各自单独划线。  

05 (全日制)岩石地球化学 

06 (全日制)大地构造岩石学 

07 (全日制)岩浆岩岩石学 

08 (全日制)沉积岩岩石学与沉积学 

09 (全日制)实验岩石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9 普通地质学④821 岩石学（含

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本专业建有内生

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A 组（01 方向

-04 方向）为矿物学方向，B

组（05 方向-09 方向）为岩

石学方向，C 组（10 方向-12

方向）为矿床学方向。A、B、

C 三组各自单独划线。  

10 (全日制)金属成矿机制 

11 (全日制)成岩成矿流体 

12 (全日制)油气成藏机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9 普通地质学④824 矿床学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本专业建有内生

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A 组（01 方向

-04 方向）为矿物学方向，B

组（05 方向-09 方向）为岩

石学方向，C 组（10 方向-12

方向）为矿床学方向。A、B、

C 三组各自单独划线。  

070902 地球化学  12   

01 (全日制)环境地球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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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全日制)矿床地球化学 

03 (全日制)有机地球化学 

04 (全日制)同位素地球化学 

05 (全日制)海洋地球化学 

③639 普通地质学④825 地球化学  重点学科。  

0709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5   

01 (全日制)演化古生物 

02 (全日制)系统古生物学 

03 (全日制)古气候与古生态学 

04 (全日制)地层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9 普通地质学④826 古生物地

史学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070904 构造地质学  8   

01 (全日制)板块构造 

02 (全日制)岩石圈动力学 

03 (全日制)盆地构造 

04 (全日制)构造地质 

05 (全日制)岩石圈热演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9 普通地质学④827 构造地质

学  

“地质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0709Z3 地震学  4   

01 (全日制)地震学 

02 (全日制)地球动力学 

03 (全日制)应用地球物理学 

04 (全日制)岩石物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30 地震学④802 普通物理一（含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或 822 

地球物理学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2   

01 (全日制)核能资源地质学 

02 (全日制)应用同位素地球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21 岩石学（含火成

岩、沉积岩和变质岩）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5   

01 (全日制)地质过程计算模拟 

02 (全日制)计算地球化学和计算矿物

学 

03 (全日制)地球化学动力学 

04 (全日制)３S 技术与地质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29 地球科学概论  

 

081803 地质工程  10   

01 (全日制)环境岩土工程 

02 (全日制)岩土工程监测与信息化技

术 

03 (全日制)岩土力学 

04 (全日制)边坡工程与区域稳定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30 工程地质学和

土力学  

 



南京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注：我校全日制接收推免生，非全日制不接收推免生，各专业拟录取推免生人数将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15 日

在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请届时查询。我校各专业最终招生人数根据教育部下达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可能

增加或减少）。 
第 41 页  共 53 页 

05 (全日制)地下工程 

0818J3 水文学与水资源  12   

01 (全日制)地下水动力学 

02 (全日制)地下水资源评价 

03 (全日制)陆地水文学 

04 (全日制)包气带水文学 

05 (全日制)地下水随机理论 

06 (全日制)水环境地球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63 水文学基础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和江苏省重点学科。 

085700 资源与环境  30   

01 (全日制)地质工程—环境岩土工程 

02 (全日制)地质工程—水资源与水环

境工程 

03 (全日制)地质工程—矿产资源勘探

和开发 

04 (全日制)地质工程—能源地质与工

程 

05 (全日制)地质工程—环境地球化学

工程 

06 (全日制)地质工程—应用地球物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36 应用地质学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30 生命科学学院(电话:89681109)  
197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1001 植物学  18   

01 (全日制)植物系统学 

02 (全日制)藻菌生物学及其生物工程 

03 (全日制)药用植物化学 

04 (全日制)植物生理生化 

05 (全日制)植物细胞工程 

06 (全日制)植物分子生物学 

07 (全日制)植物基因工程 

08 (全日制)生物信息学 

09 (全日制)重要次生物质的合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41 普通生物学④833 生理学 A 

或 861 生物化学一  

“生物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植物与动物科学、

农业科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

排名前 1%  

071002 动物学  4   

01 (全日制)动物生态学 

02 (全日制)水生动物学 

03 (全日制)免疫学 

04 (全日制)遗传学 

05 (全日制)动物行为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41 普通生物学④835 生态学  

“生物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植物与动物科学

入选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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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03 生理学  9   

