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名单（截至2022年6月30日）

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大学

理论经济学 国家发展
应用经济学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农村转型经济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商法
法学 国际经济法
法学 财税法学
政治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 中国政治
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
政治学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
政治学 国家安全战略与管理
社会学 老年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社会学 女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学 体育教育与管理
教育学 医学教育
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新闻传播学 新媒体学

考古学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 专门考古
考古学 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
物理学 高能量密度物理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化学(应用化学)
化学 化学基因组学
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
地理学 地理学(历史地理学)
地理学 地貌学与环境演变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地理学 景观设计学
地理学 建筑文化与地域景观
地理学 国土空间规划
大气科学 气候学
大气科学 大气科学(物理海洋学)
地质学 材料及环境矿物学
地质学 石油地质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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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大学

生物学 生物技术
生物学 分子医学
力学 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力学 力学系统与控制
力学 先进材料与力学
力学 航空航天工程
力学 工业与系统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量子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测绘科学与技术 导航与位置服务
核科学与技术 医学物理和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健康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管理

基础医学 人体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基础医学 病理学
基础医学 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 系统生物医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信息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临床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医学 临床研究方法学
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学
口腔医学 牙周病学
口腔医学 儿童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口腔黏膜病学
口腔医学 口腔预防医学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全球卫生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药学 药学(化学生物学)
药学 临床药学

医学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学
医学技术 医学检验学
医学技术 放射治疗物理学
医学技术 眼视光学
医学技术 康复治疗学
医学技术 呼吸医学技术
医学技术 口腔医学技术
医学技术 健康数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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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大学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发展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 城市与区域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编辑出版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 管理哲学
哲学 政治哲学

理论经济学 网络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企业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商业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比较法学
法学 中国法
法学 社会法学
政治学 中国政治
政治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社会学 老年学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育法学
教育学 体育文化与管理

中国语言文学 古典学
中国语言文学 心理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 创造性写作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

中国史 当代中国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
工商管理 财务学

农林经济管理 自然资源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
农林经济管理 食品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
公共管理 大数据公共治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3



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分析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数字人文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与项目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物理学 医学物理学
机械工程 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技术与工程
光学工程 光学惯性技术与系统

仪器科学与技术 导航仪器与系统技术
仪器科学与技术 视觉测量与影像遥感
仪器科学与技术 智慧医疗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结构失效与安全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流体与声学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储能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网络
信息与通信工程 遥感信息传输与处理
控制科学与工程 建模仿真理论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飞行动力学与飞行安全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旋翼飞行器设计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航空宇航系统安全与可靠性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空间科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航空发动机安全性与适航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科技和创新管理

公共管理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与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北京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教育学 思想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
教育学 研究生教育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语言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空间活动与法律

北京科技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储能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科技与教育管理

北方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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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方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 新能源系统及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空间电子信息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智能交通控制与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机械工程 艺术设计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储能材料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技术与智能系统
控制科学与工程 经济预测与管理决策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处理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安全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法学 国际法商英语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妆品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工程

北京印刷学院
新闻传播学 出版学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与管理
机械工程 物流工程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 发展研究
社会学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与数字传播
新闻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化技术
农业工程 水动力学与水力机械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营养与食品安全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作物学 作物生理学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利用与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气象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生物质工程

植物保护 植物检疫与农业生态健康
植物保护 农产品安全
畜牧学 畜牧生物工程
兽医学 兽医生物工程
兽医学 兽医公共卫生
工商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史
农林经济管理 食物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 农村发展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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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 国际发展政策与治理

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生物学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生态学 森林生态学
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
生态学 生态环境工程
林业工程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林业工程 林业信息工程
林业工程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林业工程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林学 自然保护区学
林学 城市林业
林学 森林土壤学
林学 森林学

工商管理 物业管理
工商管理 管理科学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农林经济管理 林业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设计学 动画艺术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基础医学 比较医学
临床医学 围术期医学
临床医学 变态反应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心理医学
临床医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临床医学 高原医学
临床医学 输血医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政策与管理学
药学 生物制品学
药学 临床药学
护理学 基础护理学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护理学 社区护理学

首都医科大学

生物学 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 病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伦理学
临床医学 疼痛医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儿内科学
临床医学 儿外科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临床医学 危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心理学
口腔医学 口腔内科学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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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学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天然药物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体质学
中医学 中医临床药学
中医学 中医皮肤性病学
中医学 医药卫生法学
中医学 中医药外语
中医学 中医药管理
中医学 中医养生康复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医学 健康管理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骨科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循证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药理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分析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药药剂学
中药学 临床中药学
中药学 民族药学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 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
哲学 价值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历史与理论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互联网教育
教育学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儿童文学

世界史 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世界史 世界上古中古史
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化学 药物化学与分子工程
地理学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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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 全球环境变化
地理学 自然灾害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环境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公共管理 政府经济管理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初等教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跨文化教育
心理学 学校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产业
中国语言文学 戏剧影视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智能

世界史 国际关系史
世界史 全球史
数学 数学教育
数学 数学物理
数学 数学与信息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可靠嵌入式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信息化理论与技术
首都体育学院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
法学 国际与区域安全学
政治学 公共外交
政治学 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
外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法律与区域治理
外国语言文学 全球教育与文化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传播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教育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工商管理 饭店管理
工商管理 会展管理

北京语言大学
教育学 教育评价与治理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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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病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 心理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资源学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认知科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世界汉学与中国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语言与人脑科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传播翻译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语言服务

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新闻传播学 编辑出版学
新闻传播学 国际新闻学
新闻传播学 舆论学
新闻传播学 传媒教育
新闻传播学 语言传播
新闻传播学 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计算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科学与技术

艺术学理论 艺术史论
艺术学理论 艺术批评
艺术学理论 传媒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 艺术管理
艺术学理论 艺术传播学
音乐与舞蹈学 声音科学与艺术
戏剧与影视学 播音主持艺术学

设计学 动画艺术学
设计学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学 互动艺术与技术

中央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政府经济与管理
应用经济学 投资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科技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税收学

法学 金融服务法
法学 财税法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文学与文化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与传媒经济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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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
统计学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与项目管理

公共管理 城市规划与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应用经济学 商务外语研究
应用经济学 运输经济与物流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应用经济学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政治学 全球治理
政治学 国际发展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海关管理
公共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北京物资学院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与技术
工商管理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应用经济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
应用经济学 增长经济学

外交学院
政治学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政治学 国际安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学 治安学
公安学 侦查学
公安学 犯罪学
公安学 公安管理学
公安学 国家安全学
公安学 公安党建与思政
公安技术 刑事科学技术
公安技术 安全防范工程
公安技术 交通管理工程
公安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执法技术

国际关系学院

理论经济学 国际公共采购学
政治学 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
政治学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政治学 国家安全学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体育学 中外体育人文交流
体育学 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
体育学 体育教育学
体育学 应用（运动）心理学

北京电影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电影制作学
戏剧与影视学 表演学
戏剧与影视学 影视管理学

北京舞蹈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舞蹈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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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舞蹈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舞蹈表演
音乐与舞蹈学 舞蹈教育
音乐与舞蹈学 舞蹈编导

中央民族大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法学 中国民族法学
社会学 工业社会与管理
民族学 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
民族学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
民族学 藏学
民族学 政治民族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
民族学 民族生态学
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汉语教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

中国政法大学

理论经济学 创新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商业大数据分析

法学 人权法学
法学 证据法学
法学 比较法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法与经济学
法学 数据法学
法学 社会法学
法学 法律职业伦理
政治学 政治传播学
政治学 公共行政
政治学 中国政治
工商管理 法商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危机管理

华北电力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环境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材料与装备

电气工程 电气信息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分析、运筹与控制
核科学与技术 近代物理与核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与项目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工程

工商管理 能源管理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先进装备动力学与控制
机械工程 先进制造设备工业设计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生物传感与医学仪器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慧感知与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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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信息检索与内容理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文化传播

中国石油大学

力学 岩土力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精密测量与测控仪器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计算机技术与资源信息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能源系统与碳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语言服务工程与管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 青年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
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物理学 精密测量物理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生物无机化学
天文学 天文技术与方法
地理学 自然资源学
大气科学 地球流体力学
海洋科学 海洋生态学
海洋科学 海洋腐蚀与防护

地球物理学 地球动力学
地球物理学 地球与空间探测技术

地质学 地球生物学
生物学 基因组学
生物学 计算生物学

科学技术史 科学史
科学技术史 技术史

材料科学与工程 腐蚀与防护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电气工程 生物电工
电气工程 能源与电工的新材料及器件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生物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寒区工程与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经济与环境管理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与遥感信息

基础医学 精准医学
药学 药物设计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运筹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创新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理论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气候变化经济学

法学 刑事法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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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法学 社会法学
法学 网络与信息法学
政治学 公共政策
政治学 公共行政
政治学 党内法规学
社会学 社会政策
社会学 社会治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媒体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 计算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文字测试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阐释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

考古学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考古学 夏商周考古
中国史 中国当代史
中国史 中国边疆史地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 战略哲学
哲学 发展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公共管理 领导科学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法治(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竞争情报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科技政策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农产品加工装备

作物学 作物种质资源学
作物学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
作物学 药用植物资源学
作物学 农产品加工利用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水资源与环境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遥感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学

植物保护 杂草学
植物保护 入侵生物学
植物保护 转基因生物安全学
植物保护 生物防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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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农业科学院

畜牧学 畜禽环境科学与工程
兽医学 中兽医学
兽医学 兽药学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技术经济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信息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产业经济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信息分析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生态学 森林生态学
生态学 荒漠生态学
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
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生态学 生态工程与技术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化学与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包装材料工程

林业工程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林业工程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林学 经济林学
林学 城市林业
林学 森林土壤学
林学 林业经济与管理
林学 草业科学

农林经济管理 林业与区域发展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水环境学
水利工程 水信息学
水利工程 水灾害与水安全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电气工程 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
电气工程 输电工程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激光制造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绿色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材料与成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表面改性科学与技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核科学与技术 脉冲功率技术及应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研究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空间信息网络与传输技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宇航材料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宇航元器件工程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资源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油气信息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油气田化学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井下控制工程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工程 工程咨询
交通运输工程 工程监理
交通运输工程 铁路环境工程

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学 美术设计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学 中医信息学
中医学 中医心理学
中医学 中医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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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学 中医护理学
中医学 中医药循证医学
中药学 分子生药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生态学

中国舰船研究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舰船电磁兼容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水下特种装备探测与控制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舰船电子工程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化学电源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舰船通信天线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综合电力技术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政治学 法治理论与实践
社会学 社会政策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南开大学

