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注：各专业拟招生人数含推荐免试生数，最终招生人数将以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招收推免生人数

将以最后推免生系统确认的录取人数为准。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专业 

拟招生 

总人数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专业研究 

方向备注 

001 文学院 

(电话:022-23765853) 

050101 文艺学 全日制 7 

01 文学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③666 文学理论基础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

常识 

 

02 文学评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③666 文学理论基础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

常识 

 

050103 汉语言文字

学 
全日制 10 

01 汉语语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5 汉语（古代汉语及现代汉

语）④835 语言文字学基础（语言学概论及专

业基础） 

 

02 汉语方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5 汉语（古代汉语及现代汉

语）④835 语言文字学基础（语言学概论及专

业基础） 

 

03 古文字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5 汉语（古代汉语及现代汉

语）④835 语言文字学基础（语言学概论及专

业基础） 

 

04 汉语语音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5 汉语（古代汉语及现代汉

语）④835 语言文字学基础（语言学概论及专

业基础） 

 

 



05 训诂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5 汉语（古代汉语及现代汉

语）④835 语言文字学基础（语言学概论及专

业基础） 

 

050104 中国古典文

献学 
全日制 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6 中国古代文学与古汉语④836

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

学 
全日制 10 

01 先秦两汉魏晋南

北朝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7 中国古代文学史④866 中文

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02 唐宋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7 中国古代文学史④866 中文

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03 元明清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7 中国古代文学史④866 中文

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050106 中国现当代

文学 
全日制 10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8 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写作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02 当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39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写作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050108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全日制 12 

01 比较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93 比较文学④866 中文专业文

学基础常识 

 

02 东方文学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93 比较文学④866 中文专业文

学基础常识 

 

03 西方文学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93 比较文学④866 中文专业文

学基础常识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全日制 13 
01 政治学基本理论

与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0 政治学

原理④820 西方政治思想史 
 



（电话:022-23766320） 
02 中西方政治思想

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0 政治学

原理④820 西方政治思想史 
 

03 政治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0 政治学

原理④820 西方政治思想史 
 

030202 中外政治制

度 
全日制 6 

01 比较政治制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1 比较政

治制度④811 比较政治学与方法 
 

02 比较政治学与方

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1 比较政

治制度④811 比较政治学与方法 
 

030203 科学社会主

义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全日制 10 

01 社会主义基础理

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82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82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3 传统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82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4 当代世界社会主

义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82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30204 中共党史 全日制 9 

01 中国共产党执政

历史及其规律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3 中共党史④823 中国近代史 
 

02 新民主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3 中共党史④823 中国近代史 
 

03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现代化理论与

实践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3 中共党史④823 中国近代史 
 

030206 国际政治 全日制 7 

01 国际政治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2 国际关系理论④862 国际关系史 
 

02 亚太政治与中国

外交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2 国际关系理论④862 国际关系史 
 

030301 社会学 全日制 8 01 发展社会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3 社会学

理论④863 社会研究方法 
 



02 社会工作与社会

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3 社会学

理论④863 社会研究方法 
 

03 性别社会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3 社会学

理论④863 社会研究方法 
 

04 城市社会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3 社会学

理论④863 社会研究方法 
 

120401 行政管理 全日制 7 

01 政府管理与地方

治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2 公共行政学④830 公共政策

分析 

 

02 公共组织与人力

资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2 公共行政学④830 公共政策

分析 

 

03 公共事务与公共

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2 公共行政学④830 公共政策

分析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2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无④--无 
 

003 教育科学学院 

（电话：022-23766143）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全日制 8 

01 教育基本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教育考试与评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3 基础教育学校改

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0102 课程与教学

论 
全日制 4 

01 教学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课程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0103 教育史 全日制 4 

01 中国教育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外国教育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0104 比较教育学 全日制 4 
01 高等教育比较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教师教育比较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3 教育管理比较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0105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 3 

01 学前教育原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幼儿社会性发展

与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3 学前儿童语言发

展与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0201 基础心理学 全日制 9 

01 认知与学习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2 社会认知与决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40202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全日制 13 

01 实验儿童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2 认知发展与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3 个性社会性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全日制 11 

01 临床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2 应用社会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3 应用认知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4 工业与组织心理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5 应用老年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2 心理学