01 (全日制)神经生物学 

02 (全日制)免疫药理、免疫病理与疾

病防御 

03 (全日制)炎症反应的病理生理学 

04 (全日制)生殖生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41 普通生物学④833 生理学 A 

或 861 生物化学一  

“生物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本专业属于医药

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

与毒理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

排名前 1%  

071007 遗传学  30   

01 (全日制)模式动物与疾病模型 

02 (全日制)肿瘤生物学 

03 (全日制)心血管生物学 

04 (全日制)代谢生物学 

05 (全日制)神经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51 遗传学④833 生理学 A 或 

858 细胞生物学二  

“生物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此专业为模式动

物研究所独立招生，联系电

话：025-58641595。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7   

01 (全日制)多肽药物的基因工程和蛋

白质工程 

02 (全日制)基因表达调控 

03 (全日制)分子医学 

04 (全日制)药物传递及纳米生物学 

05 (全日制)分子识别及生物传感 

06 (全日制)细胞信号转导 

07 (全日制)生物信息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41 普通生物学④833 生理学 A 

或 861 生物化学一  

“生物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本专业属于医药

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专业07生物信息学研究方

向可接受软件学院、数学系

及物理学院考生。生物学和

生物化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

排名前 1%  

071300 生态学  16   

01 (全日制)逆境生理生态 

02 (全日制)化学生态 

03 (全日制)物种保育生态 

04 (全日制)湿地生态 

05 (全日制)资源生态 

06 (全日制)生态工程 

07 (全日制)城市生态 

08 (全日制)景观生态 

09 (全日制)森林生态 

10 (全日制)分子生态 

11 (全日制)遗传生态 

12 (全日制)恢复生态 

13 (全日制)进化生态 

14 (全日制)生态规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41 普通生物学④835 生态学  

“生物学”为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环境与生态学入

选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 

086000 生物与医药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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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日制)制药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60 生理学 B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业属于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药理学与毒理学

入选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 

100701 药物化学  8   

01 (全日制)天然药物化学 

02 (全日制)药物合成化学 

03 (全日制)中药有效成分研究 

04 (全日制)药物构效关系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9 药学基础综合（生物化学、有

机化学各占 1/2）  

可接收我校化学化工学院考

生。本专业属于医药生物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药理学

与毒理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

排名前 1%  

100702 药剂学  11   

01 (全日制)缓控释给药 

02 (全日制)靶向给药 

03 (全日制)新型制剂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9 药学基础综合（生物化学、有

机化学各占 1/2）  

本专业属于医药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药理学与毒

理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排名

前 1%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9   

01 (全日制)微生物生物工程 

02 (全日制)微生物分子遗传 

03 (全日制)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及其新

药研究 

04 (全日制)多肽和基因药物的生物工

程 

05 (全日制)酶抑制剂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9 药学基础综合（生物化学、有

机化学各占 1/2）  

本专业属于医药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药理学与毒

理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排名

前 1%  

100706 药理学  10   

01 (全日制)免疫药理学 

02 (全日制)神经药理学 

03 (全日制)内分泌药理学 

04 (全日制)肿瘤药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9 药学基础综合（生物化学、有

机化学各占 1/2）  

本专业属于医药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药理学与毒

理学入选 ESI 学科全球排名

前 1%  

032 软件学院(电话:83621360-936)  

33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同等学力考生必须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一篇

CCF 公布推荐的国际学术会

议和期刊目录中期刊和会议

论文（正式论文，不能是短

文或者海报）。  

083500 软件工程  20   

01 (全日制)软件工程技术 

02 (全日制)信息系统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42 数据结构、软件

工程、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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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全日制)嵌入式系统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  310   

01 (全日制)软件工程 

F1 (非全日制)软件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42 数据结构、软件

工程、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  

专业学位，学制 2 年。本专

业全日制招收 240 人；非全

日制招收 70 人，定向培养。

不接受强军计划，不接受少

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初

试专业课不参加全国统考。

0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电

话:83594674)  
230  

本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独

考试。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01 (全日制)软件方法学与自动化 

02 (全日制)分布计算与并行处理 

03 (全日制)计算机网络与体系结构 

04 (全日制)系统软件与中间件 

05 (全日制)软件可信性与质量保障 

06 (全日制)软件分析与测试 

07 (全日制)大数据与云计算 

08 (全日制)计算理论与形式化方法 

09 (全日制)语义万维网技术 

10 (全日制)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11 (全日制)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 