理论经济学 国际发展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物流学

政治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政策
政治学 国家安全学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思想史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评论与创作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考古学 专门考古与文物研究
考古学 中国考古与古代物质文化
考古学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
考古学 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实务
中国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史 中国现代史
世界史 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世界史 世界上古中古史
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史 世界地区史国别史
世界史 世界专门史(国际关系史)
物理学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物理学 生命信息物理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精细化学品化学
化学 化学(应用化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管理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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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工商管理 公司治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城市发展与管理

天津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艺术教育学
教育学 跨文化教育
教育学 研究生教育学
教育学 学习科学
化学 分子光电科学
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
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
海洋科学 海洋经济管理
力学 生物力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光学工程 光电子与光子学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知识计算与应用
土木工程 工程技术与管理
水利工程 海洋资源与环境
水利工程 岩土力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能源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过程装备与安全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信息与规划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态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海洋环境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海洋环境动力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地质学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物理学
生物医学工程 智能医学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工商管理 运营管理
公共管理 低碳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卫生事业与药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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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天津大学 设计学 环境艺术设计及其理论

天津科技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光电技术与系统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材料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传动控制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处理与物联网技术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化工材料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过程与装备
轻工技术与工程 盐科学与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产业技术经济
轻工技术与工程 印刷与包装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工业设计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技术与食品工程

工商管理 国际商贸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检测技术与系统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环境材料科学与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复合材料
纺织科学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中空纤维膜材料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机械设计及自动化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工业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消防与安全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分析化学

天津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 企业全球化管理与创新

天津农学院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畜牧学 动物性食品生产与安全

天津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遗传学
临床医学 眼视光学
临床医学 生物治疗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学 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初等教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新闻传播学 新媒体与数字传播
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教育学 职业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设计艺术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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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机械工程 模具工程
天津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天津商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过程与装备

天津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工商管理 公司治理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学 体育舞蹈学
体育学 体育管理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体育学 运动与健康管理学
体育学 体育口述史学

天津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艺术管理
天津城建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绿色建造与运营管理

河北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育心理与学生发展
生态学 入侵生态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文献学

河北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装备智能化及安全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应用地球化学

矿业工程 矿山空间信息工程
畜牧学 畜禽安全生产与控制

河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海洋材料化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

华北理工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心理卫生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预防药物学

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化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微生物学

风景园林学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风景园林学 风景区规划与管理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园艺学 园艺产品质量与安全
园艺学 设施园艺与观赏园艺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利用

兽医学 中兽医学
林学 森林生态学
林学 林木资源利用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财务与资产评估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金融与农产品贸易

河北医科大学

生物学 药物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药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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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河北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营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口腔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药学 临床药学

河北北方学院 药学 临床药学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体育学 运动康复与健康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生态学 生理生态学
生态学 资源与功能生态学
生态学 污染生态学
软件工程 应用软件技术

艺术学理论 艺术理论与批评
艺术学理论 艺术创意与传播

美术学 中国画研究
美术学 油画研究

燕山大学

机械工程 冶金机械
机械工程 流体传动与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冶金综合自动化
控制科学与工程 网络控制与信息处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筹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教育学 教师教育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 人工智能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新闻传播学 跨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学 影视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学 视听新媒体传播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 数据科学
工商管理 科学决策与创新管理
公共管理 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
公共管理 环境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 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专业

山西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言语交际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考古学 云冈学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应用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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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山西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医学

太原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重型装备控制理论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绿色化学工程

中北大学

机械工程 质量与可靠性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微纳技术及仪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艺术与技术
兵器科学与技术 武器能源工程
兵器科学与技术 机动武器系统工程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智慧农业系统工程
园艺学 观赏园艺
畜牧学 动物环境控制与健康养殖

山西医科大学

生物学 再生生物学
生物学 时间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
临床医学 口腔临床全科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政治文化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山西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学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生事务管理与发展研究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系统优化与智能决策
公共管理 体育产业管理
公共管理 环境管理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优势治疗技术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 民族社会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公路环境工程

内蒙古工业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风能太阳能动力工程

土木工程 地下工程与地质技术

内蒙古农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经济数学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技术
作物学 作物生理学与种子学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资源应用化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 民族教育
民族学 民族旅游
民族学 民族地理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
世界史 国别史与地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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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化学 纳米化学
地理学 环境地质学
地理学 牧区地理学
地理学 城市规划与设计
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
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生态学 民族生态学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表演
音乐与舞蹈学 作曲与指挥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学(音乐教育)
音乐与舞蹈学 民族音乐学
戏剧与影视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 民族影视学

美术学 版画
美术学 动画艺术
美术学 美术史论
美术学 水彩画
美术学 油画
美术学 中国画
美术学 雕塑艺术学
设计学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设计学 环境设计
设计学 服装设计
设计学 工业设计
设计学 民族创意产品设计
设计学 设计教育

内蒙古民族大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民族地区公共管理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与传媒
中国语言文学 跨语言文化研究

作物学 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与病原生物学
临床医学 蒙西医结合护理学

中西医结合 医学信息化
中药学 中(蒙)药化学与药理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民族发展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学
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辽宁大学

理论经济学 转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比较经济体制学
理论经济学 规制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比较政治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新国际政治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策性金融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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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辽宁大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务

法学 老年教育与老年法学
法学 财税法学
法学 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传播与媒介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物理学 应用电子软件工程
化学 环境化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生物卫生统计学
统计学 大数据统计与智能计算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力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药学工程

工商管理 跨国公司管理
工商管理 文化创意产业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中国国际战略

教育学 教育评价
数学 金融数学与保险精算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力学 计算力学
力学 岩土与环境力学
力学 动力学与控制
力学 应用与实验力学
力学 生物与纳米力学
力学 航空航天力学与工程
力学 制造工艺力学

机械工程 微机电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表面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无损检测与评价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连接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与环境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膜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水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精细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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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大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能源化工
生物医学工程 药物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科学学与科技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电子政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交通系统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育管理

工商管理 项目管理
工商管理 环境管理
工商管理 投资学
工商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沈阳工业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传播法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流体传动与控制

仪器科学与技术 过程检测技术及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材料合成与应用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功能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建筑材料与工程

电气工程 医学电磁工程
电气工程 人工智能与电气运动控制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与环境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突防技术与防御系统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通用航空飞行器设计与制造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巡航导弹技术与工程

沈阳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电材料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安全科学与工程
兵器科学与技术 武器系统信息与对抗技术

东北大学

哲学 文化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机械工程 制造信息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 真空与表面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能源材料与装置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电磁工程与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功能材料与器件

冶金工程 冶金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冶金工程 化工冶金
冶金工程 冶金反应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物流优化与控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 生态城镇与绿色建筑
矿业工程 资源开发决策与数字矿山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影像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电子
生物医学工程 人工智能临床医学

软件工程 网络与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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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矿山空间信息工程
矿业工程 矿山环境工程
矿业工程 矿山机电工程
矿业工程 矿物材料与矿用材料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管理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院校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优化与管理决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沈阳化工大学

化学 精细合成化学与分子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过程安全与应急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程热化学

大连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安全与工程管理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 海商法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航海科学与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 海上交通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与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 综合交通运输科学与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电气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救助与打捞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动力机械与制冷工程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公共管理 海洋资源管理

大连工业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纤维复合材料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机械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工程

沈阳建筑大学

力学 计算力学
机械工程 微机电工程
建筑学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测量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督管理
城乡规划学 城镇设计与社区规划
风景园林学 寒地景观植物与园林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城乡土地利用工程与管理

沈阳农业大学

生物学 生物数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农业工程 农业装备工程技术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化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化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

作物学 生物炭与作物生态环境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作物学 作物基因组与种质资源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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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沈阳农业大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园艺学 药用植物学
园艺学 草坪资源与利用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与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水资源与农业节水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微生物学

植物保护 有害生物与环境安全
植物保护 入侵生物学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财政金融
农林经济管理 食物经济与管理

大连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
海洋科学 海洋环境科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轮机工程与船舶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水产 水产遗传育种与繁殖
水产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水产 水产医学

中国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组织工程学
基础医学 医学教育学
临床医学 感染病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人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
药学 临床药学

锦州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教育学
基础医学 人文医学
药学 药用生物材料学

大连医科大学

生物学 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健康管理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药标准化学
中医学 中医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

沈阳药科大学

化学 环境化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生物医药材料学
生物学 生物医药检验学
生物学 医疗器械工程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药学 制药工程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药学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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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 食品药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生物技术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药制剂学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 中药分析学
中药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经济哲学
理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国民经济核算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组织学
应用经济学 规制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经济
应用经济学 金融与风险统计

统计学 统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 公司治理
工商管理 审计学

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管理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吉林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人权学
政治学 廉政学
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传播与媒介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新闻传播学 网络与新媒体

物理学 应用物理
物理学 计算物理学
化学 宇航材料科学与技术
化学 化学（应用化学）
地质学 数字地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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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吉林大学

机械工程 车身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学信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
农业工程 仿生科学与工程
兽医学 兽医公共卫生
基础医学 人兽共患疫病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药学 生物药学
药学 临床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项目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延边大学

民族学 民族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外国语言文学 东方文学

美术学 艺术设计

长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机械工程 仿生机械
机械工程 微光机电系统
光学工程 光电仪器与技术
光学工程 光信息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电传感与物联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纳米制造理论与应用

东北电力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储能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电力经济与管理
土木工程 输电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化学 制药化学
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机械工程 智能机电装备与控制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载材料工程
设计学 产品创意设计

吉林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企业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经济贸易

吉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生物学 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物资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决策与控制
轻工技术与工程 粮油生物转化

农业工程 机械制造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控制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作物学 农业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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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吉林农业大学

作物学 菌类作物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水土资源保护与利用

植物保护 菌物学
植物保护 生物防治
畜牧学 水生生物生产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农林经济管理 食物经济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

长春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研究
中医学 中医心理学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临床基础
药学 制药工程学
药学 社会发展与管理药学
药学 药物经济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药分析学
中药学 中药药剂学
中药学 中药生物技术
中药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 临床中药学

东北师范大学

政治学 法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农村教育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育统计、测量与评价
教育学 教育管理与政策
体育学 体育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
中国语言文学 语文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教育

中国史 东北民族民俗学
世界史 古代西亚、北非和欧洲文明史研究
数学 数学教育
数学 数学技术
物理学 应用物理
物理学 物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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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东北师范大学

化学 化学教育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地理学 湿地科学
地理学 地理教育
生物学 生物教育
统计学 机器学习与生物信息学
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教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智能环境分析与规划

吉林师范大学

哲学 管理哲学
哲学 法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产力经济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东北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 媒介文化