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④--无 
 

045101 教育管理 全日制 17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1 教育管理理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1 教育管理理论 
 

045114 现代教育技

术 
全日制 18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14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理论 

 

045116 心理健康教

育 

全日制 2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16 心理健康教育

理论 

 

非全日制 10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16 心理健康教育

理论 

 

045118 学前教育 

全日制 3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

合④918 学前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5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

合④918 学前教育理论 
 

045400 应用心理 全日制 45 

01 人力资源管理与

开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7 心理学

专业综合④--无 
 

02 学校心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7 心理学

专业综合④--无 
 

03 老年心理健康促

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7 心理学

专业综合④--无 
 

04 用户体验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7 心理学

专业综合④--无 
 

05 临床与心理咨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7 心理学

专业综合④--无 
 

078401 教育技术学 全日制 7 

01 多媒体技术开发

及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3 网络技

术基础④831C 语言程序设计 
授予理学学位 

02 远程教育技术开

发及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3 网络技

术基础④831C 语言程序设计 
授予理学学位 

004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

文明研究院 
060100 考古学 全日制 4 

01 断代考古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2 文物遗产保护与

博物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电话：022-23766196） 03 专门考古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60200 中国史 全日制 27 

01 中国史学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 
 

02 中国历史地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3 中国历史文献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4 中国专门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5 中国古代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6 中国近现代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历史学

基础 1（自命题）④--无 
 

060300 世界史 全日制 29 

01 世界专门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3 历史学

基础 2（自命题）④--无 
 

02 世界上古中古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3 历史学

基础 2（自命题）④--无 
 

03 世界近现代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3 历史学

基础 2（自命题）④--无 
 

04 世界地区与国别

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3 历史学

基础 2（自命题）④--无 
 

05 史学理论与外国

史学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3 历史学

基础 2（自命题）④--无 
 

065100 文物与博物

馆 
全日制 15 

01 文物与博物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8 文博综

合④--无 
 

02 古籍修复与出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8 文博综

合④--无 
 

005 数学科学学院 

（电话：022-23766367） 

070101 基础数学 全日制 6 

01 函数逼近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2 解析数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3 几何拓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4 常微分方程与动

力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70102 计算数学 全日制 2 

01 微积分方程数值

解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2 数字图像处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7010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全日制 5 

01 多元统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2 随机过程在金融

保险中的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3 地下水数值模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2 01 模糊数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70105 运筹学与控

制论 
全日制 2 01 控制论及其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数学分

析④829 高等代数 
 

071200 科学技术史 全日制 3 01 中国数学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4 高等数

学④854 中国数学史 
 

007 化学学院 

(电话：022-23766516) 
070301 无机化学 

全日制 9 

01 配位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7 有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2

无机化学 2 

 

02 生物无机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7 有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2

无机化学 2 

 

03 能源纳米材料化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7 有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2

无机化学 2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7 有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2

无机化学 2 

 



070302 分析化学 

全日制 3 

01 环境分析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4 分析化学（含仪

器分析 30%） 

 

02 纳米生物电化学

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4 分析化学（含仪

器分析 30%）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34 分析化学（含仪

器分析 30%） 

 

070303 有机化学 

全日制 14 

01 应用有机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2 无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02 现代有机合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2 无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2 无机化

学或 634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070304 物理化学 全日制 18 

01 配位物理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或

832 无机化学 2 

 

02 功能配位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或

832 无机化学 2 

 

03 超分子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或

832 无机化学 2 

 

04 材料物理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或

832 无机化学 2 

 

05 计算化学与分子

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或

832 无机化学 2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物理化

学（含结构化学 30％）④827 有机化学 2 或

832 无机化学 2 

 

00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电话：022-23766025) 

070501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 4 

01 土地评价与规划

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65 自然地理学 
 

02 海域海岸带开发

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65 自然地理学 
 

03 环境演变与自然

灾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65 自然地理学 
 

04 资源环境信息系

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65 自然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 7 

