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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一览表 

（按管理单位、学科或领域排列） 

全校合计：一级学科博士点 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35个（含学校自设二级学科博士点 11个），无一级学科授权的二级学科博士点 0个。 

                                   （工学 7个、管理学 1个） 

专业学位博士点 1种（机械） 

一级学科硕士点 25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98个（含学校自设二级学科硕士点 16个），无一级学科授权的二级学科硕士点 0个。 

                                                                      （工学 18 个、理学 1 个、经济学 1 个、管理学 3 个、艺术学 1 个、交叉学科 1 个） 

专业学位硕士点 17种（金融、国际商务、社会工作、翻译、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 

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风景园林、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工程管理、艺术） 

                                                                                              统计日期 2023年 03月 10日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机电工程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

5个；专业学位博士点

1种；一级学科硕士点

2个； 二级学科硕士

点 7个；专业学位硕

士点 3种） 

0802机械工程 

（2006.01）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2003.09） 

0802机械工程 

    （2006.01）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996.09）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998.06）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993.12）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2006.01）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998.06） 

080204 车辆工程     （2006.01） 080204 车辆工程          （2006.01） 

0802Z1 工业工程  （2011.12学校自设） 0802Z1 工业工程       （2006年学校自设） 

  
0804仪器科学与技术 

（2011.03） 

080401 精密仪器及机械     （2006.01） 

080402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2000.12） 

专业学位博士点： 

085501机械（机械工程 领域）            （2021.11） 

085502机械（车辆工程 领域）            （2021.11） 

085503机械（航空工程 领域）            （2021.11） 

085504机械（航天工程 领域）            （2021.11） 

085509机械（智能制造技术 领域）        （2021.11） 

085510机械（机器人工程 领域）          （2021.11）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501机械（机械工程 领域）            （2021.06） 

085502机械（车辆工程 领域）            （2021.06） 

085509机械（智能制造技术 领域）        （2021.06） 

085510机械（机器人工程 领域）          （2021.06） 

085407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工程 领域）    （2021.06） 

125603工业工程与管理                   （2019.05）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http://yjs.gdut.edu.cn/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085201机械工程        (1999.09) 

085236工业工程       （2002.05） 

085203仪器仪表工程    (2010.09) 

自动化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 5个；

专业学位博士点 1种；

一级学科硕士点 2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 11个；

专业学位硕士点 2种） 

   0808电气工程 

    （2006.01） 

080801 电机与电器         （2006.01）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2003.09） 

080803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2006.01）未招生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1998.06）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2006.01） 

     080902 电路与系统         （2006.01） 

0811 控制科学与

工程 

 

     (2011.03)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2000.12） 

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

（2006.01）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986.07）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2011.03)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998.06） 

081103 系统工程      (2011.03) 081103 系统工程          （2000.12）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2011.03)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2006.01）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2011.03)未招生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2006.01）未招生 

专业学位博士点： 

085509机械（控制工程 领域）  （2021.11） 

085510机械（机器人工程 领域）（2021.11）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06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领域）    （2021.06） 

085410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领域）    （2021.06） 

085801能源动力（电气工程 领域）    （2021.06）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07电气工程         （2005.06） 

085210控制工程         （2001.04） 

轻工化工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4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8

0817 化学工程与

技术 

 （2011.03） 

081701 化学工程（2011.03）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2006.01） 

081701 化学工程          （2006.01） 

081702 化学工艺（2011.03） 081702 化学工艺          （1998.06） 

081704 应用化学（2003.09） 081704 应用化学         （1986.06） 

081705 工业催化（2011.03） 081705 工业催化         （2006.01）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201 食品科学（2003.09 获得授权，2015 年动

态调整撤销；2021.11恢复） 

08320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2021.11） 

083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2021.11） 

083204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2021.11）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602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 领域）  （2021.06）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16化学工程              （1999.09） 

信息工程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 2个；

专业学位博士点 1种；

一级学硕士点 1个；二

级学科硕士点 2个；专

业学位硕士点 1种） 

0810信息与通信

工程 

（2018.03）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18.03） 0810 信息与通信工

程 （2011.03）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06.01）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2018.03）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2003.09） 

