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专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学科专业结构是大学的基本架构，是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

础，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长远发展。为更好地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构建与“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科学研

究优势突出、服务社会能力强，国内著名、优势学科国际知名、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决定开

展学科专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工作。

一、指导思想：进一步发挥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的功能，按照“以工为主，强化石油石化类优势

学科专业，拓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石油装备学科和新工科领域，拓

新新能源学科专业，坚持多学科协调发展，优势学科专业达到国内一

流水平”学科专业定位，以改革为动力，优化调整学位授权点、本科

生和研究生招生专业结构布局，打破学科壁垒，控制学科规模，优化

学科资源配置，加快学科升级转型，突出学科建设重点，探索创新学

科建设管理体制，实现学科中长期规划发展目标。

二、工作目标：通过凝练学科专业方向、优化学科结构，调整学

科布局，明确学科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和建设任务，进一步合理配置

学校资源，实现“发展规模适度、结构布局合理、建设层级清晰、竞

争优势持续”的学科优化调整目标，基本使学校一级学科整体规模控

制在 20个左右，本科专业控制在 55 个左右。



三、工作思路：在全面调研学校学科建设情况基础上，经过深入

分析和论证，学校将坚持“规模控制、培育新兴、强化特色、打造一

流”的原则，按照“广泛调研、顶层设计、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

工作方针，遵循“坚决、积极、稳妥”的工作要求，分三个阶段实现

学科专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工作目标。

第一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以我校专业评估和国家

专业学位点领域变更为契机实现学科专业整合调整和新工科建设；

第二阶段：2020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以学科排位评估和二级

学科转升一级学科结果为参考，实现学科布局优化，全面建设海洋石

油勘探开发和石油装备学科。

第三阶段：2026 年 1 月-2030 年 12 月，依据国家新能源发展纲

要，构建能源型大学学科体系。

四、组织领导：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是学校一项基础性工

作，事关学校发展全局，因此学校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统筹安

排、重点推进。在校党委领导下，成立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小组等工作组织机构。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学科结构和布局优化调整工作的统一组织、协调和领导工

作。由书记、校长任组长，主管学科建设副校长任副组长，成员由相

关校领导和学科评议组成员代表等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科建

设处。主要负责学科专业结构顶层设计、优化调整、资源调配、政策

制定等工作。

五、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具体工作任务



调整内容包括学科门类设置、院系分布、学科和专业的支撑对应

关系等方面尚不够科学合理之处。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1.地球科学学院

重点建设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省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下设矿产普查与勘探、地质工程、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和海

洋油气勘探 4 个学科方向，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B。对应本

科专业资源勘查工程和勘查技术与工程，建议实施大类招生，开办

2+2 国际班、本硕连读班、校企合作班和“地质+商务+小语种”班，

服务“一带一路”油气资源战略新工科专业，积极申报地质工程本科

专业（城市地下空间方向）。2019 年，资源勘查工程通过专业认证，

2020 年勘查技术与工程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资源勘查工程

和勘查技术与工程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到 2020 年，将三矿（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和地球化学 2

个二级学科升级为地质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三矿（矿物学、

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地球动力学（含地球物理学）和沉积

学 4 个学科方向。对应本科专业为地质学和地球化学（国家特色专

业），建议合并为地质学一个专业或实施大类招生。

建议在审核评估前转移或撤销地球物理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和固体地球物理本科专业。如果本学科 2020 年专项评估不合格则

直接撤销。

2.石油工程学院



重点建设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国家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下设油气田开发工程、储运工程、油气井工程和海洋油气工

程 4 个学科方向，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达到 B+成绩。对应本科专业

为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和海洋油气工程，建议开办“2+2”国际

班和“油气科学与工程+商务+小语种”服务“一带一路”油气资源战

略新工科专业。

2018 年，石油工程通过专业认证，2019 年，油气储运工程通过

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建成国内一流本

科专业。

3.化学化工学院

重点建设化学工程与技术（省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下设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应用化学和工业催化 4 个学科方向，