中国史 满族历史与文化
数学 信息安全
物理学 遥感物理及应用
化学 环境化学
化学 天然产物生物学
化学 绿色化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信息技术
美术学 艺术设计

吉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税务学

吉林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产业管理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长春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文化安全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政治学 政府经济学
政治学 法治政府研究

黑龙江大学

哲学 文化哲学
哲学 管理哲学
法学 法与经济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献信息学
外国语言文学 俄罗斯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新闻传播学 艺术传播

中国史 满文文献与东北民族史
化学 资源化学
生态学 数学生态学
统计学 信息统计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灾害监测与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电一体化理论及其应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学 法社会学(国际经济法与社会治理)

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与器件空间环境效应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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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医学材料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安全技术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社会发展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船海工业管理

东北石油大学

教育学 外国语言教育学
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石油与化工防灾减灾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安全与环境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资源经济与管理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计算机技术与资源信息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油气信息与控制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食物经济与管理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农业工程 农业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发酵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畜产品加工工程

风景园林学 园林植物与应用
风景园林学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风景园林学 园林生态与恢复

农业资源与环境 环境保护与修复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生态与气候变化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微生物学

畜牧学 水生动物保护与生产
畜牧学 动物生产
兽医学 动物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数据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金融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区域发展

东北林业大学

法学 法社会学
林业工程 生物材料工程
林业工程 林区交通工程
林业工程 林业工程自动化
林业工程 林业信息工程
林业工程 生物质复合材料
林学 森林生物工程
林学 森林植物资源学
林学 自然保护区学
林学 森林防火
林学 林木基因组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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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遗传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药学 临床药学

公共管理 健康政策
公共管理 卫生应急管理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心理学
中医学 中医伦理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重症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影像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药剂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学 临床中药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齐齐哈尔大学

中国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史 中国现当代史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与精细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态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碳水化合物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技术
音乐与舞蹈学 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 器乐演奏与教学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 合唱与指挥实践与教学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 声乐演唱与教学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 舞蹈教育学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表演理论与实践

美术学 绘画材料研究
美术学 中国画
美术学 绘画艺术研究
美术学 美术理论研究
设计学 工业设计
设计学 环境艺术设计
设计学 服装艺术设计
设计学 艺术设计理论（含视觉传达方向）
设计学 视觉传达设计

牡丹江师范学院
教育学 教育测量、评价与统计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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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牡丹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涉外法商英语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

数学 数学教育

哈尔滨商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环境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烹饪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质量管理与智能决策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哈尔滨体育学院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体育学 冰雪运动学
体育学 体育艺术学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学 亚太经济学

政治学 行政学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公共管理 领导科学

复旦大学

哲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 经济哲学
哲学 比较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 老年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语言文学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现代汉语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 影视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
新闻传播学 媒介管理学

考古学 古籍保护
中国史 人口史
中国史 边疆史地
化学 化学生物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人类生物学
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电系统与控制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科学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力学
基础医学 分子医学
基础医学 医学信息学
基础医学 医学系统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口腔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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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药学 临床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与运营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商务人工智能

工商管理 东方管理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财务学
工商管理 金融工程管理
公共管理 环境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运行保障管理

同济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中西医结合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学)
社会学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社会学 法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安全治理
物理学 核技术应用
化学 精细合成化学与分子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材料成型与装备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化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复合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材料与制备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体育运动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光信息物理与量子材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储能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通信与网络化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
化学工程与技术 能源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过程系统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安全工程

公共管理 国家安全管理
上海理工大学 新闻传播学 数字出版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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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

新闻传播学 艺术传播
系统科学 复杂系统数学理论与方法
机械工程 机电功能材料
光学工程 影像光学工程
光学工程 波谱技术
光学工程 超快与微纳光学技术
光学工程 光电检测系统与控制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获取与处理
光学工程 光电子物理与器件
光学工程 印刷光学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与环境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材料

环境科学与工程 绿色化学过程与资源综合利用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化学与传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管理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企业管理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传媒管理

上海海事大学

电气工程 机械电气系统安全工程
电气工程 水下机器人与港航电气控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与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经济与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 海洋运输工程材料与防护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装备安全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海事语言及应用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
管理科学与工程 航运管理与法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产业管理理论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供应链决策与优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系统与应用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科学与管理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东华大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纤维及杂化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功能与智能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与仿生材料
纺织科学与工程 数字化纺织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古代纺织材料与技术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生物材料与技术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复合材料
纺织科学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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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可再生能源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电气系统检测与控制
电气工程 电力工程经济与管理
电气工程 电力信息技术
电气工程 智能电网信息与通信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学工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 仿生装备与控制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 渔业经济与管理
水产 渔业环境保护与治理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外语
中医学 中医伦理学
中医学 中医工程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 管理哲学
法学 教育法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政治学 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
社会学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育文化与社会
教育学 教育政策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学习心理与发展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汉语教育
中国史 海外中国学
中国史 艺术考古与艺术史
数学 数学教育
地理学 河口海岸学
地理学 气候与大气环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教育
软件工程 数据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软件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嵌入式软件与系统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学
工商管理 技术与创新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商业分析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初等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都市文化学
世界史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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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上海师范大学

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史 外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世界史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数学 数学物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美术学 美术史论
美术学 造型艺术
美术学 中国书画

上海外国语大学

政治学 中东研究
政治学 国际公共管理
政治学 中国学
政治学 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
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全球传播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工商管理 公共关系学

上海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经济哲学
理论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与管理
应用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政策学
应用经济学 税收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经济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能源经济

社会学 理论社会学
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史与社会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数学 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
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金融
数学 最优化与控制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概率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技术
软件工程 软件服务工程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理论与计算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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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上海财经大学

软件工程 金融领域软件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网络知识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信息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商务智能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学
工商管理 体育经营管理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工商管理 商务分析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政府预算管理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国际经济
应用经济学 国际投资
应用经济学 投资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世界贸易组织法
法学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商务信息管理
工商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跨国供应链管理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司法鉴定
法学 法政治学
法学 知识产权
法学 社会法学
法学 刑事司法学
法学 法律方法论
法学 教育法学
法学 智能法学
法学 党内法规
政治学 比较政治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与传播研究
新闻传播学 数字传媒与文化产业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公共安全
公共管理 政党与国家治理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管理
体育学 体育工程学(运动工效学方向)
体育学 体育赛事运作
体育学 休闲体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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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体育学 体育传播学
体育学 体育艺术学
体育学 反兴奋剂学

上海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创意写作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统计学 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
机械工程 能源装备与过程控制
机械工程 智能感知与控制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及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服装产业经济与管理

工商管理 商务统计学

上海政法学院
法学 国际政治与国际法治
法学 法经济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政治学 台港澳政治

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学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

政治学 网络空间治理
社会学 青少年社会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产业
中国语言文学 城市文化
新闻传播学 舆论学

中国史 世界中国学

南京大学

哲学 东方哲学与宗教
哲学 文化哲学

应用经济学 数字经济学
法学 商法学
法学 中国法
政治学 中国政府与政治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
教育学 体育教育与训练学

中国语言文学 海外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外国语言文学 东亚语言文学

中国史 边疆学
世界史 国际关系史
地理学 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地理学 海岸海洋科学
地理学 土地利用与自然资源管理
地理学 国土空间规划
地理学 资源环境遥感
大气科学 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
地质学 海洋地球化学
地质学 水文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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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南京大学

地质学 地震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智能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建筑学 城乡规划与设计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能源地质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材料工程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口腔科学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管理 大众传播与媒介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出版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国家安全数据管理

美术学 数字媒体公共设计艺术

苏州大学

哲学 城市哲学
哲学 管理哲学

应用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
政治学 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
心理学 工业与组织管理心理学
心理学 咨询与临床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化国际传播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数学 金融数学
物理学 软凝聚态物理
物理学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生物学 实验动物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冶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机器人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交通科学与技术
纺织科学与工程 数字化纺织与装备技术
纺织科学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风景园林学 城乡规划与环境设计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临床医学 围产医学与胎儿学
临床医学 男科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设计学 建筑与环境设计及其理论

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环境工程

39



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东南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储能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碳中和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设计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图像处理与科学可视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智慧建造与运维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测绘与信息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地下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神经信息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学习科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 航空航天法学
法学 网络法学
力学 纳米力学

机械工程 微细制造及微机电系统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
光学工程 光电探测技术与仪器

仪器科学与技术 智能监测与控制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生物医学信息与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核技术与材料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
交通运输工程 适航技术与管理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直升机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复杂装备研制管理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光学工程 光学测试科学与仪器
光学工程 光电科学与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微系统与测控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计算与系统
化学工程与技术 爆炸化学及应用
兵器科学与技术 智能武器技术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知识产权

江苏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中国矿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

测绘科学与技术 矿山与地下测量
测绘科学与技术 国土空间生态监测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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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矿业大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球信息科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矿业工程 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
矿业工程 洁净能源工程
矿业工程 矿物材料工程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技术
软件工程 信息安全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公共管理 能源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安全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 农药化学
化学 绿色能源化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及其理论
材料科学与工程 磁光电材料物性与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光电功能与信息材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自动化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与控制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建筑智能化技术

建筑学 环境设计及其理论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绿色建筑技术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与技术

生物工程 轻化工技术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服务与创新管理

工商管理 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管理
工商管理 体育产业管理

常州大学

法学 财税法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光伏材料与器件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土木环境工程

南京邮电大学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
光学工程 有机与生物光电子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有机电子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生物电子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网络

河海大学

理论经济学 低碳经济学
社会学 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
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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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河海大学

地理学 遥感技术与应用
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
海洋科学 海洋应用物理学
统计学 社会经济统计学
力学 材料与结构安全
力学 现代力学数学基础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可再生能源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电气信息融合与控制
电气工程 可再生能源利用与控制

信息与通信工程 遥测与信息网络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水信息学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 道路与交通工程
水利工程 城市水务
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学信息工程

农业工程 农业水土资源保护
农业工程 水利机械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态水利
环境科学与工程 海岸带资源与环境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与项目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与投资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移民科学与管理

工商管理 游艇管理

江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市场经济法学
机械工程 包装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轻工信息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物联网技术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科学与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机械与包装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技术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源性慢性疾病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光学智检技术

设计学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及理论
设计学 设计教育

南京林业大学

机械工程 林业机械与装备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新材料

土木工程 土木测绘与信息技术
轻工技术与工程 印刷与包装工程

林业工程 家具设计与工程
林业工程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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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 木材加工装备与信息化
林学 林木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

江苏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
农业工程 生物机电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系统分析与创新管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科学 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
大气科学 应用气象学
大气科学 大气遥感与大气探测
大气科学 雷电科学与技术
大气科学 3S集成与气象应用
大气科学 空间天气学
大气科学 海洋气象学
大气科学 地表圈层与过程
大气科学 水文气象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导航与空间信息
信息与通信工程 环境感知与智能控制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遥感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态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物环境信息材料
管理科学与工程 高等教育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

