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文件

教职成厅〔⒛18〕 1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教育白学考试

专业设置实施细则》和《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开考专业清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

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

为规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根据《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全 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以 下

简称全国考委)制 定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

(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和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

(以 下简称《专业清单》),现ˉ并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实施细则》适用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明 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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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自学考试专业审批后各相关主体的职责,规定了专业开考、调

整、停考、监督等各环节的要求和程序。自⒛18年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以 下简称省级考委)和军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以 下简称军队考委)应严格按照《实施

细则》开展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工作,通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专业登记(系 统启用事项另行通知)。

二、《专业清单》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的总目录,自

发布之日起,各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开考自学考试专业应限于

《专业清单》范围内,严格按照《专业清单》所列专业名称和专业层

次开展相关工作。全国考委将对《专业清单》进行年度审议并适

时调整,各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如需开考《专业清革>以 外的专

业,可 向全国考委提出建议,专业列入《专业清单》后方可开考。

三、各地和军队要按照《实施细则》的要求加强自学考试专业

建设,依据《专业清单》进行专业调整。新开考专业应使用〈专业

清单》内的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统 一专业类型,并按照现行专业

基本规范制定专业考试计划。现开考专业应参照《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新旧专业对照表》调整规范为《专业清单》内专业;无 法调整

为《专业清单》内专业的,应 在3年 内逐步停考,自 ⒛18年下半年

起不再接受新考生报名,最迟于20z1年下半年前停止颁发毕业证

书。

四、专业调整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各地

和军队要本着f规 范、稳要、有序
”
的原则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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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适应终身教育体系

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根据社会需求和办考力量设

置,以 满足学习者发展需求为导向,以 学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为重

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适应职业发展、具有创新意识的应用

型人才。

第三条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以 下侑称全国

考委)负 责制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以 下侑称〈专

业清单》)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基本规范》(以 下简称〈基本

规范》),可根据需要制定或调整专业考试计划。

第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以

下简称省级考委)以 及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以 下简称

军队考委)结合当地或军队实际在《专业清单》范围内确定开考专

业,制 定相应妁专业考试计划。

第五条 省级考委开考专业一般应面向社会开放,可接受行

业或企事业单位省级以上(含 )业务主管部门的委托开考,可开展

省际或区域协作开考。

第六条 军队考委开考的专业仅面向军队人员,不 向社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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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第七条 全国考委建立全国高等教育白学考试专业管理信息

系统(以 下简称信息系统),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实行全程信

息化管理与服务。

第二章 专业清单、基本规范和考试计划

第八条 《专业清单》是南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的基本

目录,确 定了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开考专业的范围。

第九条 全国考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自学考试人才培养定

位,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专业目录(以 下简称专业目录)范

围内确定《专业清单》。

第十条 《基本规范》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和人才

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标准,是专业质量监督与管理的标准和依据。

第十-条 全国考委按照与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同质等

效的原则,根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特点制定《基本规范》。

第十二条 全国考委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

的需要,适时调整《专业清单》和修订《基本规范》,并通过全国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管理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以 下简称信息平

台)予 以公布。

第十三条 省级考委、军队考委、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

织可根据本地、军队、本部门和行业的需求向全国考委提出调整

《专业清单》和修订《基本规范》的建议 ,按 以下程序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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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省级考委、军队考委、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于

每年 1月 31日 前通过信息系统提交相关专业设置的必要性和专

业规范建议等材料。

(二 )相 关专业在专业目录内的,全 国考委将根据有关法规政

策调整《专业清单》并修订《基本规范》,于 当年 5月 31日 前通过

信息平台予以公布占

(三 )相关专业在专业目录外且经全国考委组织专家评议通

过的,全 国考委将向教育部提出增补专业建议,根据专业目录修订

情况适时调整《专业清单》并修订《基本规范》。

第十四条 专业考试计划从总体上确定专业考试标准,体现

人才培养和评价的规格与要求,设专科、本科两个学历层次。

第十五条 专业考试计划的内容应包括 :指 导思想、培养目标

和基本要求、学历层次与规格、考试课程与学分、实践性环节学习

考核要求、主要课程说明、课程教材及参考书,以 及其他必要的说

明等。

第十六条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依据《基本规范》制定适合

当地和军队的专业考试计划,作为专业开考、课程建设、试题命制、

考试组织、毕业审核、证书注册的依据。

第三章 专业开考

第十七条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开考专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一 )有健全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有 完成工作任务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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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人员以及必要的经费保障;