12 (全日制)媒体计算与内容处理 

13 (全日制)自然语言处理 

14 (全日制)数据库与信息检索 

15 (全日制)网络空间安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45 数据结构和算

法、操作系统、计算机系统基础、计

算机网络  

 

复试科目:3301 笔试：离散数学；

3302 笔试：编译原理；3303 C++程

序设计上机考试；3304 综合面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一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本系

建有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录取方法：严

格执行差额复试；参照 1：1.2

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确定复试

名单；复试包括笔试、面试

和程序设计上机考试；笔试、

面试或程序设计上机考试不

及格者不予录取。复试成绩

将计入总分，重新排序，按

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083500 软件工程  10   

01 (全日制)复杂软件理论与自动化 

02 (全日制)需求工程与领域工程 

03 (全日制)形式化方法与技术 

04 (全日制)软件建模与验证 

05 (全日制)可信软件方法与技术 

06 (全日制)软件体系结构与自适应系

统 

07 (全日制)服务计算与中间件 

08 (全日制)软件分析 

09 (全日制)软件测试 

10 (全日制)软件数据挖掘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45 数据结构和算

法、操作系统、计算机系统基础、计

算机网络  

 

复试科目:3301 笔试：离散数学；

3302 笔试：编译原理；3303 C++程

序设计上机考试；3304 综合面试  

“软件工程”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本系建有计算机软件

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录

取方法：严格执行差额复试；

按照 1：1.2 比例由高分到低

分确定复试名单；复试包括

笔试、面试和程序设计上机

考试；笔试、面试或程序设

计上机考试不及格者不予录

取。复试成绩将计入总分，

重新排序，按序从高到低依

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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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00 电子信息  140   

01 (全日制)计算机技术 

F1 (非全日制)计算机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45 数据结构和算

法、操作系统、计算机系统基础、计

算机网络  

 

复试科目:3301 笔试：离散数学；

3302 笔试：编译原理；3303 C++程

序设计上机考试；3304 综合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业全日制招收 90 人；非全日

制招收 50 人，定向培养。 

034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

话:83594668)  
120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80300 光学工程  17   

01 (全日制)固态激光工程与应用 

02 (全日制)量子信息工程 

03 (全日制)光通信系统关键器件及其

应用 

04 (全日制)光伏技术及应用 

05 (全日制)光传感及检测技术 

06 (全日制)微纳光学 

07 (全日制)液晶光学器件 

08 (全日制)光电子器件和集成光子学 

09 (全日制)量子光学 

10 (全日制)非线性光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69 光学原理 或 

98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复试科目:3401 光学工程专业基础

综合课程（包括几何光学、物理光学、

工程光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选

择答题）；3404 面试  

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31   

01 (全日制)材料物理与化学 

02 (全日制)材料学 

03 (全日制)材料加工工程 

04 (全日制)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5 (全日制)介电超晶格及其微结构材

料与器件 

06 (全日制)介电铁电薄膜与集成器件 

07 (全日制)人工带隙材料 

08 (全日制)全氧化物异质结构与器件 

09 (全日制)纳米材料与纳米电子学 

10 (全日制)新型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 

11 (全日制)材料设计中的高性能计算 

12 (全日制)信息存储材料与器件 

13 (全日制)光催化能源和环境材料工

程 

14 (全日制)微电子互连材料与新型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39 材料物理基础 

或 848 材料化学基础  

 

复试科目:3402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基础综合课程（包括材料科学与工

程基础、材料表征、无机非金属材料、

电化学等）；3404 面试  

材料科学与工程为国家“双

一流”建设学科，下设材料

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学

科）、材料学、材料加工工

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4 个

二级学科。  



南京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注：我校全日制接收推免生，非全日制不接收推免生，各专业拟录取推免生人数将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15 日

在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请届时查询。我校各专业最终招生人数根据教育部下达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可能

增加或减少）。 
第 46 页  共 53 页 

属薄膜材料 

15 (全日制)聚焦离子束微加工技术 

16 (全日制)扫描和透射电镜显微术 

17 (全日制)新型复合涂层材料 

18 (全日制)微纳加工技术 

19 (全日制)原子层沉积技术 

20 (全日制)储能材料与电池工程 

0805J1 健康工程  7   

01 (全日制)生物医学影像与仪器 

02 (全日制)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03 (全日制)分子工程与纳米医学 

04 (全日制)细胞工程与再生医学 

05 (全日制)生物医学信息与系统生物

学 

06 (全日制)生物能源与生物电子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④848 材料化学基础 