南通大学

教育学 心理教育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集成电路

基础医学 医学信息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生殖医学
临床医学 急危重症护理学
临床医学 人文医学

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应用海洋生物学
生物学 天然产物化学
农业工程 环境污染控制工程
农业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
作物学 农业信息学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药用植物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学
畜牧学 动物生物工程
兽医学 动物药学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金融

南京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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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区医学与健康教育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信息学

药学 临床药学

徐州医科大学

生物学 药物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麻醉医学
基础医学 应用药理学
临床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物治疗学
临床医学 临床护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口腔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健康管理与社会保障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应急管理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化学生物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中医学 中医外语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学 临床中药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精神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营养学

中药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药药剂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分析学
中药学 中药制药工程学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 制药工程学
药学 社会与管理药学
药学 药学教育学
药学 海洋药物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药物代谢动力学
药学 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药学 药物经济学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生物技术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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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药科大学

中药学 中药制剂学
中药学 中药分析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 中药炮制学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 家政学
教育学 德育学
教育学 美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育信息工程
教育学 家庭教育学
教育学 小学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应用文体学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

数学 数学教育
地理学 海洋地理学
地理学 地理环境遥感
生物学 生物技术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南京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应用经济学 文化创意产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营养
工商管理 营销与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 传媒经营管理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扬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经济政策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文体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与会通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
中国史 中国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
数学 信息计算科学
数学 复杂系统
化学 食品化学与安全
化学 环境化学
化学 光电材料化学与物理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环境材料

水利工程 流体动力与可再生能源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土木工程材料
水利工程 工程装备数字化制造理论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作物学 农产品安全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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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扬州大学

作物学 区域农业发展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作物学 农业信息化技术
作物学 作物生产装备及其自动化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植物景观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肥料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用海洋资源

植物保护 入侵生物与生物安全
植物保护 园艺植物抗性及资源利用
畜牧学 畜产品安全生产与加工工程
畜牧学 动物与人类运动比较科学
兽医学 兽医生物信息学
兽医学 人兽共患病学
兽医学 兽医公共卫生学
兽医学 实验动物学与比较医学
草学 草地景观植物与绿地规划
草学 草业机械装备及其自动化

临床医学 生殖医学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 审计法学

工商管理 审计学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理论经济学 政府经济学

政治学 当代中国政治与廉政建设
社会学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浙江大学

哲学 休闲学
理论经济学 中国经济
应用经济学 互联网金融学

法学 中国法
法学 海洋法学
法学 司法文明
法学 立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干部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新闻传播学 文化产业学
新闻传播学 电视电影与视听传播学

中国史 中国艺术史
地质学 海洋资源与环境
地质学 资源环境与区域规划
地质学 资源勘查与地球物理
地质学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地质学 地球气候与环境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力学 动力学与控制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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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 海洋工程
光学工程 光通信技术
光学工程 信息传感及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环境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储能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电气信息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海洋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飞行器测量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化艺术与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空天信息技术

土木工程 道路与交通工程
土木工程 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土木工程 水工结构与港口工程
土木工程 河流与滨海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过程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产品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态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农业工程 生物系统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电子信息技术及仪器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营养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品质生物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基础医学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
临床医学 移植医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微创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大数据健康科学
药学 海洋药物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技术与创新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工商管理 数智创新与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非传统安全管理
公共管理 城市发展与管理
公共管理 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海洋与船港机械装备技术
机械工程 能源机械装备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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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环境材料
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信号处理与系统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测量技术及仪器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测与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优化与智能计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商务智能
管理科学与工程 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审计学

浙江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国际法律与经济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跨文化语言文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船舶与海洋装备工程
机械工程 光机电精密测量系统及理论
机械工程 工程结构与基础

控制科学与工程 网络控制与通信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土木工程 绿色建筑技术
土木工程 港口航道和水资源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海洋化学与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绿色化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绿色制药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给水排水

药学 天然药物学
工商管理 文化传播与媒介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资源环境管理
设计学 建筑创意设计及其理论
设计学 城乡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

浙江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法学 数据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 红色文化研究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生物制药
机械工程 精密机械与控制
机械工程 流体机械

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与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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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材料化学与物理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产业经济与管理

浙江海洋大学
水产 渔业经济与管理
水产 水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

浙江农林大学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生态学 生态文化
林业工程 家具设计与工程
林业工程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城乡规划学 城市管理
城乡规划学 城乡旅游规划与管理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学

林学 竹林培育与利用
林学 林业信息技术

农林经济管理 涉农商务英语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贸易与农村金融

设计学 中外比较艺术
设计学 工业设计及理论

温州医科大学

生物学 海洋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物信息与统计学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信息学
生物医学工程 康复治疗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临床医学 眼视光学和视觉科学
临床医学 生物治疗与生殖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教育
临床医学 口腔颌面修复与整形
临床医学 临床心理学

中西医结合 医学资源管理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肛肠外科病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海洋药物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护理学 创伤与创口护理
护理学 健康护理与管理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听力学
临床医学 口腔修复重建医学
中医学 中医药卫生事业管理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
药学 实验动物与比较药理
药学 中医药生物工程学
中药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中药学 化学生物学

浙江师范大学 社会学 农村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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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心理学 儿童发展科学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传播
物理学 功能材料物理与器件
地理学 地理环境与污染控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智能测控与机电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交通技术

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管理

杭州师范大学

法学 法律文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教育领导与管理
心理学 语言认知与教学心理
心理学 临床认知神经科学
体育学 休闲体育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话语与传播

中国史 国学
数学 应用密码学
数学 数学教育
化学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
生物学 衰老生物学
生态学 生态信息科学
生态学 生态规划科学
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生态学 修复生态学
公共管理 健康管理
公共管理 服务科学与管理

湖州师范学院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水产 水产营养与饲料学

绍兴文理学院
数学 数学教育
物理学 集成电路器件物理与工程
生物学 生物修复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教育学 创业教育
教育学 学习科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创意学
中国语言文学 写作理论与实践

中国史 民俗学与历史文化
中国史 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生物材料与医药化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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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温州大学

机械工程 激光加工技术
电气工程 微纳电子与光电信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制造业信息化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装备信息化

浙江工商大学

应用经济学 土地与房地产
应用经济学 法治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数字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人工智能与金融工程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心理健康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党史党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外国语言文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
统计学 大数据统计
统计学 环境评价与绿色统计
统计学 国土资源统计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网络与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城镇水工程与管理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
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
工商管理 慈善管理

中国计量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能源计量与测试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电子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生物医学信息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装备制造与控制
管理科学与工程 质量科学与标准化工程

浙江科技学院

数学 数据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 能源装备与节能环保技术
机械工程 创意设计与制造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
机械工程 先进制造与信息化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工程仿真计算与统计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质资源利用技术与工程

浙江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管制经济学
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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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统计学 应用概率统计
统计学 管理统计学
统计学 大数据统计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统计学 大数据统计方法与应用
工商管理 艺术品市场与管理
公共管理 城市管理

宁波大学

教育学 音乐教育与传承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与新传媒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艺术理论与实践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数学 统计与数量经济
数学 数学教育
物理学 光电子学
物理学 固体电子物理
地理学 海岸海洋地理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移动计算与人机交互
信息与通信工程 量子信息与通信
信息与通信工程 微纳信息系统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检测与智能系统
船舶与海洋工程 港航技术与管理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热能动力与新能源

水产 渔业经济管理
水产 水产资源综合利用
水产 渔业工程与材料
水产 渔业设施与装备

临床医学 转化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医院管理

安徽大学

理论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农村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
中国语言文学 媒介与文化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中外语言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 高等语文教育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物信息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能源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腐蚀科学与防护

合肥工业大学

地质学 资源探测与信息
地质学 环境地质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环保装备及工程

52



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合肥工业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光电信息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生物医学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合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字化材料成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工程

电气工程 电气控制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计算科学

土木工程 水利与海洋工程
土木工程 智能建造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智能交通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资源法律与政策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质化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服务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社会管理工程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安徽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商务英语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政策与社会法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与化工

冶金工程 冶金智能制造及流程管理
冶金工程 冶金过程节能与环保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冶金环境安全工程
工商管理 社会管理

安徽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智能机电系统
机械工程 人工智能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光电系统与控制
土木工程 爆破理论与技术
土木工程 地下空间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环境地质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矿山灾害监测与控制

矿业工程 矿业管理工程
矿业工程 矿山机电工程
矿业工程 地下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新材料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化学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职业健康安全
安全科学与工程 消防技术及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公共管理与城市文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国际电子商务语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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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公共管理与国家治理

安徽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应用力学与工程结构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设计学 创意产业与社会管理
设计学 中外设计文化

安徽农业大学

生物学 动物病原生物学
生物学 生物制药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农业与生物信息学
生态学 生物数学

风景园林学 景观园艺学
风景园林学 景观艺术与设计

作物学 作物生物技术
作物学 区域农业发展
作物学 作物生产机械化工程
园艺学 园艺产品贮藏与加工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与信息技术
兽医学 动物性食品安全
工商管理 商务外语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文化管理

安徽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化学
临床医学 临床护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心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社会与管理药学

蚌埠医学院

生物学 细胞培养与代谢工程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
临床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药学 制药工程

皖南医学院
基础医学 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
临床医学 重症护理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护理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药信息学
药学 药物代谢动力学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 地方政府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意识形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法治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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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体育学 体育产业运营
体育学 大众体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心理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 秘书学与应用写作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

中国史 徽学
中国史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发展
物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学 物理信息与智能系统
化学 纳米化学
化学 应用化学与环境材料
地理学 环境灾害学
地理学 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
生物学 生物数学
生物学 运动生物学
生态学 生物信息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饭店管理

戏剧与影视学 视觉传达艺术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与现代传媒
中国语言文学 皖江文化与文学

数学 科学计算与信息处理
数学 大数据管理及应用系统开发
化学 化学生态学
化学 环境化学
统计学 统计信息技术
统计学 社会经济统计学

安徽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合作经济

统计学 金融统计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与电子商务

安徽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 节能工程与楼宇智能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城市管理

厦门大学

哲学 国学
理论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国际金融学
应用经济学 资产评估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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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应用经济学 经济信息管理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财税法学
法学 海洋法学
社会学 体育与社会
教育学 国防教育学
教育学 国际汉语教育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教育发展与治理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新闻传播学 汉语国际推广

考古学 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
中国史 海洋史学
中国史 历史人类学
物理学 生物物理和软凝聚态
物理学 天体物理与宇宙学
化学 纳米材料化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能源化学