(二 )有专业师资力量较强且已开设全 日制相同(或 相近)专

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担任主考学校,主考学校应设有自学考试的办

事机构并配备相应专职人员,有保证实践性课程考核和实践性环

节考核的必要条件和措施 ;

(三 )有科学、规范、完整的专业考试计划。

第十八条 开考《专业清单》内的国家控制专业,应 遴选具备

开设该专业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作为主考学校 ,并根据有关法规

政策明确该专业的报考资格要求。

第十九条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开考专业按照以下程序办

理 :

(一 )遴选主考学校 ;

(二 )组 织专家对拟开考专业进行论证 ,制定专业考试计划 ;

(三 )通过信息系统向全国考委提交专业考试计划和其他必

要的说明;

(四 )全国考委在收到上述材料后 Is个工作 日内完成专业登

苡L。

第二十条 全国考委对已登记专业的毕业证书将在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上予以电子注册。

第四章 专业停考与调整

第二十-条 全国考委可根据国家法规政策、已开考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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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变化及实施情况决定停考专业,省 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应

据此停考有关专业。

第二十二条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可根据当地或军队需求的

实际情况决定专业停考。

第二十三条 专业停考后不再接受新生报考,可设立不超过

3年 的过渡期,继续安排该专业的课程考试 ,并 为符合毕业条件的

在籍考生办理毕业证书;停考过渡期满不再颁发该专业毕业证书 ,

特殊情况可顺延不超过 2年颁发毕业证书。

已停考专业未获得毕业证书的在籍考生,其停考专业的已合

格课程可用于其他正在开考的专业,具体使用条件应符合其他专

业考试计划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停考专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

(一 )组 织专家论证制定停考方案 ;

(二 )通过信息系统向全国考委登记停考专业 ;

(三 )全国考委在收到停考专业信息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专

业停考登记。

第二十五条 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可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

求的变化,按照《基本规范》的要求适时调整已开考专业的课程设

置,但须参照开考专业的程序向全国考委登记。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全国考委负责对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设置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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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指导监督和质量评估。

第二十七条∷省级考委和军队考委应建立自学考试专业监测

机制,定期对开考的专业进行需求和质量评价。

第二十八条 违规开考或调整课程设置的专业不予登记。

第二十九条 管理混乱的专业,全 国考委将视情况对相关机

构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或取消专业登记。

第三十条 未登记和被取消登记的专业不得颁发毕业证书 ,

不予办理毕业证书电子注册。

第三十-条 所开考专业的课程质量得不到保证、在社会上

造成不良影响的,全 国考委将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对有关机构予以

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由全国考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发布前有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管理

规定的内容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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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

本科层次 (157个专业)

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经济学

经济学类

经济学 o20101

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咔 320101

经济统计学 o20102

国民经济管理 020103T

财政学类 税收学 020202

金融学类

金融学 o20301K

保险学 o20303

投资学 020304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401

法学

法学类
法学 030101K

监所管理中 330101K

政治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o30201

社会学类
社会学 o30301

社会工作 o30302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 o30503

公安学类
治安学 o30601K

公安管理学 o30612TK

教育学
教育学类

教育学 o40101

教育管理+ 340101

科学教育 o40102

心理健康教育丰 340102

人文教育 040103

双语教育幸 340103

教育技术学 040104

艺术教育 040105

学前教育 040106

小学教育 040107

体育学类 体育教育 o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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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050101

维吾尔语言文学艹 350101

哈萨克语言文学扌 350102

蒙古语言文学扌 350103

朝鲜语言文学衤 350104

藏语言文学咔 350105

汉语国际教育 o50103

秘书学 050107T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 050201

俄语 050202

阿拉伯语 050206

日语 o50207

朝鲜语 050209

越南语 o50223

商务英语 050262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 050301

广告学 050303

传播学 o50304

网络与新媒体 o50306T

理学

化学类 应用化学 070302

地理科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 070504

生物科学类 生物技术 o71002

心理学类
心理学 071101

应用心理学 071102

工学
机械类

杌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80204

工业设计 o80205

过程装各与控制工程 080206

车辆工程 o80207

汽车服务工程 080208

仪器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 080301



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工学

材料类

冶金工程 080404

金属材料工程 080405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080410T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80414T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 080501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电子科学与技术 o80702

通信工程 o80703

自动化类
自动化 080801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80802T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软件工程 080902

网络工程 080903

信息安全 080904K

物联网工程 o80905

数字媒体技术 o80906

土木类

土木工程 o81001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081002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081006T