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B+。对应本科专业为化学工程与工艺、

能源化学工程，建议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2 个专业实施大

类培养，建议开办“2+2”国际班、校企合作班。2020 年，化学工程

与工艺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将化学工程与工艺建成国内一流

本科专业。

负责建设好化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无机化学、有机化

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4 个学科方向，到 2020 年力争达到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对应本科专业为应用化学、化学，建

议实施大类招生。



建议在审核评估前转移或撤销环境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如果本学科 2020 年专项评估达不到合格程度则直接撤销。

对应本科专业为环境工程，建议 2020 年前转移或撤销。

2020 年，本科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转移至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4.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点建设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机械设计及理

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装备检测与评价、海

洋石油装备 5 个学科方向，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C+。对应

本科专业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车辆工程，开办

“2+2”国际班，依托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探索产业学院建设。

2020 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重点建设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省级重点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下设化工过程机械、流体机械及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 5个学科方向，2019 年完成二级学科转移（土

木建筑工程学院转移至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到 2020 年升级为博

士授权一级学科，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B。对应本科专业为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和由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转入的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8 年，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程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2020 年，材料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转移至新能源与材料学

院，本科专业金属材料工程转移至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对力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进行动态调整，2019 年撤销学科，

保留工程力学本科专业。

对安全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进行动态调整，2019

年撤销学科，暂时保留安全工程本科专业。

5.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建设控制科学与工程（省级重点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下设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检测技术与自

动化装置、油气信息与控制工程 4 个学科方向，2020 年申报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C-。重点建设自动

化本科专业，建议开办“2+2”国际班，2020 年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自动化专业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重点建设电气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电机与电器、电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4个学

科方向，2020 年达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

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

电网信息工程，建议 2019 年实施大类培养，开办校企合作培养班。

2021 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负责建设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通信与信

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2 个学科方向。对应本科专业为通信工程，

2022 年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建成省内一流本科专业。

本科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转移至电子科学学院，2019 年完成。



6.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更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重点建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计算机

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 3 个学科方向，2025

年达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

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家特色专业)和物联网

工程，建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开办“2+2”国际班和校企合作班，2019

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过专业认证，2025 年物联网工程通过专业

认证，2023 年前，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重点建设软件工程一级学科，下设智能计算与智能系统、数字媒

体与虚拟现实和油气信息集成与大数据技术 3 个学科方向，2020 年

达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软件工程，建议开办“2+2”国际班和校企合作

班，2021 年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将软件工程建成国内一流本

科专业。

准备申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网络空间信息安全本科专业，

继续加强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建设。

撤销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

业转移至经济管理学院，2019 年完成。

7.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重点建设土木工程硕士授权一级学科，下设结构工程、市政工程、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等 4个学科方

向，2020 年达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排位



评估力争达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议 2019 年实施大类招生。积极与俄罗

斯秋明工业大学合作，开办“2+1+2”国际班。2018 年土木工程专业

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前，把土木工程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2020 年，申报建筑学一级学科，对应本科专业为建筑学和城乡

规划。建议 2019 年实施大类招生。2020 年建筑学通过专业评估（认

证），2023 年前，把土木工程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以及对应的本

科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转移至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2019 年上半年

完成。

8.经济管理学院

重点建设工商管理（省重点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

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4 个学科方向，

2020 年达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

力争达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

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不断完善 5 个专业的大类培养工作。建议开办

“2+2”国际班和校企合作班。2023 年前，把工商管理建成省内一流

本科专业，并开展管理类专业认证工作。

建设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将工程管理

和由计算机科学学院转入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实施大类

招生。建议这五个本科专业开展“2+2”国际班。

9.电子科学学院



重点建设仪器科学与技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测试计量

技术及仪器、精密仪器及机械 2 个学科方向，2020 年申报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由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转入的测控技术与仪器，同时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共同支撑硕士授权