海洋科学 海洋物理
海洋科学 海洋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物制品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电气检测技术及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伏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电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建筑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能源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建筑环境监测及防护

基础医学 神经科学
工商管理 财务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学
工商管理 创业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认知与公共服务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戏剧与影视学 音乐表演理论
戏剧与影视学 造型艺术研究

华侨大学
政治学 侨务政策与理论

中国语言文学 华语与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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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媒介文化与传播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材料

福州大学

法学 社会法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环境化学
化学 食品安全与药物化学

机械工程 精密机械及测试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资源利用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光电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信息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水工程安全与水灾害防治
土木工程 交通安全与灾害防治工程
土木工程 道路交通工程与灾害防治
土木工程 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装备与控制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与医药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仿生材料与药物制剂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信息采集与处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科技与教育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政务与区域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政策科学与政府管理创新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与金融创新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公共资源与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生物学 蜂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林业工程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作物学 农业推广学
园艺学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园艺学 花卉与景观园艺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植物保护 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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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植物保护 植保经济学
林学 药用植物栽培与利用
林学 海岸带森林与环境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社会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涉农企业经营与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中国共产党“三农”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集美大学

数学 智能信息处理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通信与物联网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电力推进及其控制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及海上装置能源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检测与控制

福建医科大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基础医学 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医学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技术 康复治疗学
医学技术 眼视光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药学 社会发展与药事管理学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数学 数学教育
物理学 能源与材料物理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环境化学
地理学 自然资源学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地理学 水土保持
地理学 自然灾害学

闽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闽南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
中国语言文学 闽南文化与家族社会

数学 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
数学 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环境化学

南昌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研究生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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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国学
中国语言文学 体育文化学

中国史 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生物学 生态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 工业控制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空间环境科学与技术
基础医学 转化医学
临床医学 牙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眼视光学
临床医学 精准医学
临床医学 输血医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历史遗产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艺术管理

工商管理 数字商业管理

华东交通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电气工程 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
电气工程 建筑电气智能控制

东华理工大学
地理学 旅游地学
水利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音乐文化教育与实践

光学工程 光电检测技术及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表面与界面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技术

土木工程 环境与空间设计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航空噪声与振动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焊接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区域与产业经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学

江西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稀土工程
冶金工程 冶金生态工程
矿业工程 矿山地质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技术

景德镇陶瓷大学
设计学 陶瓷文化与设计
设计学 御窑陶瓷艺术与遗产
设计学 陶瓷设计与工程

江西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作物学 作物保护
作物学 农业生态学
畜牧学 水生生物生产学
畜牧学 畜产品安全生产与加工工程
林学 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规划设计
林学 森林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肛肠病学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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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翻译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医学 中医护理学

赣南医学院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用药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医学技术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江西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亚太经济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进程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学 基础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领导与管理

中国语言文学 现代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艺术与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写作理论与实践
外国语言文学 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商务英语研究
新闻传播学 传播社会学

中国史 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
世界史 东南亚研究
数学 决策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
软件工程 物联网技术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技术与应用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决策与金融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区域发展与管理创新
管理科学与工程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赣南师范大学
社会学 社会文化地理与规划
社会学 区域音乐与舞蹈文化
数学 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

江西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应用经济学 国土资源与生态经济学

法学 财税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比较政治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服务计算及应用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公共经济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城乡发展与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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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公共管理 体育经济与管理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教育学 德育学
教育学 教育经济学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制药化学

山东大学

理论经济学 法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法学 法律方法论
政治学 统一战线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与文化传播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学

数学 信息安全
数学 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化学 环境化学
生物学 海洋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物催化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

控制科学与工程 物流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和艺术

土木工程 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
基础医学 医学基础药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心理学
基础医学 人文医学
基础医学 遗传咨询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微创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全球健康学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 制药工程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免疫药物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文化产业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科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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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海洋大学

法学 公共政策与法律
中国语言文学 音乐文学

中国史 中国学
海洋科学 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
海洋科学 海洋地球物理学
海洋科学 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保密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信息与通信系统

水利工程 海洋能利用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地质工程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营销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山东科技大学

法学 法政策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物流装备与控制技术
机械工程 材料加工与再制造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控制与节能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光电检测与控制
测绘科学与技术 海洋测绘
化学工程与技术 煤化工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与环境保护
矿业工程 资源经济与管理

青岛科技大学

数学 数学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计算与经济优化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节能减排信息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工业装备控制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技术经济及管理
轻工技术与工程 微生物应用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化工

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工商管理 体育赛事运营

济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学与文化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音乐评论

化学 食品安全与检测
化学 分子模拟与设计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建筑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材料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传动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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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济南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光源与照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系统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土木工程 应用工程力学
土木工程 建筑节能技术与设计
水利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水利工程 水生态与水环境

化学工程与技术 氟化学化工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绿色精细化工工程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测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材料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决策与系统评价
管理科学与工程 高等教育管理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青岛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空间装备与监测技术
土木工程 智能建造与运维

齐鲁工业大学

化学 环境化学
化学 生物质化学

机械工程 物流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玻璃与陶瓷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
控制科学与工程 物联网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智能电网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精细化学品科学与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印刷与包装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造纸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区域经济发展管理
工商管理 金融与财务管理
设计学 设计文化产业
设计学 中外设计文化与翻译

山东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科学

作物学 植物资源学
作物学 作物产品品质改良与质量检测控制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作物学 农业史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利用
植物保护 菌物学
植物保护 烟草学
兽医学 动物营养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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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与政府法治
公共管理 经济法

青岛农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植物保护 杂草学

潍坊医学院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心理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人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社区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应急管理

药学 临床药学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系统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流行病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智能技术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制药工程学

滨州医学院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基础药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技术
基础医学 医学发酵工程
基础医学 医学信息管理
基础医学 纳米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医学 睡眠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营养学
临床医学 医学心理学
临床医学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
临床医学 针灸推拿康复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中医学 中医药管理学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基础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与语文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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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与影视艺术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

物理学 医学物理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应用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决策理论与应用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工程与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网络与网络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产业组织与管理控制

公共管理 数字政府治理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聊城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秘书学

山东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风险管理与精算
应用经济学 体育经济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课程与教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与工程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学
公共管理 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体育产业管理

山东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装备工程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青岛大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基础医学 分子医学
临床医学 颌面整形美容学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公共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烟台大学

海洋科学 海洋渔业资源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制药工程
药学 药事管理学

山东工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机械工程 材料成型工程及控制
土木工程 地下建筑工程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水利工程 城市水务工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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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水利工程 生态水利与景观艺术

郑州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
法学 公益诉讼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秘书学

中国史 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遗产保护）
物理学 核生物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生物学 作物生物学
力学 航空器结构安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包装材料与工程
电气工程 储能技术
水利工程 工程安全与防护
水利工程 水利信息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基础医学 分子药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生殖医学
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肿瘤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生物信息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科学
公共管理 安全管理工程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职业发展教育
公共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传播

河南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土木工程 建筑科学及技术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生物遗迹学与应用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环境地质与生态修复

矿业工程 矿业信息工程
矿业工程 煤化学工程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工作与社会法治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电气工程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电气工程 生物信息处理与控制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物理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烟草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技术与服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
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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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粮油机械与物流装备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煤化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储粮昆虫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与工程

中原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低维量子物理与材料
控制科学与工程 复杂系统的数学理论与技术

土木工程 绿色建筑环境技术
工商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设计学 传媒创意与设计学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农产品物流技术与系统工程
农业工程 农产品加工技术与工程
农业工程 农业物联网

食品科学与工程 烟草科学与工程
作物学 烟草学
作物学 农业生物技术
作物学 作物安全生产
园艺学 设施园艺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应用化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系统与工程
畜牧学 水产经济动物健康养殖
兽医学 人兽共患病学
兽医学 兽医生物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筹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农业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
农林经济管理 涉农商务英语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体育管理

河南科技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销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加工装备及其自动化

作物学 作物生物技术
作物学 作物生理学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景观园艺学
兽医学 动物生物化学与分子遗传学
兽医学 兽医生物工程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河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企业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干部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教育学 德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师教育
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
体育学 体育养生学
体育学 体育经济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献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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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秘书学与应用写作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跨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学 编辑出版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与媒介经济

考古学 史前及夏商周考古
考古学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中国史 中国艺术史
中国史 司法文明史
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史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化学 材料化学
地理学 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
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生物学 免疫生物学
生物学 药物系统生物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空间数据处理技术及应用
临床医学 分子病理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护理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与工程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公共管理 社会工作与管理

戏剧与影视学 播音主持艺术学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物理学 数学物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
应用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

法学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房地产开发与建设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学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武汉大学

哲学 哲学心理学
哲学 国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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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法学 体育法
社会学 社会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语言文学 写作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与媒介经济
新闻传播学 跨文化传播

物理学 医学物理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应用化学Ⅰ
地理学 资源环境监测与规划

地球物理学 空间探测与信息处理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科学与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核能发电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动力水质工程

电气工程 脉冲功率与等离子体技术
电气工程 电力建设与运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安防应急信息技术

建筑学 数字化设计与仿真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测绘科学与技术 城市空间信息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包装与环境工程

软件工程 图像传播工程
基础医学 药物毒理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学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全球健康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服务科学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出版发行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保密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 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
社会学 社会工作
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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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国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新闻传播学 公共关系学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与数字媒体
新闻传播学 广告与媒介经济

物理学 精密测量物理
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工程化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字化材料成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封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器件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半导体芯片系统设计与工艺

建筑学 室内设计及其理论
土木工程 智能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道路与交通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制药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光子学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信息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城乡规划学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临床医学 感染病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听力与言语病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食品安全与管理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药理
药学 中药与天然药物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医药信息系统
工商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公共管理 医院管理
公共管理 非传统安全
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
公共管理 卫生信息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商务英语

生物学 生物材料与技术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工程测控技术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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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武汉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磁性物理与材料

冶金工程 冶金热能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处理与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电力与控制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医药工程

矿业工程 矿冶环境工程
矿业工程 岩土与地下工程
矿业工程 爆炸动力学及其应用

安全科学与工程 公共安全工程与管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 企业安全科学与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食品药品安全风险评价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循证医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服务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艺术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体育教育与管理

长江大学

机械工程 油气装备安全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球物理测井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信息探测与仪器装备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油气田应用化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石油矿场机械

作物学 作物保护学
作物学 园艺植物资源与利用
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化学 工业微生物
化学 制药化学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应用微生物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艺术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

公共管理 体育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 设计管理

中国地质大学

地质学 宝石学
地质学 地球生物学
地质学 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
地质学 水文地质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现代数学与控制理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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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国地质大学