水利类 水利水电工程 o81101

测绘类 测绘工程 081201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301

地质类 地质工程 081401

矿业类
采矿工程 081501

石油工程 081502

纺织类
纺织工程 o81601

服装设计与工程 o81602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 081801

海洋工程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 08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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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 o82502

环境生态工程 082504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2701

食品质量与安全 o82702

建筑类 城乡规划 082802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安全工程 082901

生物工程类
生物工程 o83001

生物制药 o83002T

公安技术类 消防工程 o83102K

农学

植物生产类

农学 o90101

园艺 o90102

植物保护 o90103

种子科学与工程 o90105

动物生产类 动物科学 090301

动物医学类
动物医学 O90401

动植物检疫 o90403T

林学类
林学 090501

园林 090502

草学类 草业科学 o9070I

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100402

药学类
药学 100701

药物制剂 100702

中药学类 中药学 100801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 101001

眼视光学 101004

护理学类
护理学 101101

社区护理学咔 401101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I02

工程管理 120103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20104

工程造价 120105



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0201K

网络营销与管理咔 420201

市场营销 120202

会计学 120203K

财务管理 120204

国际商务 120205

人力资源管理 120206

审计学 120207

资产评估 120208

物业管理 120209

文化产业管理 120210

体育经济与管理 120212T

农业经济管理类 农林经济管理 120301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2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4

城市管理 120405

交通管理 120407T

公共关系学 120409T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档案学 1205O2

信息资源管理 12050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物流管理 120601

采购管理 120603T

工业工程类 工业工程 120701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 120801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 120901K

酒店管理 120902

会展经济与管理 1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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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

广播电视编导 130305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130307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0309

动画 130310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

环境设计 130503

产品设计 1305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5

数字媒体艺术 130508

注:1。所列专业按照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 )》 排序,其中名称后

加艹的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内专业,按照学科属性列入所

∶∶∷∴扁学科
"类

下|Ⅱ∶ ∷∷

2.专业代码后加 K∷的为每家控制专业,专业代码后加 T的为特设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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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层次 (101个专业冫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农林牧渔

大类

农业类

现代农业技术 510104

园艺技术 510107

农业经济管理 510118

林业类 园林技术 510202

畜牧业类 畜牧兽医 510301

资源环境与
安全大类

资源勘查类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520105

测绘地理信息类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520307

环境保护类 环境工程技术 520804

能源动力与
材料大类

电力技术类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530103

土木建筑
大类

土建施工类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建筑设各类 建筑设各工程技术 540401

建设工程管理类

建设工程管理 540501

工程造价 540502

建筑经济管理 540503

房地产类 物业管理 540703

装备制造

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60102

数控技术 560103

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工业设计 560118

机电设各类 机电设各维修与管理 5602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电气自动化技术 560302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各类 船舶工程技术 560501

汽车制造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60702

生物与化工
大类

生物技术类 生物技术莽 870101

化工技术类 应用化学衤 870201

食品药品与
粮食大类

食品工业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 590103

食品营养与卫生 590106

食品药品管理类 药品经营与管理 5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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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交通运输
大类

道路运输类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600202

交通运营管理 600207

水上运输类 轮机工程技本 600310

电子信息
大类

电子信息类

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

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 610112

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119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软件技术 610205

通信类 通信技术 610301

医药卫生

大类

护理类 护理 620201

药学类
药学 620301

中药学 620302

医学技术类 眼视光技术 620407

康复治疗类 康复治疗技术 620501

财经商贸

大类

财政税务类
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卡  | 93o101
税务          丨 630102

金融类 金融管理 630201

财务会计类
财务管理 630301

会计 630302

经济贸易类

国际贸易实务 630501

国际商务 630503

经济信息管理 630505

报关与国际货运 630506

工商管理类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商务管理 630602

连锁经营管理 630604

市场营销类 市场营销 630701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 630801

物流类
物流管理 630903

采购与供应管理 63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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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旅游大类

