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系 

代码 
院系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报考人数 

（不含推免） 
实际接收 

推免人数 
学习方式 

001 文学院 050101 文艺学 文学理论 文学评论 16 0 全日制 

001 文学院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语法学 汉语方言学 古

文字学 汉语语音学 训诂学 
81 1 全日制 

001 文学院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6 0 全日制 

001 文学院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唐

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 
134 0 全日制 

001 文学院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68 1 全日制 

001 文学院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28 0 全日制 

001 文学院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 东方文学与文化 

西方文学与文化 
68 1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201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中西

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文化 
36 0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学与

方法 
2 1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基础理论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 传统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 当代世界社

会主义 

12 0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204 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及其规

律研究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30 0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206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理论 亚太政治与中

国外交 
6 0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030301 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 社会工作与社会

政策 性别社会学 城市社会

学 

12 0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政府管理与地方治理 公共组

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事务

与公共政策 

63 0 全日制 

002 政治与行政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64 0 非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教育基本理论 教育考试与评

价 基础教育学校改进 
162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教学论 课程论 52 1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3 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 外国教育史 39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4 比较教育学 
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教师教育

比较研究 教育管理比较研究 
38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5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原理 幼儿社会性发

展与教育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

与教育 

58 1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1 基础心理学 认知与学习 社会认知与决策 26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实验儿童心理学 认知发展与

教育 个性社会性发展 
45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3 应用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 应用社会心理学 

应用认知心理学 工业与组织

心理学 应用老年心理学 

76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01 教育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9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01 教育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29 0 非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不区分研究方向 50 1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25 2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36 0 非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8 学前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310 3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118 学前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39 0 非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45400 应用心理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学校心

理学 老年心理健康促进 用

户体验研究 临床与心理咨询 

69 0 全日制 

003 教育科学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多媒体技术开发及应用 远程

教育技术开发及应用 
30 0 全日制 

004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

文明研究院 
060100 考古学 

断代考古 文物遗产保护与博

物馆学 专门考古 
3 0 全日制 

004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

文明研究院 
060200 中国史 中国史学史 3 0 全日制 

004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

文明研究院 
060200 中国史 

中国历史地理学 中国历史文

献学 中国专门史 中国古代

史 中国近现代史 

209 2 全日制 

004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

文明研究院 
060300 世界史 

世界专门史 世界上古中古史 

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地区与国

别史 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88 1 全日制 

004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

文明研究院 
065100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 古籍修复与

出版 
47 1 全日制 

005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1 基础数学 
函数逼近论 解析数论 几何

拓扑 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24 0 全日制 

005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2 计算数学 
微积分方程数值解法 数字图

像处理 
1 0 全日制 

005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多元统计 随机过程在金融保

险中的应用 地下水数值模拟 
15 0 全日制 

005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4 应用数学 模糊数学 7 0 全日制 

005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控制论及其应用 2 0 全日制 



005 数学科学学院 071200 科学技术史 中国数学史 1 0 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1 无机化学 
配位化学 生物无机化学 能

源纳米材料化学 
29 1 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1 无机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0 非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环境分析化学 纳米生物电化

学分析 
4 0 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0 非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3 有机化学 应用有机化学 现代有机合成 48 0 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3 有机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0 非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4 物理化学 

配位物理化学 功能配位化学 

超分子化学 材料物理化学 

计算化学与分子设计 

24 0 全日制 

007 化学学院 070304 物理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0 非全日制 

00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

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土地评价与规划管理 海域海

岸带开发与管理 环境演变与

自然灾害 资源环境信息系统 

12 1 全日制 

00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

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社区与行政规划和管理 城市

与区域规划 城乡土地利用与

地产评估 

19 2 全日制 

00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

院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开发 地

理信息智能服务 定量遥感与

应用 

11 0 全日制 

00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

院 
077601 环境科学 

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水环境与水资源 资源环

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区域环境

评价与规划 

14 0 全日制 

00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 077601 环境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0 非全日制 



院 

00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0 非全日制 

00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775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智能机器人与人机交互技术 

分布式计算与数据库技术 教

育软件开发与应用 

5 0 全日制 

00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78401 教育技术学 

数字媒体设计与应用 教育管

理信息系统开发 网络（远程）

教育平台开发技术 

6 0 全日制 

00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5212 软件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16 1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化 7 0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 11 1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句法学 音系学 语言习得 6 1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日本语言文化 3 0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俄语语言文化学 3 1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97 0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0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5111 朝鲜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19 1 全日制 

010 外国语学院 055112 朝鲜语口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9 0 全日制 

011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167 0 全日制 

011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理论 第二语言习得 汉

语语法学 汉语语音学 实验

语音学 

23 0 全日制 



012 体育科学学院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学校体育研究 体育管理研究 

竞技体育研究 
4 2 全日制 

012 体育科学学院 045201 体育教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36 4 全日制 

012 体育科学学院 045202 运动训练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 4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工业工程

理论与应用 系统分析与协调 
2 1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审计理

论与实务研究 财务理论与实

务研究 

8 1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 战略管理与创

新 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行为

学 企业创新管理 

12 0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 投

融资收益与风险评价 公司财

务风险管理 

0 0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501 图书馆学 

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 用户研

究与信息服务 现代图书馆应

用与服务 

9 0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502 情报学 

现代情报理论与方法 企业知

识管理与竞争情报 信息资源

管理 

5 0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0502 情报学 档案学研究 8 1 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86 0 非全日制 