水利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水利工程 水文气候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产业经济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与环境遥感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学信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装备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控制系统与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军事地质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环境化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规划与设计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机械工程 现代纺织装备
材料科学与工程 柔性智能材料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力电子与光伏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与信息处理
纺织科学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先进纺织材料及应用

设计学 工艺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设计学 服装设计与理论
设计学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与理论
设计学 环境艺术设计与理论
设计学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与理论

武汉轻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武汉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电子商务
法学 知识产权

新闻传播学 数字出版
化学 生物大分子化学
统计学 理论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汽车运用工程
机械工程 物流工程
机械工程 汽车电子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导航与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传播工程

土木工程 历史城市与建筑修复工程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质化学与化工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 智能交通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绿色船舶与环境保护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地理信息系统
生物医学工程 细胞与组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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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工程与管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 工程安全与智能防灾

药学 药用材料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系统与决策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科技与教育管理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近现代社会治理
机械工程 现代农业装备工程
电气工程 太阳能技术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资源循环利用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工业微生物代谢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制药
食品科学与工程 亲水胶体

工商管理 企业低碳经营与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基因组学
生物学 免疫生物学
生物学 肿瘤生物学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生态学 化学生态学
农业工程 现代农业装备工程
农业工程 生物信息技术与工程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规划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作物学 作物生物技术
作物学 药用植物学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作物学 作物信息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工程

植物保护 植物检疫与生物入侵
植物保护 应用真菌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兽医学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林学 园林植物学
水产 水产动物医学

工商管理 商务英语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 土地经济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贸易与金融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中小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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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华中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中小企业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 地方政府学
政治学 政府经济学
政治学 公共政策与法治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史 经济-社会史
数学 数学教育
物理学 天体粒子物理
地理学 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
地理学 区域旅游与环境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比较

湖北大学

哲学 管理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与传播

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生态学 生态工程与技术
生态学 生态规划与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与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制备与测试技术

湖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创业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地域文化与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审美文化与文学

数学 信息计算与智能系统
化学 化学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
化学 应用化学I

湖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 民族社会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民族体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数学 信息安全

化学工程与技术 弹性体材料先进制造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功能食品营养与安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论经济学 经济伦理学
理论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应用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税收学
应用经济学 投资学
应用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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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侦查学
法学 治安学
法学 党内法规学
法学 社会治理法学
法学 法与经济学
法学 中国法
法学 纪检监察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保险精算与风险管理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统计学 数理统计
工商管理 营销管理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现代技术管理
公共管理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劳动关系
公共管理 社区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工程学
体育学 运动心理学
体育学 体育新闻传播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音乐与舞蹈学 体育舞蹈学
音乐与舞蹈学 体育表演与音乐学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 民族教育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民族学 民族药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传播学

化学 环境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湖北医药学院 临床医学 临床营养学

江汉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生物技术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心理与行为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营销与服务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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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江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投融资决策与风险控制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

三峡大学

法学 社会治理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学校体育教育学
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艺术文化学
中国语言文学 媒介文化

机械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电气工程 新能源发电技术
水利工程 生态水利学

长江科学院
水利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
水利工程 流域水环境与生态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湘潭大学

哲学 语言与文化哲学
哲学 新闻哲学与媒介文化

理论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企业经济学
中国语言文学 艺术理论与实践

数学 计算智能
物理学 光学工程与器件
化学 化学生物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测控技术与装备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材料与器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字化材料成形制造
材料科学与工程 过程工业优化与节能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纳制造与量子调控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装备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食品资源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保设备工程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城市管理

吉首大学

民族学 生态民族学
民族学 历史民族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体育学 国防军事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传播学
数学 智能计算及其应用
生态学 生态环境与城乡规划
生态学 生态旅游学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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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湖南大学

法学 廉政法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物理学 纳米光电子学
物理学 微纳器件与集成
化学 化学生物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性能计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与保密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育管理学

中南大学

哲学 艺术哲学
哲学 管理哲学
哲学 人类文化遗产学

应用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计量与金融工程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卫生法学
法学 文化法学
社会学 人口健康与社会体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学

数学 金融数学
物理学 光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学 电子材料与器件
化学 环境化学
生物学 生物统计
生物学 生物工程
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统计学 应用概率
机械工程 信息器件制造技术与装备
机械工程 数字装备与计算制造
机械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合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粉末冶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及电子信息纳米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材料科学与虚拟工程

冶金工程 冶金环境工程
冶金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冶金工程 材料冶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系统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路与系统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

建筑学 城乡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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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
土木工程 消防工程
土木工程 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

测绘科学与技术 地理国情监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环境遥感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国土资源信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安全信息工程

矿业工程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矿业工程 矿物材料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设备与信息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基础医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基础医学 生殖医学
临床医学 口腔整形美容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
临床医学 临床心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蛋白质组学与结构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遗传学
临床医学 医学设备技术学
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公共管理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艺术学理论 音乐表演与理论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数学
水利工程 水利信息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管理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测绘与信息技术

工商管理 科学学与创新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 金融科技与创新管理
工商管理 艺术产业管理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
生物学 生物技术与工程
生物学 烟草生物科学与工程技术
生物学 生物数学
生态学 产业生态与管理
生态学 教育生态学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生态学 生态经济与管理
生态学 农业生态工程与技术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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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作物学 作物信息科学
作物学 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
作物学 作物生产工程及装备
作物学 烟草学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园艺学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园艺学 园艺产品采后科学与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学

植物保护 生物安全与检疫
植物保护 生物信息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畜牧学 畜产品加工与营养工程
兽医学 中兽药学

农林经济管理 金融服务与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产业经济与组织

公共管理 宪法与行政法
公共管理 农业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肿瘤学
中医学 中医亚健康学
中医学 中医药膳学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学 中医心理学
中医学 临床中药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医学 中医管理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影像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检验医学

药学 医药经济与管理
中药学 中药制药工程
中药学 中药生物工程
中药学 中药保健食品研究与开发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和思想意识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写作学
中国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

地理学 国土资源利用与管理
工商管理 饭店管理

湖南工商大学

理论经济学 互联网经济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感知与信息融合
工商管理 传媒产业管理

南华大学 基础医学 转化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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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南华大学
临床医学 临床护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湖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包装工程

中山大学

理论经济学 中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国家金融学

法学 立法学
法学 港澳基本法
社会学 文化与认知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物理学 精密测量物理
化学 环境化学

大气科学 气候变化与环境生态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力学 热流工程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移植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病原与传染病防控
工商管理 产业组织与管理
工商管理 财务与投资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保密管理

暨南大学

理论经济学 中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公司金融与投资学
应用经济学 国家金融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海外华语及华文教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

物理学 计算物理
生物学 海洋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物医药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材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物理与生物医学信息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安全数学基础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 临床药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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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
生物学 医药生物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材料
生物医学工程 细胞和组织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华南农业大学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生态学 语言生态学
农业工程 现代农业装备与设施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营养
食品科学与工程 包装工程

园艺学 园艺产品采后科学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肥料学

畜牧学 动物健康养殖与安全生产
兽医学 兽医药学
林学 森林公园管理
林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农林经济管理 食物经济与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组织与制度

公共管理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

广东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海洋资源与环境
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
作物学 作物生态学
作物学 热带园艺作物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学
水产 水生动物医学

广州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理学
临床医学 人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健康管理

广东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临床流行病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心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诊断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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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心理学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学 中医神志病学
中医学 中医皮肤病学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医学 中医药管理学
中医学 中医肿瘤学

广东药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信息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化妆品卫生学

药学 社会与管理药学
药学 医药经济学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社会法学
政治学 社会管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育领导科学
教育学 基础教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心理学 计量心理学
心理学 学科学习与教学心理
体育学 体育工程学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世界史 历史学教育
数学 服务计算理论与技术
数学 数学教育
化学 新能源材料化学与物理
化学 环境化学
地理学 景观生态规划与管理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生物学 生物药学与生物医学材料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公共管理 教师发展与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学 休闲体育学
体育学 体育新闻传播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 民族社会治理
民族学 民族旅游管理

深圳大学

新闻传播学 政治传播学
数学 复杂系统与数据科学
生态学 生命健康与环境
光学工程 光生物学
光学工程 光机电工程与应用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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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

建筑学 城市空间信息工程
建筑学 建成空间环境与室内装饰设计
土木工程 土木功能材料
土木工程 市政环境与公共健康

管理科学与工程 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

广东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中观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国家金融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统计学 经济统计
工商管理 企业文化与伦理
工商管理 现代服务管理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育经济学

新闻传播学 区域传播
化学工程与技术 食品贮藏与加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管理与环境教育

工商管理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
工商管理 建设与房地产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工作与管理
公共管理 城市发展与管理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与精细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智能控制

五邑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及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处理与优化计算
控制科学与工程 数字经济系统优化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测量与灾害测量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业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企业合规风险管理
公共管理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政务管理
设计学 绘画理论与创作
设计学 建筑与城市设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全球经济治理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政治学 社会管理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传播与媒介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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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商务英语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欧洲学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教学技术与评估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新闻传播学 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

南方医科大学

生物学 应用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人工智能

基础医学 分子医学
临床医学 输血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心理卫生学

南方科技大学
数学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物理学 量子科学与工程
力学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

广西大学

哲学 管理哲学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中国—东盟区域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团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及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经济学
中国语言文学 区域文化学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数学 计算理论与系统
物理学 材料物理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环境生物技术
生物学 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保护
生物学 生物医学与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用材料
电气工程 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
电气工程 电力装备与智能信息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与电子商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处理与通信网络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医学影像与信息技术

土木工程 水工程结构与水安全
土木工程 建筑与城市环境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矿业工程 地质与资源勘查
矿业工程 化学冶金与分离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包装与印刷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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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规划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营养与健康

作物学 植物种质资源学
作物学 作物环境及生态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环境生态学
植物保护 蚕学
兽医学 人兽共患病与公共卫生
工商管理 企业诊断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学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
公共管理 公共体育管理

广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土木工程 材料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糖资源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食品化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生物传感与仪器
仪器科学与技术 仪器科学数学理论与方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管理科学与工程 法律科学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跨文化传播管理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服务与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与计算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学信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岩土工程灾害防治
环境科学与工程 旅游规划与环境管理

风景园林学 环境设计艺术
工商管理 公共经济与管理

广西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转化医学
基础医学 再生医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医学心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

公共管理 医学信息管理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中医学 医学社会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中药学 民族药学

桂林医学院 基础医学 分子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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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医学院 临床医学 医疗服务管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立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民族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民族文化与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传播学
中国语言文学 写作学