01 社区与行政规划

和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28 地理学综合 
 

02 城市与区域规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28 地理学综合 
 

03 城乡土地利用与

地产评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28 地理学综合 
 

070503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 5 

01 地理信息系统应

用与开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13 地理信息系统综合 
 

02 地理信息智能服

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13 地理信息系统综合 
 

03 定量遥感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13 地理信息系统综合 
 

077601 环境科学 

全日制 15 

01 生态环境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 
授予理学学位 

02 水环境与水资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 
授予理学学位 

03 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 
授予理学学位 

04 区域环境评价与

规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 
授予理学学位 

非全日制 5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2 高等数

学 B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 
授予理学学位 



00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电话：022-23766027) 

045114 现代教育技

术 
非全日制 5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14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理论 

 

077503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全日制 8 

01 智能机器人与人

机交互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3 数学

（含高等数学、线性代数）④808 计算机专业

基础综合 

授予理学学位 

02 分布式计算与数

据库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3 数学

（含高等数学、线性代数）④808 计算机专业

基础综合 

授予理学学位 

03 教育软件开发与

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03 数学

（含高等数学、线性代数）④808 计算机专业

基础综合 

授予理学学位 

078401 教育技术学 全日制 4 

01 数字媒体设计与

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0 程序设

计基础（包含 C 语言与数据结构）④880 教育

技术学综合 

授予理学学位 

02 教育管理信息系

统开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0 程序设

计基础（包含 C 语言与数据结构）④880 教育

技术学综合 

授予理学学位 

03 网络（远程）教

育平台开发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0 程序设

计基础（包含 C 语言与数据结构）④880 教育

技术学综合 

授予理学学位 

085212 软件工程 全日制 14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923 软件基础综合 
 

010 外国语学院 

(电话：022-23766213) 

050201 英语语言文

学 
全日制 8 

01 英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3 日语（自命题）或

244 法语（自命题）③641 基础英语④895 英美

文化 

 

02 英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3 日语（自命题）或

244 法语（自命题）③641 基础英语④896 英美

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 8 01 句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3 日语（自命题）或

244 法语（自命题）③641 基础英语④879 语言

学与语言习得 

 



02 音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3 日语（自命题）或

244 法语（自命题）③641 基础英语④879 语言

学与语言习得 

 

03 语言习得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3 日语（自命题）或

244 法语（自命题）③641 基础英语④879 语言

学与语言习得 

 

04 日本语言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3 基础日

语④891 日本语言文化 
 

05 俄语语言文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2 英语（自命题）

③642 基础俄语④892 俄语语言文化学 
 

055101 英语笔译 全日制 2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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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学制为 2

年。 

055102 英语口译 全日制 1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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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学制为 2

年。 

055111 朝鲜语笔译 全日制 13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6 翻译硕士朝鲜语

③362 朝鲜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

知识 

该专业学制为 2

年。 

055112 朝鲜语口译 全日制 7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6 翻译硕士朝鲜语

③362 朝鲜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

知识 

该专业学制为 2

年。 

011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电话：022-23540688) 

045300 汉语国际教

育 
全日制 3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45 韩语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

育基础 

 

050102 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全日制 6 

01 语言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语言学理论④844 汉语基础

理论 

 

02 第二语言习得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语言学理论④844 汉语基础

理论 

 

03 汉语语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语言学理论④844 汉语基础

理论 

 



04 汉语语音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语言学理论④844 汉语基础

理论 

 

05 实验语音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语言学理论④844 汉语基础

理论 

 

012 体育科学学院 

(电话：022-23766599) 

040301 体育人文社

会学 
全日制 4 

01 学校体育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4 体育人

文社会学基础综合④--无 
 

02 体育管理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4 体育人

文社会学基础综合④--无 
 

03 竞技体育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64 体育人

文社会学基础综合④--无 
 

045201 体育教学 全日制 14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6 体育综

合④--无 
 

045202 运动训练 全日制 24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6 体育综

合④--无 
 

013 管理学院 

(电话：022-23766781) 

 