旅游类
旅游管理 640101

酒店管理 640105

餐饮类 烹调工艺与营养 640202

会展类 会展策划与管理 640301

文化艺术
大类

艺术设计类

艺术设计 650101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650102

广告设计与制作 6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650108

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

动漫设计 650120

民族文化类

维吾尔语言文学咔 950301

哈萨克语言文学咔 950302

蒙古语言文学+ 950303

朝鲜语言文学衤 950304

藏语言文学礻 950305

新闻传播
大类

新闻出版类 新闻学衤 960101

广播影视类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660203

传播与策划 660214

教育与体育

大类

教育类

双语教育衤 970101K

学前教育 670102K

小学教育 670103K

心理健康教育 670121K

语言类

汉语言文学衤 970201

英语衤 970202

商务英语 670202

应用日语 670206

应用韩语 670208

应用俄语 67O209

应用阿拉伯语 670215

应用外语 670216

文秘类 文秘 6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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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
∷
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公安与司法

大类

公安管理类 公共安全管理 680109K

公安指挥类 消防指挥 680205Κ

法律实务类 法律事务 680503

公共管理与
服务大类

公共事业类
社会工作 690101

公共关系 690105

公共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690202

公共事务管理 690205

行政管理 690206

1.所 ,ll专业按照巛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目录 (⒛ 15年 )》 排

序,其中名称后加艹的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内专业,按照专业

茱,ll歹刂:入所属专业大类下。

2.专业代码后加k的丸国家控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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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旧专业对照表

(本科层次)

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经济学

o20101 经济学 B020115 经济学

320101 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艹 C020147 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

B090624 乡镇区域发展

020102 经济统计学 BO20102 统计

020103T 国民经济管理

BO82216 城镇经济与管理

BO20125 经济管理

B020227 资源经济与管理

020202 税收学 B020104 财税

020301K 金融学

B020106 金 融

B020183 国际金融

CO20120 金融管理

B020175 金融工程

020303 保险学 B020108 保险

020304 投资学
B020251 投资管理

B020177 投资理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B020173 国际经济与贸易

B020148 国际经济与管理

BO20145 国际经济

BO20110 国际贸易

C020151 国际金融与贸易

法学 030101K 法学

B030117 法律

C030106 法律

BO30113 法律教育

BO30105 国际经济法

C030116 民商法

BO30114 行政法

B030107 经济法学

B020225 知识产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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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法学

330101K 监所管理衤 B030109 监所管理

030201 政治学与行政学 B030308 政治学

o30301 社会学 B030207 社会学

030302 社会工作 B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B040203 政治教育

B040202 思想政治教育

030601K 治安学 CO30407 治安管理

o30612TK 公安管理学

C030402 刑事侦察

B030405 侦查学

C030401 公安管理

教育学

o40101 教育学 B040108 教育学

340101 教育管理+ B040107 教育管理

o40102 科学教育

B080713 信息技术教育

B070702 地理教育

BO70302 化学教育

B070402 生物教育

BO70202 物理教育

340102 心理健康教育+ B040110 心理健康教育

040103 人文教育 B060102 历史教育

340103 双语教育+ B040123 双语教育

o40104 教育技术学 BO40105 教育技术

o40105 艺术教育

B050408 音乐教育

B050410 美术教育

B050434 美术

o40106 学前教育 BO40102 学前教育

040107 小学教育
B040121 初等教育

B040112 小学教育

040201 体育教育 B040302 体育教育

文学

o50101 汉语言文学
C050105 汉语言文学

BO50113 汉语言文学教育

350101 维吾尔语言文学衤 C050107 维吾尔语言文学

350102 哈萨克语言文学衤 C050109 哈语言文学

350103 蒙古语言文学艹 C050106 蒙古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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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文学

350104 朝鲜语言文学扌 CO50110 朝鲜语言文学

350105 藏语言文学+ C050111 藏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B050140 对外汉语

050107T 秘书学
B050104 秘书学

C050125 商务秘书

o50201 英语

B050206 英语教育

B050134 英语翻译

C050201 英语

BO50222 旅游英语

050202 俄语 C050203 俄语

050206 阿拉伯语 B050230 阿拉伯语

050207 日语 C050202 日语

o50209 朝鲜语
B050205 朝鲜语

C050223 韩国语

050223 越南语 C050204 越语

050262 商务英语

C050225 商务英语

B050218 商务英语

B050215 经贸英语

C050217 经贸英语

C050234 外贸英语

050301 新闻学
C050305 新闻学

B050319 新闻与传播学

050303 广告学 B050302 广告学

050304 传播学 BO50320 大众传播

05o3b6T 网络与新媒体 BO50307 网络传播

理学

070302 应用化学 B081209 应用化学

o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BO82234 地理信息系统

071002 生物技术
BO70405 生物技术

BO81315 应用生物技术

071101 心理学 B071504 心理学

071102 应用心理学 B071502 应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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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工学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B0803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B080324 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

