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天津大学接收 2021 级学术型推荐免试生的专业一览表
专业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所在学院

080100 力学 机械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0802Z1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学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机械工程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0831Z1 医学物理学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0815J1 风能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建筑学院

083400 风景园林学 建筑学院

130500 设计学 建筑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化工学院

080502 材料学 化工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化工学院

081705 工业催化 化工学院

0817J4 合成生物学 化工学院

0817Z1 制药工程 化工学院

0817Z2 能源化工 化工学院

0817Z3 材料化工 化工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化工学院

083201 食品科学 化工学院

080502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081103 系统工程 管理与经济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与经济学部

120200 工商管理 管理与经济学部

120400 公共管理 管理与经济学部



070201 理论物理 理学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理学院

070207 光学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理学院

071011 生物物理学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理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理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理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05020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040100 教育学 教育学院

0401Z2 跨文化教育 教育学院

0401Z3 研究生教育学 教育学院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教育学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院

100700 药学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204Z2 卫生事业与药事管理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071007 遗传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3001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3002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070700 海洋科学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0707Z1 海洋技术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030100 法学 法学院

070500 地理学 地球系统科学学院

077601 环境科学 地球系统科学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微电子学院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微电子学院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微电子学院

070100 数学 数学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200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

0831Z2 智能医学工程 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



070300 化学 分子+研究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分子+研究院

0817Z2 能源化工 分子+研究院

070300 化学 分子聚集态科学研究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与计算学部

083500 软件工程 智能与计算学部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智能与计算学部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99Y100 救援医学 灾难医学研究院

107200 生物医学工程 灾难医学研究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3900 网络空间与安全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70100 数学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3001 环境科学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083002 环境工程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