（工商管理硕士联系电

话：022-23766181）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全日制 3 

01 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73 微观经济学 
 

02 工业工程理论与

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73 微观经济学 
 

03 系统分析与协调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73 微观经济学 
 

120201 会计学 全日制 3 

01 会计理论与实务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76 会计学 
 

02 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76 会计学 
 

03 财务理论与实务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76 会计学 
 

120202 企业管理 全日制 7 

01 市场营销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50 管理学 
 

02 战略管理与创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50 管理学 
 



03 人力资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50 管理学 
 

04 组织行为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50 管理学 
 

05 企业创新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50 管理学 
 

120204 技术经济及

管理 
全日制 1 

01 技术经济理论与

方法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61 宏观经济学 
 

02 投融资收益与风

险评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61 宏观经济学 
 

03 公司财务风险管

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61 宏观经济学 
 

120501 图书馆学 全日制 3 

01 数字化信息资源

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6 信息管

理学基础④860 图书馆学基础 
 

02 用户研究与信息

服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6 信息管

理学基础④860 图书馆学基础 
 

03 现代图书馆应用

与服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6 信息管

理学基础④860 图书馆学基础 
 

120502 情报学 全日制 7 

01 现代情报理论与

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6 信息管

理学基础④856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02 企业知识管理与

竞争情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6 信息管

理学基础④856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03 信息资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56 信息管

理学基础④856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04 档案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77 档案学

概论④872 档案管理学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60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无④--无 
 

125500 图书情报 全日制 35 

01 信息化建设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无④--无 

该专业学制为 3

年。 

02 图书情报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无④--无 

该专业学制为 3

年。 



03 档案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无④--无 

该专业学制为 3

年。 

014 初等教育学院 

（电话：022-23766372） 

0401Z1 初等教育学 全日制 3 

01 初等教育基本理

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初等学科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01Z2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全日制 2 

01 少年儿童思想意

识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2 少年儿童组织建

设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11 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④--无 
 

045115 小学教育 

全日制 4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

合④915 小学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7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

合④915 小学教育理论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电话：022-23766609） 

1302Z1 音乐学 

全日制 3 

01 声乐演唱与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5 中外音

乐史④815 音乐文论写作 
 

02 钢琴演奏与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5 中外音

乐史④815 音乐文论写作 
 

非全日制 6 

F1 声乐演唱与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5 中外音

乐史④815 音乐文论写作 
 

F2 钢琴演奏与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5 中外音

乐史④815 音乐文论写作 
 

1302Z2 舞蹈学 

全日制 1 

01 舞蹈教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4 舞蹈理

论④814 舞蹈作品分析 
 

02 舞蹈编导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4 舞蹈理

论④814 舞蹈作品分析 
 

非全日制 1 

F1 舞蹈教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4 舞蹈理

论④814 舞蹈作品分析 
 

F2 舞蹈编导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4 舞蹈理

论④814 舞蹈作品分析 
 

1303Z2 电影学 全日制 2 01 电影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9 艺术概

论④899 影视创作与评论 
 



02 戏剧与电影史论

及比较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9 艺术概

论④897 戏剧电影基础理论 
 

017 生命科学学院 

（电话：022-23766533） 

071001 植物学 

全日制 8 

01 植物细胞及分子

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2 植物资源学及逆

境适应机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3 藻菌生物学与生

物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71002 动物学 

全日制 6 

01 化学生态与行为

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2 动物有害性控制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3 动物分子免疫与

分子系统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71004 水生生物学 

全日制 10 

01 水生动物生殖、

生长调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2 水生动物疾病控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71007 遗传学 全日制 9 

01 人类遗传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2 动物遗传学（与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3 植物遗传育种学

（与天津市农业科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4 微生物遗传学

（与天津市农业科

学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 6 

01 植物蛋白质组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2 植物功能基因组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3 肿瘤细胞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0 普通生

物学④890 生物化学（自命题） 
 

071300 生态学 全日制 10 

01 环境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4 生态学

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或 894 植物生理学 

不招社会科学类

考生。 

02 植物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4 生态学

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或 894 植物生理学 

不招社会科学类

考生。 

03 生理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4 生态学

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或 894 植物生理学 

不招社会科学类

考生。 

04 污染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4 生态学

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或 894 植物生理学 

不招社会科学类

考生。 

05 生物多样性调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94 生态学

④855 环境科学概论或 894 植物生理学 

不招社会科学类

考生。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电话：022-23766036） 

130400 美术学 全日制 4 01 中国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6 中外美术史④510 速写与素描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业

务课二考试时间

为 6 小时。 



02 油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6 中外美术史④511 色彩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业