B080741 数控技术

C080327 数控加工与模具设计

B0803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B0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BO80339 机械电子工程

B080308 光机电一体化工程

B080338 机电设备与管理

B082225 航空维修工程管理

B081804 航空机电工程

080205 工业设计 B050421 工业设计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B080342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080207 车辆工程

BO80317 汽车制造

B081737 机车车辆

C080349 汽车机械制造技术

B080332 汽车车身数字化设计

C080345 汽车制造与装调技术

o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B080610 汽车运用工程

BO82232 汽车服务工程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C081710 汽车维修与检测

C081727
汽车营销与售后技术

服务

B081722
汽车营销与售后技术

服务

080301 侧控技术与仪器 B080333 测控技术与仪器

o80404 冶金工程 BO80208 冶金工程

o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B080207 金属材料工程

080410T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B080110 珠宝及材料工艺学

080414T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BO80206 光伏材料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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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B080502 电厂热能动力工程

嘿
能源与动力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B080605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080601
B08061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
电子信息ェ程

B110110 信息技术应用与管理

| 0奋0701 B080738 电子信息技术

B080753 电子信息工程

「
电子科学与技术

BO80705 电子工程

工学

080702
B080735 应用电子技术

o80703 通信工程

BO80791 移动通信技术

B080708 计算机通信工程

B080707 通信工程

B080724 通信与信息系统管理

080801 自动化
BO80603 工业自动化

BO80613 自动化

轨道交通信号及控制
o80802T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BO80780

BOg凹93 |信 息系统管理

B082208 计算机信刂憝管理

BOB凹”  |信 ‘憝与计算科学

B080745 计算机科学教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O80717 计算机应用

B08074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B080787 移动商务技术

B080789 嵌入式技术

B080760 计算机器件及设各

游戏软件开发技术

软件工程

B080743

B080720 软件工程

CO80762 计算机应用软件

C080719 计算机软件

B080711 计算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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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工学

o80903 网络工程
B080727 网络工程

B080709 计算机网络

o80904Κ 信息安全
B080782 信息安全与网络管理

B080751 信息安全

o80905 物联网工程 B080798 物联网工程

o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BO82301 数字媒体技术

o81001 土木工程

B080825 土木工程

BO80821 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

B080806 建筑工程

B080809 交通土建工程

081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

B080824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081006T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B081707 铁道与道路工程

BO80807 道路与桥梁工程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BO80902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B080904 水利水电与港航工程

081201 测绘工程 B080837 测绘工程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BO81203 化学工程

B0812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o81401 地质工程 B080835 地质工程

o81501 采矿工程 B080109 采矿工程

081502 石油工程 B080105 石油工程

081601 纺织工程 B081328 纺织工程

o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B050443 服装设计与工程

o81801 交通运输

B081711 交通(铁路)运输

B081718 交通运输

B081720 铁路运输

B081712 铁路运输工程

B081724 铁路运输管理

B081715 空中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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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工学

0819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B080325 船舶与海洋工程

082502 环境工程
B081102 环境工程

B081103 环境工程与管理

o82504 环境生态工程 B020277 环境保护与管理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B081308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BO81323 食品质量与安全

B081314 食品安全与品控

BO81313 食品加工与检验

082802 城乡规划
BO20275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
管理

B080811 城镇规划与建设

082901 安全工程
B080834 工程安全管理

B080836 安全工程

083001 生物工程 B070404 生物工程

083002T 生物制药 B100907 生物制药

083102K 消防工程 B080622 消防工程

农学

090101 农学 BO90102 农学

090102 园艺 B090113 现代园艺

090103 植物保护
BO90303 植物保护与检疫

C090122 植物科学技术

o90105 种子科学与工程 BO90129 种子科学与工程

o90301 动物科学

BO90407 动物科学

B090416 现代牧业生产

B090613 牧业高新技术与管理

090401 动物医学

B100511 动物医学

B090403 畜牧兽医

BO90419 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

090403T 动植物检疫
B090418 动物防疫与检疫

B090406 动物检瘐与食品检验

090501 林学 BO90202 林学

090502 园林 B090115 园林

o90701 草业科学 B090117 草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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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医学

100402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B081311 营养、食品与健康

100701 药学
B100805 药学

B100904 药学与药品营销

lO0702 药物制剂
B081204 制药科学与工程

B100806 药物制剂

lO0801 中药学 C100802 中药学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B100311 检验