或 849 生物医学工程概论  

 

复试科目:3403 健康工程专业综合

（内容包括生物医学工程概论、医学

纳米技术与纳米医学、普通化学）；

3404 面试  

 

085400 电子信息  20   

01 (全日制)光学工程—激光工程 

02 (全日制)光学工程—量子信息工程 

03 (全日制)光学工程—光通信系统关

键器件及其应用 

04 (全日制)光学工程—光伏技术及应

用 

05 (全日制)光学工程—光传感及检测

技术 

06 (全日制)光学工程—微纳光学 

07 (全日制)光学工程—液晶光学器件 

08 (全日制)光学工程—光电子器件和

集成光子学 

09 (全日制)光学工程—量子光学 

10 (全日制)光学工程—非线性光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02 普通物理一（含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 或 869 

光学原理 或 982 微机原理与接口

技术  

 

复试科目:3401 光学工程专业基础

综合课程（包括几何光学、物理光学、

工程光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选

择答题）；3404 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85600 材料与化工  45   

01 (全日制)材料工程—人工带隙材料

与器件 

02 (全日制)材料工程—全氧化物异质

结构与器件 

03 (全日制)材料工程—信息薄膜材料

与器件 

04 (全日制)材料工程—纳米薄膜与涂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④839 材料物理基础 

或 848 材料化学基础  

 

复试科目:3402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基础综合课程（包括材料科学与工

程基础、材料表征、无机非金属材料、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南京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注：我校全日制接收推免生，非全日制不接收推免生，各专业拟录取推免生人数将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15 日

在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请届时查询。我校各专业最终招生人数根据教育部下达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可能

增加或减少）。 
第 47 页  共 53 页 

层技术 

05 (全日制)材料工程—新能源材料与

工程 

06 (全日制)材料工程—生物医用材料 

07 (全日制)材料工程—微纳加工技术 

08 (全日制)材料工程—材料设计与计

算 

09 (全日制)材料工程—功能聚合物材

料 

10 (全日制)材料工程—生物分析与传

感技术 

电化学等）；3404 面试  

035 医学院(电话:83686033)  

16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不接受同等学力、

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开放

教育和自学考试考生。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为全国统考科目。  

077800 基础医学  30   

01 (全日制)代谢与疾病发生 

02 (全日制)感染与分子免疫 

03 (全日制)肿瘤与生物治疗  

04 (全日制)干细胞与组织再生  

05 (全日制)生殖与发育 

06 (全日制)遗传与相关疾病 

07 (全日制)药物治疗与分子诊断 

08 (全日制)病理学与分子诊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52 细胞生物学一④840 医学免

疫学 或 841 分子生物学  

 

复试科目:3501 笔试：遗传学；3502 

面试：综合知识  

 

100201 内科学  15   

01 (全日制)肾脏病学 

02 (全日制)内分泌疾病 

03 (全日制)消化系疾病 

04 (全日制)呼吸系统疾病 

05 (全日制)血液病 

06 (全日制)心血管病 

07 (全日制)风湿病 

08 (全日制)传染病 

09 (全日制)神经病学 

10 (全日制)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1 (全日制)肿瘤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3504 面试：内科学；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3506 面试：儿

科学；3508 面试：神经病学；3510 面

试：临床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3520 

面试：临床肿瘤学  

01-12 方向复试科目：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 01-08 方

向复试科目：3504 面试：内

科学 09 方向复试科目：3508

面试：神经病学 10 方向复试

科目：3510 面试：临床精神

病学、临床心理学 11 方向复

试科目：3520 面试：临床肿

瘤学 12 方向复试科目：3506

面试：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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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日制)儿科学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   