 
0811Z2 信息获取与控制（ 2011.12 学校自

设;2020.12 学校撤消） 
 

0811Z2 信息获取与控制   （2011.12学校自设；

2020.12 学校撤销） 

专业学位博士点： 

085509机械（智能制造技术  领域）（2021.11）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01电子信息（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领域）（2021.06） 

085402电子信息（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2021.06 

085403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程  领域）（2021.06） 

085408电子信息（光电信息工程  领域）（2021.06）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08电子与通信工程（2004.06） 

085209集成电路工程 （2006.06）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11 个；专业学位硕士

点 4种) 

    
080104 工程力学 

（2003.09获得授权,2015年动态调整撤销） 

 0805Z2 土木材料与工程（2013.12学校自设）  0805Z2 土木材料与工程（2013.12学校自设） 

  0814土木工程 

（2011.03） 

081401 岩土工程（2000.12） 

081402 结构工程（2003.09） 

081403 市政工程 （2006.01）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2011.03)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11.03）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2006.01） 

0814Z1 土木工程测量与灾害监测  (2014.06学校

自设）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2015.11）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2015.11）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2015.11）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2015.11）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901土木水利（土木工程  领域）   （2021.06） 

085903土木水利（海洋工程  领域）   （2021.06） 

085905土木水利（市政工程（含给排水等）领域）（2021.06） 

085906土木水利（人工环境工程（含供热、通风及空调等））2021.06 

085704资源与环境（测绘工程 领域）  （2021.06） 

125601工程管理                      （2010.09） 

0861   交通运输                      （2021.11）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13建筑与土木工程          （2005.06） 

管理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9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3

种） 

1201管理科学与

工程（2006.01） 

国家目录中不设二级学科 

1201Z2 工业企业管理（2013.12学校自设）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00.12） 

国家目录中不设二级学科 

1201Z2 工业企业管理（2013.12学校自设） 

   1202工商管理 

（2006.01） 

120201 会计学 （2006.01） 

120202 企业管理（1996.11） 

120203 旅游管理（2006.01）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2003.09） 

   1204 公共管理（2018.03）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2018.03）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2018.03） 

120404 社会保障（2018.03）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2006.01）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专业学位硕士点： 

1251工商管理          （2003.09） 

1253会计              （2014.05） 

125602项目管理        （2019.05） 

125604物流工程与管理  （2019.05）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39项目管理               （2004.06） 

085240物流工程              （2006.06） 

计算机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11Z1 计算机应用工程（2011.12 学校自设，

2021.12 学校撤销） 
 0811Z1 计算机应用工程   （2011.12学校自设，

2021.12 学校撤销） 

0812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2021.11）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       （2021.11）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6.01）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2003.09）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2021.11）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2000.12）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11）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96.09） 

    
0835软件工程 

（2011.08） 
国家目录中不设二级学科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04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领域）   （2021.06） 

085405电子信息（软件工程    领域）   （2021.06） 

085410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领域）   （2021.06） 

085412电子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 领域）（2021.06）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12软件工程         （2002.03） 

085211计算机技术       （2002.05） 

材料与能源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 4个； 

专业学位博士点 1种；

一级学科硕士点 2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 10个；

专业学位硕士点 2种）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006.01 获得授权,2015年动态调整撤销） 

0805 0805材料科学与

工程（2011.03） 

080502 材料学      （2000.12）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6.01） 

080502 材料学      （1996.09）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2006.01）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998.06） 

0805Z1 能源材料与工程（2013.12学校自设） 0805Z1 能源材料与工程    （2013.12学校自设） 

0805Z3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2014.12学校自设） 0805Z3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014.12学校自设）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2011.03)  

080701 工程热物理      （2011.03） 

080702 热能工程      （2006.01）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2011.03）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2011.04） 

080705 制冷及低温工程    （2011.03）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2011.03） 

专业学位博士点： 

085509机械（智能制造技术  领域）（2021.11）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601材料与化工（材料工程  领域）  （2021.06） 

085802能源动力（动力工程  领域）    （2021.06）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04材料工程                 （2002.05） 

085206动力工程                  （2010.0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1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17Z1 环境化工（2011.12学校自设）  0817Z1 环境化工（2011.12学校自设） 

0830 环境科学与工

程（2018.03） 

083001 环境科学（2018.03）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06.01） 

083001 环境科学（2003.09） 

083002 环境工程（2018.03） 083002 环境工程（1996.09）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701资源与环境（环境工程  领域）（2021.06） 