101004 眼视光学 B100312 眼视光学

101101 护理学 B100702 护理学

401101 社区护理学礻 B100705 社区护理学

管理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B071602 信息管理与服务

B08221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03 工程管理

BO82211 邮电管理工程

B082228 电力管理工程

B082202 管理工程

BO20279 工程管理

BO20221 建筑经济管理

B020256 项目管理

120104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B020”4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BOB2241 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20105 工程造价 B0眨231 |工程造价管理

120201K 工商管理

B020320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B020142 工商管理

BO20309 现代企业管理

B∞陇53 |企业经济管理

B∞∞s9 |企业管理

B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B090617 |乡 镇企业管理

B020143 公司管理

C020226 商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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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管理学

420201 网络营销与管理衤 B020333 网络营销与管理

120202 市场营销

BO20208 市场营销

B020314 销售管理

BO20262 电力市场营销

120203K 会计学

B020204 会计

BO20236 会计电算化

BO20305 会计信‘急技术

B020157 财务会计与审计

120204 财务管理

B020303 财务管理

B020213 企业财务管理

B020261 工程财务管理

B020220 军队财务

BO20264 铁道财务会计

120205 国际商务 BO20174 国际商务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120207 审计学 B020117 审计学

120208 资产评估 B020331 资产评估

120209 物业管理 B020222 物业管理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B020155 文化产业

B020318 经纪学

120212T 体育经济与管理 B020159 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

120马 01 农林经济管理

BO20114 农业经济管理

BO90615 现代农业管理

BO90705 农业高新技术与管理

B090614
林业及园林高新技术

与管理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B020267 公共管理

B020322 能源管理

B020230 公共事业管理

B100902 卫生事业管理

B110109 武警指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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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管理学

120402 行政管理

B030302 行政管理学

B020123 工商行政管理

BO3031I 经济与行政管理

B082218 电子政务

BO30316 机关管理与办公自动化

120404 土地资源管理 B020217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5 城市管理 BO30320 城市管理

120+07T 交通管理
B081704 交通管理工程

B081719 机场管理

120409T 公共关系学 B050309 公共关系

120502 档案学 B060202 档案学

120503 信息资源管理
B071604 情报学

B020273 经济信息管理

120601 物流管理

B020229 物流管理

B020304 电子商务物流

B081731 运输工程与物流管理

120603T 采购管理 BO20282 采购与供应管理

120701 工业工程

CO82206 工业工程

BO82205 工业工程

B082244 工业管理工程

B020289 企业现场管理

B020252 企业内部控制

120801 电子商务
B020216 电子商务

B020263 现代商务

120901K 旅游管理
B020235 国际旅游管理

BO20210 旅游管理

120902 酒店管理 B020302 酒店管理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B020180 会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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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艺术学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B050311 广播电视编导

CO50313 广播电视编导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BO50461 影视美术设计

B050453 文化(影视)艺术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B050310 播音与主持

130310 动画

B080746 动画

BO50438 动画设计

BO50451 动漫设计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CO50428 视觉传达设计

BO50433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3 环境设计

C050426 环境艺术设计

BO50412 环境艺术设计

B050432 室内设计

B081318 家具与室内设计

130504 产品设计
C050448 艺术设计

BO50437 艺术设计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CO50424 服装艺术设计

B050419 服装艺术设计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B050418 数字媒体艺术

BO50460 游戏艺术设计

B050450 电脑艺术设计

注:1.表 中所列专业名称后加艹的为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内专业。

2.表 中所列f原专业”
为现开考专业,原专业代码B前缀的专业类型为独立本科段,C前缀的

专业类型为本科或本科段。

3.未列入本表的本科层次现开考专业,可按照学科门类自主选择清单内专业进行调整或停

考。

4.对可同时对应清单中多个专业的现开考专业,可 自主选择清单中的专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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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旧专业对照表

(专科层次 )

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农林牧渔

大类

510104 现代农业技术

A090702 农业综合技术

A090630 农艺

A090101 农学

510107 园艺技术
AO90104 园艺

CO90121 植物科学技术

510118 农业经济管理
A090601 农业经济管理

A090622 农村经济与管理

510202 园林技术
A090114 园林

AO90123 园林设计与花卉

510301 畜牧兽医

A090401 畜牧

A090402 兽 医

A090414 畜牧兽医

A090408 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

资源环境与

安全大类

520105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A080111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520307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A080831 地质工程

520804 环境工程技术

AO20276 环境保护与管理

A081101 环境工程与管理

A081104 环境工程

能源动力与

材料大类
530103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A080604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土木建筑

