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方向）名称 授予学位

1 080201 机械工程 工学

2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现代装备与控制

工程)
工学

3 能源动力类 080502T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工学

4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5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现代建筑电气） 工学

6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中美合作） 工学

7 080707T 广播电视工程 工学

8 080801 自动化 工学

9 080801 自动化(汽车电子工程)（中美合作） 工学

10 计算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11 金融学类 020301K 金融学 经济学

12
经济与贸易

类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3 120101 管理科学（东方管理） 管理学

14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15 120103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6 120201K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 120202 市场营销 管理学

18 120204 财务管理 管理学

19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20
物流管理与
工程类

120601 物流管理 管理学

21 工业工程类 120701 工业工程 管理学

22 旅游管理类 120901K 旅游管理（邮轮经济） 管理学

23 材料类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24
化工与制药

类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25
化工与制药

类
081302 制药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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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环境科学与
工程类

082502 环境工程 工学

27 药学类 100706T 药物化学 理学

28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学

29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CAD/CAM) 工学

30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31 080411T 焊接技术与工程 工学

32 电子信息类 080709T 电子封装技术 工学

33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工程)（中

美合作）
工学

34 080207 车辆工程 工学

35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工学

36 081801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工程） 工学

37 081801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工程）（中美合作） 工学

38 工商管理类 120202 市场营销（汽车营销） 管理学

39
新闻传播学

类
050303 广告学 文学

40 机械类 080205 工业设计 工学

41 美术学类 130404 摄影 艺术学

42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43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学

44 130504 产品设计 艺术学

45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介） 艺术学

46 130509T 艺术与科技 艺术学

47 工商管理类 120201K 工商管理(航空经营管理) 管理学

48
物流管理与
工程类

120601 物流管理(航空物流） 管理学

49 飞行学院 交通运输类 081801 交通运输(航空器械维修) 工学

50 飞行学院 交通运输类 081805K 飞行技术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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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81601 纺织工程 工学

52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学

53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CAD/CAM） 工学

54 工商管理类 120202 市场营销（服装营销） 管理学

55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学

56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策划） 艺术学

57 机械类 080207 车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 工学

58 自动化类 080802T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工学

59 081801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工学

60 081802 交通工程 工学

61
中韩多媒体设

计学院
设计学类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中韩合作） 艺术学

62
中法埃菲时装
设计师学院

设计学类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法合作） 艺术学

63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64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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