一级学科。建议实施大类培养，开办校企合作培养班。2020 年电子

信息工程通过专业认证，2022 年测控技术与仪器通过专业认证，2023

年，将电子信息工程建成国内一流专业。

撤销或转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2019 年完成。建议大学物理和

大学物理实验中心联合共建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

10.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0 年之前，硕士学位二级学科应用数学升级为数学一级学科。

对应专业为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建议撤销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

2023 年力争申办统计学一级学科。负责建设应用统计学本科专

业。

11.人文科学学院

重点建设政治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共

党史、政治社会学 3 个学科方向，2020 年专项评估合格，2023 年力

争达到博士一级学科基本条件。建议培育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

重点建设行政管理本科专业。



负责建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点，力争申报社会学硕士一级学

科，对应本科专业社会工作。

加强汉语言文学和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建设。

12.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5 个学科方向，2020 年力争达

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水平评估力争达到

C-。

13.艺术学院

力争在 2018 年，动态调整增列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重点建设好音乐表演、舞蹈编导本科专业。

14.外国语学院

力争在 2020 年，申办外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协助教育学院建设教育学目录外二级学科。

重点建设好英语、俄语本科专业。积极申办阿拉伯语等小语种本

科专业。到 2023 年前，把英语、俄语专业建成省内一流本科专业。

15.体育部

协助教育学院建设教育学目录外二级学科。

16. 高教研究与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教育学一级学科转移至教育学院，不再负责学科建设，但保留高

等教育研究方向，归口教育学一级学科管理。



17.教育学院

重点建设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高等教育学、比较

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外国语言教育学、体育教育学 5 个学科方向，

2020 年力争达到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基本条件，第五轮学科水平

评估力争达到 C-。对应本科专业为由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转入的

教育技术学。

18.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2019 年筹划建设，重点建设材料学二级学科，2020 年升级为材

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对应本科专业为由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入

的金属材料工程、化学化工学院转入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电子科学

学院转入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建议 2020 年实施大类培养。2023 年

前，把金属材料建成省内一流本科专业。

六、工作机制及相关要求

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工作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作，工作难

度大、开创性强，需要汇聚广大专家学者、师生员工的集体智慧。学

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将其作为学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统一领导、

全校动员、形成共识、整体推进。

1. 学科专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因此要与

研究生学位点的管理与建设、本科专业的管理与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资源优化配置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

形成联动机制，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2．经过学科结构优化和调整，原则上学院之间不能再办重复的

学科方向，学科专业建设主体要统一，同一个一级学科只能有一个建

设主体。新成立的所有研究机构不能脱离学科建设母体单独承担学科

建设任务。

3．在学科结构优化和调整工作过程中，学校鼓励和支持教师在

校内流动，并将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对于跨学院的师资变动，调出单

位和调入单位要协调解决好教师流转所涉及的相关资源配置工作，不

能影响涉及到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的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维护学生的

稳定。鼓励科研水平高、科研方向位于学科前沿的教师开展跨学科研

究。

4.在学科专业和师资队伍调整过程中，要切实维护好学生权益，

保证培养质量。原则上，学科专业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单位发生转移的，

其所对应的学生必须同时转移；只有学科专业转移而没有师资队伍转

移的，在校学生需由原培养单位培养至毕业。

5.学校将不断深化学科投入机制、人力资源激励、资产有偿使用

等配套改革，与学科优化调整工作同步进行，在机制体制上形成合力，

提高学科优化调整工作效益，提高学校整体管理水平，为学科发展助

力。

6.推进学科专业招生和培养制度改革，助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

积极推进本硕或本硕博连读专业建设。推动部分学院按照《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专业类组织招生，专业方向由学生自选，

二级专业类的相关专业实行一、二年级基础课打通培养，改革课程体



系，设置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模块，学生从三年级开始，根据个人兴

趣自主选择课程模块和专业方向。

此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是关系到学校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

工作，也是关系到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

统一思想，做好思想动员和舆论宣传，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提高

执行能力，保证政令畅通，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

的关系，从学校大局和全局出发，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主

动做好相关工作。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学科建设处

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