物理学 物理教育
化学 合成与天然药物化学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学 东盟研究
民族学 民族教育学
民族学 壮学与瑶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民族地区公共管理
民族学 民族医药
民族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应用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影视文艺理论与创作
中国语言文学 生态美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中国与东南亚文明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国史 历史人类学
中国史 艺术史与现代艺术
数学 计算物理与数值代数
数学 数学教育

科学技术史 材料分析与古代文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图像处理与智能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商务信息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与信息安全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质化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业分析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电子政务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企业知识管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海南大学
生物学 生物材料
作物学 农业生物技术
园艺学 观赏园艺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海南医学院 临床医学 人文医学
重庆大学 哲学 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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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重庆大学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道德—政治—法律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研究与城市史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智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语言、认知与智能计算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重庆交通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智能测绘与时空信息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经济

重庆医科大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
临床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医学 健康管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

西南大学

社会学 公共关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基础教育学
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
教育学 科学教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育领导与管理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教育学 学科教育学
数学 智能计算与复杂系统
数学 数学教育
数学 计算智能及信息处理
化学 固态物理与化学
生物学 生物药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控制技术
农业工程 土木与建筑环境
农业工程 机电系统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规划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包装工程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学

植物保护 生物安全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核算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金融与财政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学 音乐教育学
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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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学 科学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与传媒

数学 数学教育学
物理学 纳米物理与化学
物理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物理学 光电子学
物理学 光电材料化学
地理学 资源环境科学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工程

美术学 美术史与理论研究
美术学 绘画
美术学 数字艺术
美术学 公共艺术
美术学 民间美术

重庆三峡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机电系统电子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非线性电子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与传媒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制度学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商务文化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语言智能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传播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 社会法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侦查学
法学 医事法学
法学 人权法学
法学 监察法学
法学 人工智能法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重庆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地面武器机动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探测制导技术及仪器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电气测试技术与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获取与处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工商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应用经济学 流通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经济政策与法律

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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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重庆工商大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学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保护技术及装备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工程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资产评估

四川大学

理论经济学 组织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法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法学 司法制度
法学 人权法
法学 知识产权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与传媒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人类学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宗教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代文献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欧洲学
外国语言文学 美国研究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
新闻传播学 广告与媒介经济
新闻传播学 编辑出版学
新闻传播学 网络与新媒体
新闻传播学 符号学

考古学 先秦考古学
考古学 秦汉至元明考古学
考古学 文化遗产及博物馆学
考古学 专门考古学
考古学 文物学与艺术史
中国史 中国儒学
中国史 藏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史 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世界史 世界上古中古史
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史 欧洲社会文化史
数学 不确定性处理的数学
数学 信息安全
数学 金融数学与计量经济学
数学 运筹与物流管理
物理学 医学放射物理学
物理学 高压科学与技术
化学 绿色化学

89



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四川大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放射化学
化学 化学药物制备工艺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生物安全
生物学 结构生物学
生物学 干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 计算生物学与靶向药物设计
生物学 基因工程药物学
生物学 疾病模式动物学
生物学 生物质能
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
生态学 生态工程学
生态学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统计学 数理统计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统计学 金融统计
统计学 数量经济统计
统计学 生物统计
力学 航空航天力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航空宇航机械设计及理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合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材料与药物导入系统
材料科学与工程 航空航天材料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系统安全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系统电磁兼容与射频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先进引导与飞行模拟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理论与技术

土木工程 地下工程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低碳与长寿命建筑建材
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水利工程 能源工程及电站动力系统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安全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冶金和材料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低碳技术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燃烧动力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服饰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化学与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先进轻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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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四川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
环境科学与工程 人居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资源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能源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碳中和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信息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制药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基础医学 疾病组学
临床医学 循证医学
临床医学 移植科学与工程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物与器械评价学
临床医学 疾病分子与转化医学
临床医学 人类重大疾病生物治疗
临床医学 母婴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信息学

(临床信息、信息与决策、信息系统、信息标准)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口腔医学
基础口腔:

口解生、口组病、材料、生物、微生物与感染、生物力学

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学
口腔医学 牙周病学
口腔医学 口腔黏膜病学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齿槽、正颌、唇腭裂、肿瘤、创伤、影像、麻醉)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活动义齿修复学、固定修复学、口腔修复工艺学)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学(口腔正畸学、儿童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口腔种植学
口腔医学 预防口腔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健康与社会行为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老年保健与姑息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卫生政策与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 天然药物制备工艺学
药学 药物早期成药性评价学

特种医学 生物物证学
特种医学 法医病理学与法医临床学
特种医学 法医毒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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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四川大学

特种医学 法律精神医学
特种医学 空间时间生物学
特种医学 灾害生物学
特种医学 运动医学与军事体能学
特种医学 核安全医学
特种医学 医学材料学
医学技术 眼视光学
医学技术 康复治疗学
医学技术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
医学技术 放射治疗物理技术
医学技术 临床营养
医学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学
医学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技术 呼吸治疗
医学技术 医学工程技术
护理学 基础护理学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护理学 社区护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低碳经济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医院管理与卫生政策
管理科学与工程 能源战略与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 公司金融
工商管理 会展与节事管理
工商管理 酒店管理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部门信息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土地行政与房地产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 干部教育学

艺术学理论 比较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 艺术理论与批评
艺术学理论 艺术生产与文化产业
艺术学理论 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
艺术学理论 音乐文化学
艺术学理论 影视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 表演艺术理论与实践
艺术学理论 艺术管理
艺术学理论 戏剧影视编导理论与实践

美术学 美术史与理论
美术学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
美术学 新媒体艺术
美术学 中国画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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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四川大学

设计学 设计史与理论
设计学 设计创作理论与实践
设计学 工艺设计
设计学 设计与当代社会
设计学 艺术与当代科学技术

西南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与装备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与工程
电气工程 轨道交通电气化与信息技术
电气工程 电磁悬浮与超导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工程环境与景观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器件
信息与通信工程 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城市发展与管理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
数学 计算物理
地质学 地学信息工程
机械工程 石油矿场机械
机械工程 油气测控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信号检测与信息处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能源材料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传动与控制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安全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田开发地质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下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石油工程管理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石油工程计算技术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化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企业法制管理

成都理工大学

地球物理学 岩石物理学
地质学 沉积学(含:古地理学)
地质学 矿产资源化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核资源与核勘查工程

西南科技大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生物学 生物质资源学
机械工程 机械系统计算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光电材料与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复杂系统与组网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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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西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非金属矿产地质开发与利用
矿业工程 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 
矿业工程 矿山安全与灾害防治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经济与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节能减排与环保装备
环境科学与工程 核废物与环境安全

城乡规划学 城乡规划与设计
城乡规划学 城乡与区域规划理论和方法
城乡规划学 城乡规划技术科学
城乡规划学 城乡历史遗产保护规划
软件工程 软件服务工程
软件工程 可视化与人机交互
软件工程 领域软件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科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技术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与应急管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 职业安全健康

工商管理 体育产业管理
工商管理 管理决策分析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科学 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大气科学 气象灾害监测与预警
大气科学 3S集成与气象应用
统计学 经济与社会统计
统计学 商务与金融统计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微系统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电集成技术与系统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管理科学与工程 灾害管理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项目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旅游管理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组织创新与知识管理

四川轻化工大学

化学 绿色催化
机械工程 过程设备与机械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力系统及智能控制
化学工程与技术 再生资源化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酿酒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企业发展与创新

西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

机械工程 汽车安全及运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功能材料化学

94



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自设学科名称

西华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油气化工机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

工商管理 公司金融
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民用航空器维修理论与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安全工程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生物学 生物资源化学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工程

风景园林学 城乡环境与视觉设计
风景园林学 城乡景观规划与设计

作物学 药用植物学
作物学 烟草学
园艺学 园艺产品采后科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畜牧学 畜产品质量与安全
畜牧学 动物生产学
林学 木材科学与家具设计
林学 森林生态学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农林经济管理 资源经济与土地管理

西南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
临床医学 循证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毒理学
临床医学 职业病学
临床医学 生殖健康
临床医学 医事法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食品安全与检验技术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学 中医眼科学
中医学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中医学 中医康复学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医学 中医文化学
中药学 临床中药学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
中药学 中药药剂学
中药学 中药药事运营管理
中药学 民族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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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

基础医学 医学遗传学
临床医学 临床中西医
临床医学 临床护理学
临床医学 临床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病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学 多元文化教育基本理论
教育学 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美学
数学 数学教育学
地理学 土地利用管理与评价
地理学 遥感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环境科学与工程 矿山安全与环保

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学 政府经济学
政治学 政治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教育学 德育原理
教育学 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与传媒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与翻译

数学 数学教育
物理学 核天体物理
生物学 生物地理学
生物学 生物医用材料
公共管理 旅游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与社区服务

西南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数理金融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金融贸易电子商务
应用经济学 信用管理
应用经济学 社会保险与经济保障
应用经济学 税收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流通经济学

法学 金融法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社会学 社会经济学
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外国语言文学 商务英语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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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数学 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
数学 金融数学
数学 机器学习数学理论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管理科学与工程 项目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大数据管理

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经济信息技术及管理
工商管理 商务智能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媒体经营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乡村经济管理
公共管理 体育事业管理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产业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
体育学 运动舞蹈
体育学 体育翻译
体育学 中外体育史

四川音乐学院
艺术学理论 艺术史
艺术学理论 音乐文学

西南民族大学

哲学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
民族学 藏学
民族学 彝学

中国语言文学 民族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畜牧学 畜产品加工与安全
畜牧学 动物生物技术
公共管理 民族地区城镇规划与管理
公共管理 社区管理

成都医学院
基础医学 人体生理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法学 立法学
政治学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创意产业
新闻传播学 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贵州大学

民族学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数学 计量经济学
数学 数学物理
物理学 理论与实测天体物理
地质学 矿物资源学
生物学 应用生物技术
生物学 生态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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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

生物学 生物医学
机械工程 材料与结构强度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与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力电子装备与系统
电子科学与技术 医学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工程

作物学 烟草学
植物保护 农产品质量安全
植物保护 植物调控化学与生物学
畜牧学 水产养殖学

贵州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生物医学
基础医学 毒理学
基础医学 民族药药理学
基础医学 转化医学
基础医学 民族药药物代谢动力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遵义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人文医学
基础医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医疗服务管理
药学 制药工程学

贵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老年医学
中医学 中医药工程学
中医学 中医药事业管理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心理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数学 天文大数据与计算物理
地理学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与数字化制造

贵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 经济社会统计
统计学 数理统计
统计学 应用统计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贵州民族大学 法学 传媒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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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
社会学 传媒社会学
社会学 旅游人类学
民族学 民族传统医药
民族学 民族地区行政管理
民族学 民族体育学
民族学 民族生态学
民族学 民族建筑