01 (全日制)双源 CT在心血管病的应用

研究 

02 (全日制)脑肿瘤影像与病理对照研

究 

03 (全日制)肿瘤多模态分子影像研究 

04 (全日制)癫痫多模态磁共振功能成

像研究 

05 (全日制)创伤应激障碍多模态磁共

振功能成像研究 

06 (全日制)肝性脑病多模态磁共振功

能成像研究 

07 (全日制)肝、胰、肾疾患的影像学

研究 

08 (全日制)妇科疾患的影像学研究 

09 (全日制)肿瘤与血管性病变介入治

疗的临床实验研究 

10 (全日制)超声造影及靶向造影的研

究和介入超声研究 

11 (全日制)医学图像处理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

3512 面试：医学影像学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2   

01 (全日制)临床免疫与自身免疫性疾

病 

02 (全日制)血脂分析与心脑血管疾病 

03 (全日制)病原微生物的实验诊断 

04 (全日制)分子生物学实验研究 

05 (全日制)疾病分子标志物的基础和

临床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

3529 面试：专业英语、临床检验基

础  

 

100210 外科学  15   

01 (全日制)泌尿外科 

02 (全日制)普外 

03 (全日制)胸心外 

04 (全日制)神经外科 

05 (全日制)骨外 

06 (全日制)整形外科 

07 (全日制)皮肤与性病学 

08 (全日制)烧伤外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

3515 面试：外科学；3517 面试：妇

产科学；3518 面试：眼科学；3519 面

试：耳鼻咽喉学 ；3534 面试：急诊

医学  

01-13 方向复试科目：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 01-09 方

向复试科目：3515 面试：外

科学 10 方向复试科目：3518

面试：眼科学 11 方向复试科

目：3519 面试：耳鼻咽喉学

12方向复试科目：3534面试：

急诊医学 13 方向复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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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全日制)男科学 

10 (全日制)眼科学 

11 (全日制)耳鼻咽喉科学 

12 (全日制)急诊医学 

13 (全日制)妇产科学 

3517 面试：妇产科学  

100217 麻醉学  3   

01 (全日制)临床麻醉学 

02 (全日制)心肺脑复苏 

03 (全日制)疼痛生理疼痛治疗 

04 (全日制)麻醉药理 

05 (全日制)围手术期重要脏器生理功

能调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3505 笔试：病理生理学；

3522 面试：麻醉学  

 

100300 口腔医学  6   

01 (全日制)口腔临床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科目:3524 笔试：口腔基础医学

（含口腔组织病理学、口腔解剖生理

学）；3525 面试：口腔临床医学  

 

100706 药理学  2   

01 (全日制)药物基因组学与合理用药 

02 (全日制)群体药物动力学-药效动

力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669 药学基础综合（生物化学、有

机化学各占 1/2）  

 

复试科目:3526 笔试：药理学；3527 

面试：临床药理学  

 

105100 临床医学  50   

01 (全日制)内科学 

02 (全日制)儿科学 

03 (全日制)神经病学 

04 (全日制)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5 (全日制)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6 (全日制)临床检验诊断学 

07 (全日制)外科学 

08 (全日制)妇产科学 

09 (全日制)眼科学 

10 (全日制)耳鼻咽喉科学 

11 (全日制)肿瘤学 

12 (全日制)麻醉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科目:3528 复试形式及内容与

学术型相应专业相同  

不接受跨专业考生，不接受

已获得规培结业证考生。专

业学位，学制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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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日制)急诊医学 

14 (全日制)皮肤病与性病学 

15 (全日制)临床病理学 

16 (全日制)全科医学 

105200 口腔医学  20   

01 (全日制)口腔医学（专业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科目:3524 笔试：口腔基础医学

（含口腔组织病理学、口腔解剖生理

学）；3525 面试：口腔临床医学  

不接受跨专业考生。专业学

位，学制 3年。  

105400 护理  20   

01 (全日制)临床护理（内科护理、外

科护理、口腔护理、肿瘤护理、急危重

症护理） 

02 (全日制)临床护理（麻醉护理、助

产护理、静脉治疗、伤口造口护理、营

养支持护理、血液净化护理） 

03 (全日制)社区护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8 护理综合  

 

复试科目:3530 笔试：内科护理学

（含健康评估学）；3531 面试：护

理综合技能考核（含专业问题和学科

前瞻性问题、英语口语考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不接

受跨专业考生。  

04 (全日制)护理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8 护理综合  

 

复试科目:3532 笔试：护理管理学；

3533 面试：护理综合技能考核（含

专业问题和学科前瞻性问题，英语口

语考试）；护理管理学（含健康评估

学）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不接

受跨专业考生。  

03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电

话:83593020)  
13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81300 建筑学  31   

01 (全日制)建筑历史与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55 建筑学基础

④843 中外建筑历史与理论  

 