务课二考试时间

为 6 小时。 

03 版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6 中外美术史④511 色彩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业

务课二考试时间

为 6 小时。 

非全日制 6 

F1 中国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6 中外美术史④510 速写与素描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业

务课二考试时间

为 6 小时。 

F2 油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6 中外美术史④511 色彩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业

务课二考试时间

为 6 小时。 

F3 版画艺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6 中外美术史④511 色彩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业

务课二考试时间

为 6 小时。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4 
01 服饰文化学与服

饰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9 设计艺术史④898 装饰画及专业文章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 



02 视觉与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9 设计艺术史④893 专业创作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 

03 环境设计与城市

文化艺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9 设计艺术史④889 专业设计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 

非全日制 7 

F1 服饰文化学与服

饰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9 设计艺术史④898 装饰画及专业文章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 

F2 视觉与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9 设计艺术史④893 专业创作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 

F3 环境设计与城市

文化艺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9 设计艺术史④889 专业设计 

此专业方向须选

择我校为报考

点，须到我校进

行现场确认。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电话：022-23766129） 

010101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全日制 5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本原理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8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④818

哲学综合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哲学基础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8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④818

哲学综合 

 

03 社会政治哲学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8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④818

哲学综合 

 

030501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全日制 6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 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0502 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 
全日制 1 

01 马克思恩格斯思

想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0503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 8 

01 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革命和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 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执政党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0504 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 
全日制 2 

01 国外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西方思

潮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 国外马克思主义

与社会主义思想流

派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0505 思想政治教

育 
全日制 11 

01 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马克思主义道德

理论与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 社会问题与思想

政治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④82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45102 学科教学

（思政） 

全日制 20 01 思想政治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2 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 

 

非全日制 2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2 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 

 

023 新闻传播学院 

（电话：022-23766150） 

050301 新闻学 全日制 6 

01 新闻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2 新闻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3 新闻实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4 媒介经营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5 新闻学术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6 传媒伦理与新闻

规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50302 传播学 全日制 7 

01 传播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2 传播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3 应用传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4 战略文化与政治

传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5 网络舆情与应急

传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6 影像传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④874 新闻与传播

实务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 35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3 日语或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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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Z1 广播电视艺

术学 
全日制 3 

01 广播电视文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8 广播电视艺术基础④878 文艺综合 
 

02 广播电视编导实

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8 广播电视艺术基础④878 文艺综合 
 

03 播音与主持艺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78 广播电视艺术基础④878 文艺综合 
 

024 法学院 

（电话：022-23766330） 

030102 法律史 全日制 3 

01 中国法制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8 中外法制史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2 中西法制比较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68 中外法制史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30103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全日制 4 

01 宪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5 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2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5 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3 行政刑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5 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4 教育行政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85 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30105 民商法学 全日制 4 

01 民商法一般原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59 民法学与商法学④868 法理

学、宪法学 

 

02 物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59 民法学与商法学④868 法理

学、宪法学 

 

03 合同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59 民法学与商法学④868 法理

学、宪法学 

 

04 侵权责任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59 民法学与商法学④868 法理

学、宪法学 

 

05 公司与证券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59 民法学与商法学④868 法理

学、宪法学 

 

030106 诉讼法学 全日制 4 

01 民事诉讼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84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

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2 刑事诉讼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684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

④868 法理学、宪法学 

 

030107 经济法学 全日制 3 

01 经济法基础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7 经济法学④867 民法学、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2 政府干预经济活

动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7 经济法学④867 民法学、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3 政府参与经济活

动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7 经济法学④867 民法学、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4 知识产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7 经济法学④867 民法学、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 全日制 3 

01 国际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0 国际法④868 法理学、宪法

学 

 

02 国际经济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0 国际法④868 法理学、宪法

学 

 

035101 法律（非法

学） 

全日制 5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

学）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非全日制 1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

学）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

学） 

全日制 5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非全日制 1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025 经济学院 

（电话：022-23766054）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全日制 4 

01 中国经济发展与

经济开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2 中国经济改革与

经济转型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3 社会主义市场与

企业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4 现代资本主义经

济理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非全日制 2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全日制 3 

01 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与当代经济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2 新制度经济学与

经济转型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3 发展经济学与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4 宏观经济学与开