中国语言文学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数学 计算物理学
数学 复杂信息分析与计算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
统计学 风险管理与统计决策
统计学 社会与经济统计学

云南大学

理论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禁毒法学
政治学 民族政治学
政治学 区域国别研究
政治学 跨境安全研究
民族学 民族生态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民族文化产业
民族学 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
民族学 民族社会学
教育学 教育法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史 中国边疆学
物理学 地球内部物理
地理学 环境地质学
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
生物学 保护生物学
生物学 医学遗传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态学 跨境生态安全
生态学 植物育种与种质资源
统计学 社会经济统计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统计学 大数据统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服务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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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技术
软件工程 领域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数据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 文化管理

昆明理工大学

哲学 经济哲学
法学 质量法学
物理学 应用化学物理
力学 工程结构防灾力学
力学 动力系统及其计算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工程 微机电系统

材料科学与工程 珠宝首饰材料及加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表征与分析

冶金工程 冶金控制工程
冶金工程 冶金能源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医疗信息技术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旅游地质与地质遗迹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矿产资源经济

矿业工程 矿业电气与自动化
矿业工程 矿山信息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与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医学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体育管理

云南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史 中国地方农业科学技术史
科学技术史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
科学技术史 农村科学技术发展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技术与工程
农业工程 农业水工建筑
农业工程 机械设计与制造
农业工程 资源与环境遥感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功能食品
食品科学与工程 营养代谢免疫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转化营养与微生物工程

作物学 烟草学
作物学 药用植物资源
园艺学 设施栽培与环境
园艺学 观赏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植物保护 入侵生物学
植物保护 植物营养与病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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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学
畜牧学 食品资源与营养工程
畜牧学 水产动物养殖
畜牧学 畜禽健康养殖
兽医学 兽医公共卫生学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财务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农林经济管理 区域经济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教育管理与区域发展

西南林业大学

地理学 虚拟地理环境
生物学 保护生物学
生物学 代谢生物学
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
生态学 生态法学
生态学 生态文化
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
生态学 森林生态学
生态学 土壤生态学
生态学 湿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生态学 湿地生态工程
林业工程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林业工程 生物质化学与技术
林业工程 生物能源与生物材料
林业工程 林业交通及装备

风景园林学 旅游风景园林学
林学 林业信息工程
林学 城市林业
林学 森林资源化学
林学 林业史

工商管理 民族文化产业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区域经济

昆明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社会与管理药学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护理学 社区护理学
护理学 护理管理学

大理大学 民族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医心理学
中医学 中医人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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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免疫学

药学 社会与管理药学
中药学 民族药学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教育法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与社会发展
地理学 边疆地理学
地理学 山地环境与自然灾害

云南财经大学

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税收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数学 设计数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公共管理 文化管理

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 廉政法学
化学 环境化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西藏大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计算语言学
物理学 多信使天体物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化学
基础医学 医学遗传学
基础医学 人体生理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 病理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组织人事管理

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学 民族地区公共管理

中国语言文学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基础医学 高原医学

西北大学

理论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
应用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法学 知识产权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与文化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创意写作学

考古学 文物保护学
数学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化学 材料化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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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地质学 地球生物学
地质学 能源地质学
生物学 生物资源化学与利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能源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制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田地质与开发
中药学 中药药物化学
中药学 中药生物工程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西安交通大学

应用经济学 电子商务
生物学 生物信息人类学
电气工程 新能源电力系统及其智能化
临床医学 临床护理学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 药事管理学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 航空器结构与适航技术
力学 空气动力学
力学 生物力学

机械工程 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风能和太阳能系统及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航空电子综合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与信息安全

建筑学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
土木工程 航空航天设施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航空航天安全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适航技术与管理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空间应用科学与工程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学
设计学 产品造型艺术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印刷包装技术与设备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土木工程 建设工程管理
土木工程 智能结构与智能工程
水利工程 流域泥沙与生态水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电子机械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对抗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信息与通信工程 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材料与细胞工程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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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哲学

西安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包装工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政府治理理论

机械工程 汽车电子与电气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金属材料冶金制备科学与工程

冶金工程 冶金热能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智能建筑

建筑学 建筑文化
建筑学 数字建筑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工程结构力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化学
风景园林学 城市环境景观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经济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共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管理 老年工程与老年保障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
机械工程 矿山机电工程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材料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土木工程 建筑与城市绿色环境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学信息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矿山环境工程

矿业工程 矿业经济与管理
矿业工程 矿业信息工程
矿业工程 矿山岩体力学与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管理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矿山灾害力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信息系统及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消防科学与技术

西安石油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地球物理勘探仪器及方法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非常规油气地质与勘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田开发地质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非常规油气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物流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先进控制算法与应用
化学工程与技术 轻化工过程系统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资源与环境化工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装备及控制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技术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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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化学与材料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信息与人工智能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数学 计算物理学

机械工程 复合材料设计与控制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控制科学与工程 物理测试理论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高分子材料
纺织科学与工程 内衣人体工效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纤维物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 纺织经济管理
设计学 传媒艺术设计
设计学 数字媒体设计

长安大学

地质学 资源与深部地球物理
地质学 地学信息系统
地质学 土地工程学
机械工程 工程机械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材料
机械工程 车辆新能源与节能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与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建筑安全工程
土木工程 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
土木工程 计算结构力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灾害科学与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油气田地质与开发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与环境遥感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工程与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智能交通与信息系统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道路材料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地质
环境科学与工程 交通环境与安全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与社会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农业工程 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葡萄与葡萄酒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生物学

植物保护 植保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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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 有害生物生态调控
兽医学 动物生物技术
林学 森林生态学
林学 木质材料高值化利用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金融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农林经济管理 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陕西师范大学

理论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教育学 教育管理学
教育学 科学教育学
教育学 民族教育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
心理学 航空航天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体研究与文学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民间文学与文化

中国史 艺术文化史
数学 量子信息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食品化学
地理学 区域环境学
地理学 国土资源学
地理学 自然灾害学
生物学 运动生物学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文化遗产材料保护与工程
公共管理 城市管理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生态学 修复生态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语言学与比较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区域国别的文化与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传播
外国语言文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
新闻传播学 新媒体与国际传播

西北政法大学

理论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法经济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

新闻传播学 法制新闻与传媒法
新闻传播学 网络政治传播学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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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 审计学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学 体育管理学
体育学 体育艺术学
体育学 运动康复学

西安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互联网金融

统计学 经济统计
统计学 应用数理统计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决策
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智能计算
工商管理 审计学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公共管理 社会管理

西安邮电大学

光学工程 光电子技术及光子学
光学工程 光学仪器及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电子科学与技术 导航与定位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信息与通信工程 移动互联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计算理论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控制系统

软件工程 交互式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
软件工程 分布与并行计算

管理科学与工程 智能计算与决策分析

兰州大学

民族学 民族社会学
民族学 藏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中国史 敦煌学
化学 药物化学生物学
化学 化学信息学
化学 放射化学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地理学 地球系统科学
大气科学 气候学
大气科学 应用气象学
生物学 草地营养生物学
生物学 草坪生物学
公共管理 政府绩效管理
公共管理 应急管理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材料及其制备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先进高分子材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化工过程技术与系统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智能电网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监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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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建筑设计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高分子化学工程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产业决策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业工程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兰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交通运输装备物联网技术
机械工程 绿色镀膜技术与装备
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交通装备检测及控制工程
机械工程 轨道交通装备材料与应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与结构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土木工程 输水结构工程

测绘科学与技术 国土空间规划
交通运输工程 智能交通与信息系统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物流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 轨道交通电气自动化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测绘信息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物联网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轨道交通通信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环境遥感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化工

城乡规划学 交通景观设计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与决策

甘肃农业大学

生态学 植物生态生理
生态学 基础生态学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作物学 药用植物资源与利用
作物学 作物保护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畜牧学 动物性食品科学与工程
畜牧学 动物生产学
兽医学 动物医学工程
草学 草地生物多样性
草学 饲草学
草学 草原学
草学 草地保护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比较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心理学
中医学 中医老年病学
中医学 敦煌医学
中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西北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公司财务战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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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民族学 文化与旅游产业
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 智能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经典诠释学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与跨文化传播

中国史 文化与传播
中国史 西北地方治理
物理学 光电子学
化学 化学生物学
化学 精细化学品化学
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测控技术与应用
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信息处理

公共管理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兰州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 金融统计
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
统计学 管理统计学

西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 兴边富民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智能与文化计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核医学数字图像工程
畜牧学 动物生产工程
兽医学 细胞工程
工商管理 数字经济与管理
工商管理 创意管理

音乐与舞蹈学 敦煌舞
美术学 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

甘肃政法大学

法学 司法鉴定
法学 侦查学

网络空间安全 信息内容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

青海大学
作物学 牧草育种与栽培
基础医学 医学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基础医学 医学遗传学与医学细胞生物学

青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 跨语言文化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与信息技术

青海民族大学

法学 民族法学
民族学 藏学
民族学 民族文化传播
民族学 民族教育学
民族学 民族体育学
教育学 教师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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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格萨尔学
数学 智能信息处理
化学 光电转换材料
药学 藏药学
药学 药用植物资源学

公共管理 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经济管理

宁夏大学

民族学 民族社会学
民族学 民族心理与民族教育
民族学 西北民族地区语言文学与文献
民族学 民族地区公共管理
民族学 中东研究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地理学 旅游开发与规划管理
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
水利工程 水资源利用与化学化工
水利工程 土水工程与计算科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枸杞工程
园艺学 葡萄与葡萄酒学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畜牧学 动物生产系统与工程
畜牧学 动物生物技术

宁夏医科大学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基础医学 医学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 遗传与生殖医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代谢性血管病学
中医学 中医药信息学
公共管理 智能医学信息管理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 回族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中国语言文学 汉外对比语言学

塔里木大学

生物学 生物资源化学
生物学 食品生物技术
作物学 西域屯垦史
园艺学 园艺信息技术

新疆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化技术
农业工程 数据库与知识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与天然产物化学
园艺学 园艺产品采后科学与技术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与资源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商务管理

石河子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与政府管理
教育学 文学教育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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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化工
农业工程 农业化学工程
农业工程 农产品加工工程
作物学 作物营养学
作物学 数字农业与精准农业
作物学 药用植物资源
园艺学 园艺植物有害生物防治
园艺学 设施园艺学
畜牧学 动物健康养殖与安全生产
畜牧学 疾病模型实验动物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心理学
药学 天然产物化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新疆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人类生殖学
基础医学 医学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 临床药理学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
药学 临床药学
药学 社会与管理药学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护理学 社区护理学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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