085702资源与环境（安全工程  领域）（2021.06）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29环境工程 （2001.04） 

数学与统计学院 

(二级博士点 1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 1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 6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10Z1 信息处理与优化计算（2022.03 学校自

设） 
0701数学(2011.03） 

070101 基础数学        （2011.03） 

070102 计算数学       （2011.03）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1.03） 

070104 应用数学       （2003.09）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1.03） 

0810Z1 信息处理与优化计算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11电子信息（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领域）（2021.06）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2011.03）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2000.12）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2011.03） 

080901 物理电子学（2003.09）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2011.11） 

  
0803 光学工程 

（2018.03） 
国家目录中不设二级学科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08电子信息（光电信息工程  领域）        （2021.06） 

085401电子信息（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领域）  （2021.06）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1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2

种） 

  
0802Z2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2012.12 学校自

设） 
 0802Z2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2012.12学校自

设） 

  1305设计学（2011.08） 

050404 设计艺术学 （2006.01获得授权 2011.08

国家目录调整升级撤销） 

国家目录中不设二级学科 

1305Z1 绘画创作与理论（2012.12学校自设）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507机械（工业设计工程  领域）（2021.06） 

1351艺术（2018.03）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37工业设计工程 （2010.0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级学科硕士点 2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 5个；

专业学位硕士点 2种) 

  0813建筑学（2015.11） 

081301 建筑历史与理论（2015.11） 

081302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2015.11） 

081303 城市规划与设计（2015.11） 

081304 建筑技术科学（2015.11） 

  
0833城乡规划学 

（2018.03） 
国家目录中不设二级学科 

   1305Z2 建筑与城市设计（2012.12学校自设）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906土木水利（人工环境工程（含供热、通风及空调等） 领域） （2021.06） 

0953  风景园林（2021.11） 

对应调整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085213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与城市规划方向）（2011.12 学校自设方向） 

经济学院 

(二级学科博士点 1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 1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 11个、

专业学位硕士点 2 种) 

 0811Z2 数字经济系统优化（2021.09学校自设） 
0202应用经济学 

（2015.11） 

020201 国民经济学        （2015.11） 

020202 区域经济学        （2015.11） 

020203 财政学            （2015.11） 

020204 金融学            （2015.11） 

020205 产业经济学        （2015.11） 

020206 国际贸易学        （2015.11） 

020207 劳动经济学        （2015.11） 

020208 统计学            （2015.11） 

020209 数量经济学        （2015.11） 

020210 国防经济          （2015.11） 

   
1202Z1 国际商务管理 （2011.12 学校自设，

2021.12 学校撤销） 

   0811Z2 数字经济系统优化（2021.09学校自设） 

  

专业学位硕士点： 

0251金融（2018.03） 

0254 国际商务（2021.11） 

法学院 

(二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1201Z1 社区服务管理（2011.12学校自设，2021.12

学校撤销） 

   120401 行政管理（2018.03） 

   1202Z3 企业合规风险管理（2022.03学校自设） 

  
专业学位硕士点： 

0352社会工作（2018.03） 



学位点管理单位（学

院） 

博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授权年月）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一级学科点 二级学科点 

外国语学院 

（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专业学位硕士点： 

055101  翻译（英语笔译）（2014.05） 

055105  翻译（日语笔译）（2014.05） 

生物医药学院 

(二级学科博士点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2

种) 

 0817Z2 制药工程（2012.12学校自设）  0817Z2制药工程（2012.12学校自设） 

 081703 生物化工（2011.03）  081703生物化工（2011.03）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09 电子信息（生物医学工程  领域）（2021.06） 

0860   生物与医药 （2021.11） 

生态环境与资源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一级学科硕士点 1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30 环境科学与

工程（2018.03）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18.03）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701资源与环境（环境工程  领域）（202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级学科硕士点 1

个） 

   1204Z1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政务管理

（2019.12学校自设） 

集成电路学院 

（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1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

种） 

 

0810Z2 集成电路设计与系统（2022.09 学校自

设） 

1401 集成电路科学与

工程（2022.07） 
 

  0810Z2集成电路设计与系统（2022.09学校自设） 

  080903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2003.09） 

 专业学位硕士点： 

085403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程  领域）（2021.06） 

返回 

http://yjs.gd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