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학사학위 전공리스트 

공학과 

学院(학부) 大类专业名称 (전공부문) 本科专业(본과 전공학과) 

航天学院 

항공우주대학  

自动化类  

자동화부문 

自动化 (자동화학과)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탐측제어조종기술학과) 

空天力学与工程类 

공천역학공학부문 

工程力学 (공정역학과) 

复合材料与工程 (복합재료공학과)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类 

항공설계공학부문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항공설계공학과)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항공환경공학과) 

空间科学与技术 (공간과학기술학과) 

光电工程类 

광전자공정부문 

电子科学与技术 (전자과학기술공학과) ☆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方向）  

(광전자정보과학공학과-광학공정방향) 

 

 

 

 

광전자정보과학공학과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마이크로전자공학부문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마이크로전자공학과)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전기공정 및 자동화대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类 

전기자동화부문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전기자동화학과)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전기-건축공학과)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전자 및 정보공정대학 

信息与通信工程类 

정보 및 통신전공부문 

通信工程 (통신공학과) ☆ 

电子信息工程 (전자정보공학과) 

信息对抗技术 (정보제어기술공학과) 

遥感科学与技术 (원격통신공학과)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자기장통신공학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컴퓨터과학 및 기술대학 

计算机类 

컴퓨터부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컴퓨터공학과) ☆ 

信息安全 (보안시스템공학과) 

生物信息学 (생명정보학과)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데이터과학 및 빅 데이터기술학과) 

物联网工程 (사물인터넷공학과) 

人工智能 (인공지능학과)  

软件工程 (소프트웨어공학과) ☆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기계자동화학과) 



전기기계공정대학 기계부문 工业设计 (산업설계학과) 

飞行器制造工程 (항공기제조학과) 

工业工程 (산업학과) 

机械电子工程 (메카트로닉스학과) ☆ 

机器人工程 (로봇공학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재료과학공정대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재료제어공학부문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재료제어공학과)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 

재료과학공정부문 

材料科学与工程 (재료공학과) ☆ 

材料物理 (재료물리학과)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系统方向） 

(광전자정보과학공학과-시스템방향) 

焊接技术与工程类 

용접기술 및 공정부문 

焊接技术与工程 (용접기술 및 공정학과) 

电子封装技术 (전자포장기술공학과)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에너지과학 및 공정대학 

能源动力类 

에너지동력부문 

能源与动力工程 (에너지동력공학과) ☆ 

飞行器动力工程 (항공기동력공학과) 

核工程与核技术 (원자력공학과)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기구과학 및 공정대학 

精密仪器及智能化类 

정밀기기 및 지능화부문 

测控技术与仪器 (관측제어기술 및 기기학과) 

精密仪器 (정밀기기학과) 

化工与化学学院 

화학공정 및 화학대학 

功能新材料与化工类 

기능성 신소재 및 화공부문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고분자재료공학과) 

化学工程与工艺 (화학공학과) ★ 

能源化学工程 (에너지화학공학과) 

食品科学与工程 (식품공학과) ★ 

应用化学 (응용화학과) 

环境学院 

환경대학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도시배수설계공학부문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도시배수설계공학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환경과학공정부문 
环境工程 (환경공학과) 

土木工程学院 

토목공정대학 

土木类 

토목부문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 

(토목공정학과-건축공정방향)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材料方向）★ 

(토목공정학과-토목공정재료방향) 

土木工程（力学精英班方向） ★ 

(토목공정학과-역학엘리트반방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도시지하환경공학과) 

工程管理（项目管理方向）  



(산업관리학과-프로젝트관리방향) 

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方向）  

(산업관리학과-부동산개발 및 관리방향) 

建筑学院 

건축대학 

建筑类 

건축부문 

城乡规划（五年制）(도시개발공학과 - 5 년제) 

风景园林（五年制）(경관학과 - 5 년제)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건축환경 및 에너지응용공정학과) 

数字媒体技术 (디지털미디어기술학과)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교통과학 및 공정대학 

道路桥梁、交通工程类 

도로 및 교통공정부문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도로-도하설계공학과) 

交通工程 (교통공학과)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교통제어학과)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생명과학 및 기술대학 

生物科学类 

(생명과학부문) 
生物工程 (생명공정학과) 

이학과 

学院(학부) 大类专业名称 (전공부문) 本科专业(본과 전공학과) 

化工与化学学院 

화학공정 및 화학대학 

化学类 

화학부문 

材料化学 (재료화학과) 

化学 (화학과) 

环境学院 

환경대학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환경과학공정부문 
环境科学 (환경과학과) 

物理学院 

물리대학  

物理学类 

물리학부문 

应用物理学 (응용물리학과) 

核物理 (핵물리학과)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광정보과학공학부문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광정보과학공학과) 

数学学院 

수학대학 

数学类 

수학부문 

数学与应用数学 (수학 및 응용수학과) 

信息与计算科学 (정보 및 컴퓨터과학과) 

统计学 (통계학과)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생명과학 및 기술대학 

生物科学类 

(생명과학부문) 
生物技术 (생명기술학과) 

예술학과,건축학과 

学院(학부) 大类专业名称 (전공부문) 本科专业(본과 전공학과) 

建筑学院 

건축대학 

设计学类 

설계부문 

数字媒体艺术 (디지털미디어예술학과) 

环境设计 (환경설계학과) 

建筑类 

건축부문 
建筑学（五年制）(건축학과 - 5 년제) 



관리학과,경제학과 

学院(학부) 大类专业名称 (전공부문) 本科专业(본과 전공학과) 

经济与管理学院 

경영대학 

经济管理试验班 

경영관리실험반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정보보안학과) 

电子商务 (디지털마케팅학과)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빅 데이터관리 및 응용학과) 

工商管理 (경영학과)  

市场营销 (시장마케팅학과) 

会计学 (회계학과) 

财务管理 (재무관리학과) 

金融学 (금융학과) 

国际经济与贸易 (국제경제 및 무역학과)  

计算金融 (계산금융학과)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인문사회과학 및 법학대학 
经济学 경제학부문 经济学 (경제학과) 

문학과,법학과 

学院(학부) 大类专业名称 (전공부문) 本科专业(본과 전공학과)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인문사회과학 및 법학대학 

社会学 사회학 社会学 (사회학과) 

法学 법학 法学 (법학과) 

汉语言文学 중어중문학 汉语言文学 (중어중문학과) 

外国语学院 

외국어대학 

英语 영어 英语 (영어영문학과) 

俄语 러시아어 俄语 (러시아어러문학과) 

日语 일본어 日语 (일어일문학과) 

비고: ★표시: 학부과정 영문수업강의 프로그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