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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国标 院校名称 专业（类）名称 选考科目要求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地理,历史(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外交学 思想政治,历史(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思想政治,历史(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数学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物理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大气科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应用气象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海洋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军事海洋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应用统计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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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网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物联网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侦察情报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运筹与任务规划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目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网电指挥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无人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大数据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雷达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导弹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无人装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仿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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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2 国防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装备经济管理 不限选考科目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车辆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网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地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飞行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作战指挥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无人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作战环境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大数据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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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地雷爆破与破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军事设施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国防工程及其智能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雷达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伪装与防护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4 陆军工程大学 装备保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5 陆军步兵学院 作战指挥 不限选考科目 

91005 陆军步兵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5 陆军步兵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5 陆军步兵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作战指挥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侦察情报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无人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仿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装备保障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装备再制造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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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6 陆军装甲兵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作战指挥 不限选考科目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无人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雷达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导弹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07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09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作战指挥 不限选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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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9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侦察情报 不限选考科目 

91009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10 陆军边海防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不限选考科目 

91010 陆军边海防学院 作战指挥 不限选考科目 

91010 陆军边海防学院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10 陆军边海防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11 陆军防化学院 化学 化学(必须选考) 

91011 陆军防化学院 生物技术 生物(必须选考) 

91011 陆军防化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11 陆军防化学院 作战指挥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1 陆军防化学院 装备保障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不限选考科目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生物技术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基础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口腔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预防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药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护理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2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生物(均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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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航海技术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轮机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作战指挥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军事交通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3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不限选考科目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化学 化学(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军事能源工程 化学(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土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军事设施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作战环境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国防工程及其智能化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4 陆军勤务学院 建筑学 物理,化学,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物理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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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水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轮机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武器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安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运筹与任务规划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电磁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物理,化学(均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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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目标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大数据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雷达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无人装备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测控工程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6 海军工程大学 装备经济管理 物理,历史(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军事海洋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测绘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航海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水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航海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救助与打捞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2020年军队院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 10 - 

院校国标 院校名称 专业（类）名称 选考科目要求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8 海军潜艇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水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飞行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武器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作战指挥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管制与领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19 海军航空大学 导弹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不限选考科目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生物技术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基础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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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麻醉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精神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口腔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预防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中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药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中药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护理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医学影像学 物理,生物(均须选考) 

91020 海军军医大学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生物(均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飞行器适航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武器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安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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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运筹与任务规划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空天防御指挥与控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管制与领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军事设施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场站管理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装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雷达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无人装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4 空军工程大学 测控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5 空军航空大学 目标工程 地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预警探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网电指挥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无人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雷达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26 空军预警学院 装备保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生物技术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基础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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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口腔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预防医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药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护理学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化学,生物(均须选考) 

91030 空军军医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武器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运筹与任务规划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目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侦测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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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4 火箭军工程大学 测控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网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武器系统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武器发射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预警探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侦察情报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运筹与任务规划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作战环境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航天装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雷达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6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测控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历史,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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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历史,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思想政治,历史(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数学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水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网络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测绘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导航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预警探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侦察情报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目标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大数据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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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密码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密码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侦测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保密管理 物理(必须选考)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地理科学 物理,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作战环境工程 物理,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37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军事地理信息工程 物理,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哲学 不限选考科目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 不限选考科目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应用心理学 不限选考科目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化学 化学(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历史学 历史(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法学 思想政治(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政治学类 思想政治(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思想政治,历史(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物理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应用统计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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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作战指挥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大数据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39 武警工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哲学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法学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历史学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应用心理学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作战指挥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大数据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不限选考科目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数学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物理学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机械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信息安全 物理(必须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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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物理(必须选考) 

91040 武警警官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理(必须选考) 

91041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作战指挥 政治,物理,生物(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91041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侦察情报 政治,物理,生物(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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