放条件下的宏观经

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20105 世界经济 

全日制 3 

01 对外贸易，FDI

与产业升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2 国际金融理论与

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3 国际投资与跨国

公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4 国际区域经济合

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非全日制 1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理论经济学综合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全日制 3 

01 国民经济对外开

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 国民经济的区域

均衡增长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3 国民经济增长与

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全日制 3 

01 港口城市与港口

经济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 跨区域经济合作

与中华经济区协调

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3 区域产业合作组

织与产业布局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3 
01 经济全球化与产

业结构调整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 投融资体制创新

与企业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3 技术创新与新兴

产业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全日制 2 

01 经济全球化与中

国对外贸易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 国际投资与跨国

经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全日制 3 

01 劳动工资、就业

与社会保障问题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 劳动关系与经济

绩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3 和谐劳动关系与

滨海新区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2 应用经济学基础 
 

029 教师教育学院 

（电话：022-23766141） 

040102 课程与教学

论 
全日制 7 

01 数学教学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04 数学教

育综合④--无 
 

02 化学教学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06 化学教

育综合④--无 
 

03 地理教学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0 地理教

育综合④--无 
 

04 物理课程与教学

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05 物理教

育综合④--无 
 

05 物理实验教学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05 物理教

育综合④--无 
 

0401Z3 教师教育 全日制 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711 教育学

基础综合④--无 
 

045103 学科教学

（语文） 

全日制 34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3 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3 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 

 



045104 学科教学

（数学） 

全日制 38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4 数学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4 数学教育理论 
 

045105 学科教学

（物理） 

全日制 15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5 物理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5 物理教育理论 
 

045106 学科教学

（化学） 

全日制 9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6 化学教学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6 化学教学论 
 

045107 学科教学

（生物） 

全日制 15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7 生物课程与教

学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7 生物课程与教

学论 

 

045108 学科教学

（英语） 

全日制 4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

合④908 英语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

合④908 英语教育理论 
 

045109 学科教学

（历史） 

全日制 1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9 历史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09 历史教育理论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 

全日制 1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10 地理教育理论 
 

非全日制 3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910 地理教育理论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电话：022-23766521） 

070201 理论物理 全日制 3 01 凝聚态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

电） 

 



02 数学物理反问题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

电） 

 

070203 原子与分子

物理 
全日制 2 

01 强激光与物质相

互作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

电） 

 

02 低维材料的物理

设计及原子分子结

构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

电） 

 

070205 凝聚态物理 全日制 13 

01 先进薄膜材料与

离子束表面工程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6 物理化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

物理(力、光、电） 

 

02 能源材料的设

计，制备，性能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6 物理化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

物理(力、光、电） 

 

03 纳米材料设计，

制备，性能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6 物理化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

物理(力、光、电） 

 

04 材料表面生物医

学性能优化的物理

方法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6 物理化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

物理(力、光、电） 

 

05 计算材料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6 物理化学或 648 固体物理④826 普通

物理(力、光、电） 

 

070207 光学 全日制 3 

01 光子薄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9 电动力学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

电） 

 

02 非线性光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或 649 电动力学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

电） 

 

070401 天体物理 全日制 3 

01 星系宇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电） 
 

02 活动星系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45 量子力

学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电） 
 



080501 材料物理与

化学 
全日制 7 

01 先进薄膜材料的

设计、合成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电）或 846 物理化学

2 或 922 材料科学基础 

 

02 电池材料的设

计，合成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电）或 846 物理化学

2 或 922 材料科学基础 

 

03 功能材料的设

计、合成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电）或 846 物理化学

2 或 922 材料科学基础 

 

04 纳米材料的设

计、合成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6 普通物理(力、光、电）或 846 物理化学

2 或 922 材料科学基础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9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846 物理化学 2 或 922 材料科学基础 
 

03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话：022-23761656） 

081000 信息与通信

工程 

全日制 13 

01 无线移动通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02 多媒体通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03 传感器网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04 图像与信息处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非全日制 4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0810Z1 智能科学与

技术 
全日制 2 01 人工智能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02 智能信息处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03 智能传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非全日制 2 F0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01 通信原理或 804 信号与系统或 847 电子

技术（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授予工学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