013 管理学院 125500 图书情报 
信息化建设 图书情报管理 

档案管理 
137 0 全日制 

014 初等教育学院 0401Z1 初等教育学 
初等教育基本理论 初等学科

教育 
13 0 全日制 



014 初等教育学院 0401Z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 

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 少年

儿童组织建设与管理 
2 0 全日制 

014 初等教育学院 045115 小学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352 3 全日制 

014 初等教育学院 045115 小学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64 0 非全日制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1302Z1 音乐学 
声乐演唱与教学 钢琴演奏与

教学 
19 1 全日制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1302Z1 音乐学 
声乐演唱与教学 钢琴演奏与

教学 
14 0 非全日制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1302Z2 舞蹈学 舞蹈教育学 舞蹈编导理论 5 0 全日制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1302Z2 舞蹈学 舞蹈教育学 舞蹈编导理论 2 0 非全日制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1303Z2 电影学 电影理论 15 1 全日制 

015 音乐与影视学院 1303Z2 电影学 戏剧与电影史论及比较研究 4 0 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植物细胞及分子生物学 植物

资源学及逆境适应机理 藻菌

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3 0 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动物学 

化学生态与行为生态学 动物

有害性控制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 动物分子免疫与分子系统

学 

5 0 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动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4 水生生物学 
水生动物生殖、生长调控 水

生动物疾病控制 
4 0 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4 水生生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人类遗传学 动物遗传学（与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合 植物遗

传育种学（与天津市农业科学 

微生物遗传学（与天津市农业

科学院 

12 0 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0 非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植物蛋白质组 植物功能基因

组 肿瘤细胞生物学 
3 0 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0 非全日制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生

理生态学 污染生态学 生物

多样性调控 

23 0 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 中国画艺术研究 26 0 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 油画艺术研究 版画艺术研究 22 0 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 中国画艺术研究 8 0 非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 油画艺术研究 版画艺术研究 9 0 非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服饰文化学与服饰设计 9 0 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视觉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4 0 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环境设计与城市文化艺术 9 0 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服饰文化学与服饰设计 1 0 非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视觉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 0 非全日制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环境设计与城市文化艺术 3 0 非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

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基

础研究 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14 0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研究 

13 0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0 0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

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执政党建设 

30 0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

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西方思潮研究 国外马克思

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研

究 

1 0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马

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与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 社会问题与思想

政治教育 

91 0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思想政治教育 79 6 全日制 

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不区分研究方向 14 0 非全日制 

023 新闻传播学院 050301 新闻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新闻实务 

媒介经营管理 新闻学术史 

传媒伦理与新闻规则 

20 0 全日制 

023 新闻传播学院 050302 传播学 

传播理论 传播史 应用传播 

战略文化与政治传播 网络舆

情与应急传播 影像传播 

37 0 全日制 



023 新闻传播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不区分研究方向 260 3 全日制 

023 新闻传播学院 1303Z1 广播电视艺术学 
广播电视文艺 广播电视编导

实务 播音与主持艺术 
50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0102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 中西法制比较 8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行政刑法 教育行政法 
14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民商法一般原理 物权法 合

同法 侵权责任法 公司与证

券法 

26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0106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21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经济法基础理论 政府干预经

济活动法 政府参与经济活动

法 知识产权法 

7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法 国际经济法 6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291 0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54 0 非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2 3 全日制 

024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62 0 非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开放 中

国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与企业经济 现

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0 1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104 西方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

代经济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与

经济转型研究 发展经济学与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宏

观经济学与开放条件下的宏

观经济研究 

2 1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104 西方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105 世界经济 

对外贸易，FDI与产业升级 国

际金融理论与政策 国际投资

与跨国公司 国际区域经济合

作 

0 1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105 世界经济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对外开放 国民经济

的区域均衡增长 国民经济增

长与管理 

1 0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港口城市与港口经济发展 跨

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华经济区

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合作组织

与产业布局 

3 1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投融资体制创新与企业发展 

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 

4 1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贸易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2 0 全日制 

025 经济学院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劳动工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

题 劳动关系与经济绩效 和

谐劳动关系与滨海新区建设 

1 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数学教学论 0 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化学教学论 1 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地理教学论 2 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实验

教学研究 
2 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01Z3 教师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不区分研究方向 250 10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不区分研究方向 34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235 7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30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48 4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54 5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不区分研究方向 67 4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不区分研究方向 11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不区分研究方向 480 5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不区分研究方向 43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不区分研究方向 45 3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不区分研究方向 5 0 非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54 3 全日制 

029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9 0 非全日制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70201 理论物理 凝聚态理论 数学物理反问题 2 0 全日制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强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低维

材料的物理设计及原子分子
1 0 全日制 



结构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先进薄膜材料与离子束表面

工程研究 能源材料的设计，

制备，性能研究 纳米材料设

计，制备，性能研究 材料表

面生物医学性能优化的物理

方法研究 计算材料学研究 

16 1 全日制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70207 光学 光子薄膜 非线性光学 1 0 全日制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70401 天体物理 星系宇宙学 活动星系核 2 0 全日制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先进薄膜材料的设计、合成与

应用 电池材料的设计，合成

与应用 功能材料的设计、合

成与应用 纳米材料的设计、

合成与应用 

1 0 全日制 

03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 
085204 材料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0 全日制 

03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

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移动通信 多媒体通信 

传感器网络 图像与信息处理 
12 1 全日制 

03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

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0 非全日制 

03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

院 
0810Z1 智能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智能信息处理 智

能传感 
3 0 全日制 

03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

院 
0810Z1 智能科学与技术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0 非全日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