复试科目:3601 建筑设计(6 小时快

图题)；3602 建筑理论写作  

01 方向招生 8 名，02 方向招

生 11 名，03 方向招生 5名，

04 方向招生 7 名。各方向均

单独排名。考生可登陆

http://arch.nju.edu.cn 查

阅研究生培养方案获取更多

信息。特别说明：学术型研

究生培养目标和方案与专业

硕士完全不同，请考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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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了解。  

02 (全日制)城市与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55 建筑学基础

④843 中外建筑历史与理论  

 

复试科目:3601 建筑设计(6 小时快

图题)；3606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  

01 方向招生 8 名，02 方向招

生 11 名，03 方向招生 5名，

04 方向招生 7 名。各方向均

单独排名。考生可登陆

http://arch.nju.edu.cn 查

阅研究生培养方案获取更多

信息。特别说明：学术型研

究生培养目标和方案与专业

硕士完全不同，请考生仔细

查阅了解。  

03 (全日制)数字建筑与 CAAD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02 数学二 或 355 

建筑学基础④842 数据结构、软件工

程、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 或 843 

中外建筑历史与理论  

 

复试科目:3601 建筑设计(6 小时快

图题)；3603 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  

01 方向招生 8 名，02 方向招

生 11 名，03 方向招生 5名，

04 方向招生 7 名。各方向均

单独排名。考生可登陆

http://arch.nju.edu.cn 查

阅研究生培养方案获取更多

信息。特别说明：学术型研

究生培养目标和方案与专业

硕士完全不同，请考生仔细

查阅了解。  

04 (全日制)建筑技术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01 数学一 或 355 

建筑学基础④828 传热学 或 843 

中外建筑历史与理论  

 

复试科目:3604 建筑设计(6 小时快

图题)或建筑物理  

01 方向招生 8 名，02 方向招

生 11 名，03 方向招生 5名，

04 方向招生 7 名。各方向均

单独排名。考生可登陆

http://arch.nju.edu.cn 查

阅研究生培养方案获取更多

信息。特别说明：学术型研

究生培养目标和方案与专业

硕士完全不同，请考生仔细

查阅了解。  

083300 城乡规划学  26   

01 (全日制)城市研究与规划 

02 (全日制)区域发展与规划 

03 (全日制)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 

04 (全日制)城市规划新技术 

05 (全日制)城市公共安全与防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56 城市规划基础

④447 城市规划相关知识  

 

复试科目:3605 规划与设计(6 小时

快图题)  

 

085100 建筑学  46   

01 (全日制)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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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03 日语③355 建筑学基础

④843 中外建筑历史与理论  

 

复试科目:3601 建筑设计(6 小时快

图题)  

业只招收建筑学专业的本科

生。  

085300 城市规划  32   

01 (全日制)城市研究与规划 

02 (全日制)区域发展与规划 

03 (全日制)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 

04 (全日制)城市规划新技术 

05 (全日制)城市公共安全与防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356 城市规划基础

④447 城市规划相关知识  

 

复试科目:3605 规划与设计(6 小时

快图题)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037 人工智能学院(电话:89681568)  
55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01 (全日制)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02 (全日制)智能系统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55 数据结构、算

法、人工智能、概率统计  

 

复试科目:3701 笔试：离散数学；

3702 笔试：机器学习；3703 C++程

序设计上机考试；3704 综合面试  

 

085400 电子信息  10   

F1 (非全日制)计算机技术—机器学习

与数据挖掘 

F2 (非全日制)计算机技术—智能系统

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④855 数据结构、算

法、人工智能、概率统计  

 

复试科目:3701 笔试：离散数学；

3702 笔试：机器学习；3703 C++程

序设计上机考试；3704 综合面试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本专

业不接收推免生，不接受少

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只

招收非全日制，定向培养。

098 匡亚明学院(电话:89681392)  
12  

本院系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

独考试。  

070300 化学  12   

01 (全日制)复杂体系的化学物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或 634 大学化学

④802 普通物理一（含力学、热学、

光学、电磁学） 或 853 物理化学（含

结构化学）  

研究方向具体分为三个领

域：01 生物大分子等软物质

体系，02 超分子、功能材料

等化学体系，03 脑科学与人

工智能，均为学术型三年制

硕士研究生。严格执行差额

复试，按照 1:1.2 比例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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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低分确定复试名单；复

试采取面试的形式，按初试

成绩及复试成绩加权后确定

录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