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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4 金融学  经济学 070904 构造地质学 * 理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 * 理学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 071400 统计学  理学 

030107 经济法学  法学 077601 环境科学 * 理学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法学 080102 固体力学 * 工学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法学 080103 流体力学 * 工学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 法学 080104 工程力学 * 工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教育学 080200 机械工程 * 工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080402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070101 基础数学 * 理学 080702 热能工程  工学 

070102 计算数学 * 理学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工学 

070104 应用数学 * 理学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工学 

070201 理论物理  理学 080800 电气工程 * 工学 

070207 光学  理学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工学 

070301 无机化学  理学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 工学 

070302 分析化学  理学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070303 有机化学  理学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 工学 

070304 物理化学  理学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 工学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理学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工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理学 081401 岩土工程 * 工学 

070801 固体地球物理学  理学 081402 结构工程 * 工学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 理学 081403 市政工程 * 工学 

070902 地球化学 * 理学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 工学 

0709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 理学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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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 工学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 工学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工学 0819Z1 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 ★ 工学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 工学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 工学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 工学 083002 环境工程 * 工学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 工学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工学 

0816Z1 矿山空间信息与学沉陷控制工程 ★ 工学 083500 软件工程  工学 

081701 化学工程 * 工学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 工学 

081702 化学工艺 * 工学 0871Z1 工程管理 ★ 工学 

081704 应用化学 * 工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 管理学 

081705 工业催化 * 工学 120201 会计学  管理学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 工学 120202 企业管理  管理学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 工学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081803 地质工程 * 工学 120401 行政管理 * 管理学 

0818Z1 地球信息科学 ★ 工学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 管理学 

081901 采矿工程 * 工学 130500 设计学  艺术学 

        

        

        

        

        

        

        

注：*表示该专业同时为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表示该专业为我校自设二级学科专业，可招收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