大类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AO80801 房屋建筑工程

A080828 建筑工程

A080823 土木工程

C050422 建筑设计

A080901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540401 建筑设各工程技术 A080320 建筑环境与设各工程

540501 建设工程管理
A082239 建筑工程管理

A082230 建筑施工技术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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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土木建筑

大类

540502 工程造价

AO82236 工程造价

AO82214 工程造价管理

A082243 招标与投标

540503 建筑经济管理 A082209 建筑经济管理

540703 物业管理 A020234 物业管理

装各制造

大类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A0803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60103 数控技术

CO8O326 数控加工与模具设计

AO80744 数控技术应用

A080336 机电系统智能控制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A0803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A080328 模具现代制造技术

560118 工业设计 A050404 工业设计

560203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AO81803 航空机电工程

A080334 机电设各维修与管理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A080337 机械电子工程

A080306 机电一体化工程

A080335 机 电

A080311 农村机电工程

A080316 机电应用技术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A080795 智能家电

AO80350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A08061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A080602 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

A080615 自动化

A080739 铁路通信与信号

AO80715 铁道通信工程

A080779 轨道交通信号及控制

5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A080321 船舶与海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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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装备制造

大类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C080619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A080323 汽车维修与服务

A081725 汽车维修与检测

AO81702 汽车运用技术

A082229 汽车服务工程

A081706 机车车辆

C080348 汽车机械制造技术

C080344 汽车制造与装调技术

生物与

化工大类

870101 生物技术扌

A100906 生物制药

A081306 应用生物技术

A070408 生物技术

870201 应用化学衤

A081208 应用化学

A081201 化工工艺

A081211 石油化工生产技术

A080106 石油工程

食品药品与

粮食大类

590103 食品质量与安全

A081307 食品科学与工程

A081322 食品质量与安全

A081320 食品安全与品控

590106 食品营养与卫生 A081310 营养、食品与健康

590301 药品经营与管理
A100908 医药经营与管理

A100903 药学与药品营销

交通运输

大类

6002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AO80808 交通土建工程

A081705 铁道工程

A081716 铁道与道路工程

A080802 道路与桥梁工程

600207 交通运营管理

A020332 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管理

A081735 国际航运管理

A081723 铁路运输管理

A081717 交通运输管理

A081701 交通运输

A020160 民航服务与管理

600310 轮机工程技术 A081733 轮机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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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电子信息

大类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

AO80704 电子技术

A080722 应用电子技术

AO80752 电子信息工程

A080771 电子信‘急技术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A080797 物联网技术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A080701 计算机及应用

A080716 计算机应用

AO80721 计算机技术与应用

A0807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A080763 计算机应用技术

A080778 计算机硬件维护

A080786 移动商务技术

A080788 嵌入式技术

A110107 信息技术应用与管理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AO80775 网络技术应用

AO80759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A080710 计算机网络

AO80750 信息安全

A080781 信息安全与网络管理

A080726 网络工程

6102Q3 计算机信息管理

A080792 信息系统管理

A082207 计算机信
`惑
管理

A080772 信息与计算科学

A08223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A071601 信息管理与服务

610205 软件技术

AO80742 游戏软件开发技术

A080783 软件技术

AO80766 数字多媒体技术

A080756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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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电子信息

大类
610301 通信技术

A080706 通信技术

A080770 通信技术及应用

AO80777 通信信息管理

A080790 移动通信技术

A080723 通信与信息系统管理

A080764 通信工程

医药卫生

大类

620201 护理
A100701 护理学

A100704 社区护理学

620301 药学 A100801 药学

620302 中药学
C100803 中药学

A100807 中药制药技术

620407 眼视光技术 A100310 眼视光技术

620501 康复治疗技术
A100905 中医推拿按摩

A100313 康复治疗技术

财经商贸

大类

930101 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
CO20146 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

A082215 城镇经济与管理

630102 税务
A020140 财税与金融

A020103 财税

630201 金融管理

A020182 国际金融

A020105 金融

C020116 金融管理

630301 财务管理
AO20212 企业财务管理

A020296 财务管理

630302 会计

A020299 会计信t患技术

A0906O4 农村财会与审计

A020170 财会与审计

AO20242 会计电算化

A020297 财务与会计

A020203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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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财经商贸

大类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A020109 国际贸易

630503 国际商务 A020169 国际商务

630505 经济信J恝管理 A020272 经济信息管理

630506 报关与国际货运 A081734 报关与国际货运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A090603 乡镇企业管理

