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公告（一） 

我校共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 个，二级学科 9 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14个。我校 2020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1395

人，其中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121人，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 274 人。 

根据教育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

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我校 2020 年除部分专业因第一志愿

上线考生较多暂不接收考生调剂外，其它大部分专业均接收考

生调剂，需调剂的专业详见《2020 年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

生拟调剂专业汇总表》。 

具体调剂政策、复试、录取等有关信息预计五月中旬左右

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内蒙古工

业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网(http://imut.edu.cn)网站发

布，届时考生可登陆查看。《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预

计将在 5 月 20日左右开通，待调剂系统正式开通后，申请调剂

我校的考生可直接登陆该网站填写调剂志愿。 

我校调剂基本条件和政策如下： 

1、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我校相关专业的报考条件，报考条件

详见《2020年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2020年二区的《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部分专业调剂分数基本要求可能会高于二区国家线基本要

求，具体规定以后续各学院调剂规则为准。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原则上不跨

http://imut.edu.cn/


学科门类调剂。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

目原则上应当相同或高一个级别。 

5、外国语考试科目必须为英语。 

6、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剂出本类照顾专业，

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

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第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

调入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的非照顾专

业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7、管理类联考只允许在管理类联考专业间调剂，不允许调

入其它类别专业。调入工商管理（125100）、工程管理（125601）

专业学位的还需符合专业要求的报考条件。 

8、同一专业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之间可以互

调，非全日制考生须满足在职定向。 

9、符合各学院根据各学科要求和特点情况确定的调剂细则

规定的其他专业条件。 

10、其它调剂规定和要求须满足教育部当年调剂录取政策，

以后续调剂公告发布的信息为准。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教育部当

年的调剂录取政策，如不符合调剂录取政策而造成无法通过教

育部录检系统录检的，由考生自行负责。 

欢迎广大考生申请调剂我校相应专业。我校调剂具体工作

由各专业所在学院组织进行，有关调剂的具体要求和有关事宜

请与相关学院联系。



2020 年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拟调剂专业汇总表 

院系所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 

方式 

联系 

方式 

咨询 

时间 

机械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0471-6575464 

高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机械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机械工程学院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机械工程学院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理学院 070100 数学 全日制 

0471-6575470 

张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全日制 

理学院 077401 物理电子学 全日制 

理学院 080100 力学 全日制 

信息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 

15247183890 

全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信息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信息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全日制 

信息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电子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 

化工学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0471-6578980 

徐老师 

周一至周五 

14:30-17:30 
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化工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0471-6575529 

海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全日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083002 环境工程 全日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0471-6575943 

张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经济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全日制 

0471-6578922 

段老师 

周一、周三、

周四 

9:00-11:30 

14:30-17:00 

经济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经济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经济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经济管理学院 125600 工程管理（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0471-6576007 

张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4:30-17:00 

土木工程学院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全日制 

土木工程学院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土木工程学院 125600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轻工与纺织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5124787527 

刘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轻工与纺织学院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MBA教育中心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0471-6578922 

 段老师 

周一、周三、

周四 

   

9:00-11:30 

   

14:30-17: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5849345824 

胡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外国语学院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全日制 
0471-3602908 

其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外国语学院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外国语学院 055100 翻译 非全日制 

电力学院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全日制 

18004848051 

刘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电力学院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全日制 

电力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电力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电力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电力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0471-6576107 

田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4:30-17:00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建筑学院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人文学院 030400 民族学 全日制 
0471-3601296 

王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人文学院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人文学院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矿业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13948816790 

骆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数据科学与应用学

院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5648187879 

熊老师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航空学院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全日制 15560922008 

朱老师 

周一至周五 

15:00-17:30 航空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备注：标记※专业一志愿上线率较高，是否调剂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