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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 社会科学总论

（一）C1 社会科学概况、现状、进展

注：科学水平、动态、规划、预测、专利、创造发明、先进经验等入此。

（二）C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注：调查方法、工作方法、统计方法、计算方法、试验方法与设备、分析研究与鉴定、组织方法、管理方法、

数据处理、信息化建设及新技术的应用等入此。

（三）C8 统计学

（四）C91 社会学

1、C912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1）C912.8 区域社会学

注：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学、城市生态学）、农村社会学（乡村聚落地理学、农村地理学）、社

区社会学等入此。

2、C913 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保障



（1）C913.2 职业

注：职业社会学、工作社会学、就业与失业问题等入此。

3、C915 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

4、C916 社会工作、社会管理、社会规划

（五）C93 管理学

（六）C96 人才学

（七）C97 劳动科学

二、D 政治、法律

（一）D0 政治学、政治理论

1、D035 国家行政管理

注：行政学、行政组织学、国家公共管理、政府管理、公共行政政策、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电子政务等

入此。

（二）D6 中国政治

1、D63 国家行政管理

（1） D668 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

（2） D669 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工作

（三）D9 法律（科技、经济、管理相关）

三、F 经济

（一）F0 经济学

1、F01 经济学基本问题

（1） F011 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2） F012 经济规律

（3） F014 经济范畴

（4） F015 宏观经济学

（5） F016 微观经济学

（6） F019 其他经济理论

2、F06 经济学分支科学

3、F08 各科经济学

（二）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1、F11 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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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12 中国经济

3、F13/17 各国经济

（三）F2 经济计划与管理

1、F20 国民经济管理

2、F21 经济计划

3、F22 经济计算、经济数学方法

4、F23 会计

5、F239 审计

6、F24 劳动经济

7、F25 物资经济

8、F27 企业经济

9、F28 基本建设经济

10、F29 城市与市政经济

（四）F3 农业经济

1、F30 农业经济理论

（1） F301 土地经济学

（2） F302 农业计划与管理

（3） F303 农业建设与发展

（4） F304 农业生产

（5） F306 农业企业经营与管理

（6） F307 农业部门经济

2、F31 世界农业经济

3、F32 中国农业经济

4、F33/37 各国农业经济

（五）F4 工业经济

（六）F49 信息产业经济（总论）

（七）F5 交通运输经济

（八）F59 旅游经济

（九）F6 邮电经济

（十）F7 贸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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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F8 财政、金融

四、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一）G2 信息与知识传播

1、G20 信息与传播理论

注：信息理论、信息技术、信息管理等入此。

2、G23 出版事业

3、G25 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

4、G27 档案事业

（二）G3 科学、科学研究

（三）G4 教育

1、G40 教育学

（1） G40-03 教育科学研究

注：元教育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等入此。

（2） G40-05 教育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教育学分支

注：教育统计学、教育环境、教育经济学、教育生物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未来学、教育信

息学等入此。

2、G43 电化教育

3、G45 教师与学生

（1） G451 教师

注：教师评定与任用、教师队伍结构与建设、教师职称与待遇、教师职责、教师组织等入此。

（2） G455 学生

注：学生组织及社团等入此。

4、G46 教育行政

5、G47 学校管理

6、G48 学校建筑和设备的管理

7、G51 世界教育事业

（1） G511 教育改革与发展

（2） G513 国际教育组织与活动

（3） G516 教育统计资料

8、G52 中国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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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521 教育改革与发展

（2） G523 教育组织与活动

（3） G526 教育行政

（4） G527 地方教育

9、G64 高等教育

（1） G643 研究生教育

（2） G644 科学研究工作

（3） G645 教师与学生

（4） G647 学校管理

注：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等入此。

五、S 农业科学

六、T 工业技术

七、U 交通运输

八、V 航空、航天

九、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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