A090637 县镇企业管理

A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A020164 企业现场管理

A020168 公司管理

A020258 企业管理

A020319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A082201 管理工程

630602 商务管理
C020214 商务管理

A020176 工商管理

630604 连锁经营管理 A020255 连锁经营管理

630701 市场营销

A020268 营销策划

A020313 销售管理

A020206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A081738
汽车营销与售后技术服

务

A020207 市场营销

630801 电子商务 A020215 电子商务

63O903 物流管理

A020285 物流商务与管理

AO20298 电子商务物流

A020228 物流管理

630907 采购与供应管理 AO20265 采购与供应管理

游

类

旅

大
640101 旅游管理

A020209 旅游管理

A020308 中文导游

AO20238 国际旅游管理



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旅游

大类

640105 酒店管理

A020211 饭店管理

AO20290 酒店管理与导游

AO20245 酒店管理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

A081305 烹饪工艺

A081304 食品工艺

AO81312 食品加工与检验

640301 会展策划与管理
AO20166 会展策划与管理

AO20179 会展管理

文化艺术

大类

650101

650102

艺术设计 AO50436 艺术设计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A050406 视觉传达设计

C050427 视觉传达设计

650103 广告设计与制作 A050301 广告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A050420 数字媒体艺术

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

C050423 服装艺术设计

AO50402 服装艺术设计

A050佴2 |服装设计与工程

AO50415 服装设计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A050405 室内设计

AO50455 装潢设计

A081317 家具与室内设计

A050444 环境艺术设计

CO50425 环境艺术设计

650120 动漫设计

A050454 动漫设计与制作

A050445 动漫设计

A050458 影视美术设计

A050441 动画设计

A080755 动画

A050459 游戏艺术设计

950301

950302

维吾尔语言文学衤 C050116 维吾尔语言文学

哈萨克语言文学+ C050118 哈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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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文化艺术

大类

950303 蒙古语言文学幸 C0501I5 蒙古语言文学

950304 朝鲜语言文学衤 C050119 朝鲜语言文学

950305 藏语言文学衤 C050120 藏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

大类

960101 新闻学扌
CO50308 新闻学

A050317 新闻与传播学

660203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A050316 广播电视编导

AO50411 电视节目制作

660214 传播与策划
A080794 网络传媒设计

A050306 网络传播

教育与体育

大类

970101K 双语教育衤 A040122 双语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 A040101 学前教育

670103K 小学教育 A040103 小学教育

670121K 心理健康教育

A040109 心理健康教育

A071501 心理学

AO71503 应用心理学

970201 汉语言文学沐
A050128 汉语言文学教育

CO50114 汉语言文学

970202 英语肀

C050207 英语

A050133 英语翻译

AO50213 英语教育

670202 商务英语

CO50233 外贸英语

C050216 经贸英语

A050228 经贸英语

A050226 商务英语

AO50219 旅游英语

670206 应用日语 C050208 日语

670208 应用韩语
C050211 朝鲜语

C050224 韩国语

670209 应用俄语 CO50209 俄语

670215 应用阿拉伯语 A050212 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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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原专业代码 原专业名称

教育与体育

大类

670216 应用外语
C050210 越语

CO50227 法语

670301 文秘

A050102 秘书

AO50129 商务秘书

A030318 文秘与办公自动化

公安与

司法大类

680109K 公共安全管理

A110108 武警指挥与管理

C030403 公安管理

A030408 安全保卫

680205K 消防指挥 A080621 消防管理

680503 法律事务

C030404 刑事侦察

C030115 民商法

A030104 经济法学

C030112 法律

A050141 法律文秘

公共管理与

服务大类

690101 社会工作 AO30202 社会工作与管理

690105 公共关系 AO50303 公共关系

6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A020205 人力资源管理

6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A020271 公共事业管理

690206 行政管理

A082217 电子政务

AO30310 经济与行政管理

AO20112 工商行政管理

A030305 乡镇管理

A020153 乡村管理

A030301 行政管理

A030307 机关管理及办公自动化

注:1.表 中所列专业名称后加+的 为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内专业。

2.表 中所列
“
原专业”

为现开考专业,原专业代码A前缀的专业类型为专科,C前缀的专业类

型为基础科段。

3.未列入本表的专科层次现开考专业,可按照专业大类自主选择清单内专业进行调整或停

考。

4.对可同时对应清单中多个专业的现开考专业,可 白主选择清单中的专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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