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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的常春藤

联盟C9高校成员，“985工程”、“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

高校，“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2022上海软科中国大学排名

位列第10位。

学校是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哲、

艺等9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设有31个学院（部、中

心）、9个本科书院和3所直属附属医院。现有兴庆、雁塔、曲

江和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4个校区，占地面积约4658亩。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51098人，其中本科生21421名，研究

生26609名，留学生3068名。本科专业90个、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3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1个。

根据2022年ESI公布的数据，学校17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

前1%，5个学科进入前1‰，工程学进入前1‱。管理学院、

法学院为QS五星认证学院。学校在优势学科中开设留学生全

英文授课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项目和进修项目，面向全球

招收留学生。

西安交通大学具有广泛的国际交往。2000年至今，已邀请25

位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获得者及2000余位国外教授来访讲

学，合作研究、学术交流的世界各国学者、企业高层、政府

要员更高达2万余人；派出赴国外访问、进修、研究及攻读学

位的教师和学生2.8万余人次，参加国际会议2000余人；与

美、日、英、法、德、意、新、韩等44个国家和地区逾320

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学校领衔成立

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已吸引3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

所大学加盟并开展多元合作。

学校国际学生培养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原则，致

力于培养崇尚科学、求实创新、具有交大情怀和全球视野、

富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品质的杰出人才。2021年，西安交通

大学留学生规模达3068名，分别来自于130个生源国家。其

中学历生2906人，本科1142人，硕士863人，博士901人。

基于我校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异表现，中国国家教育部授

予我校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荣誉。

学校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十三朝古都，丝绸之路起点——西

安。这里不仅有世界著名的游览胜地兵马俑、华山，更有全

球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

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硬

科技云集。历史、文明、科技、梦想让这里成为来华留学的

不二选择。

交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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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申请西安交通大学！
校训：

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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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授课项目  >

1. 本科

学院/部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医学部 临床医学MBBS 英文 6 年 医学学士

 口腔医学BDS 英文 6 年 医学学士

学历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共开设2个英文授课本科项目、92个英文授课硕士项目、84个英文授课博士项目；40个中文授课本科项目，20个中文

授课硕士项目、20个中文授课博士项目。学校是中国首创全英文临床医学本科留学生教育的院校，开设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英文授

课本科项目。在学校的其他优势学科领域，还开设了本科来华留学生独立编班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商务汉语）、机械工

程（智能制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行政管理（电子政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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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硕士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法学院 法学（中国法与国际商法） 英文 2年 法学硕士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英文 3年 管理学硕士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英文 2年 管理学硕士

 工商管理 英文 2年 管理学硕士

航天航空学院
 力学 英文 3年 工学硕士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硕士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硕士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英文 3年 工学硕士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仪器科学与技术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金禾经济研究中心
 理论经济学 英文 3年 经济学硕士

 应用经济学 英文 3年 经济学硕士

经济与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英文 2年 经济学硕士

 理论经济学 英文 2年 经济学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英文 2年 法学硕士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核科学与技术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英文 2年 工学硕士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新闻传播学（中国文化研究） 英文 2年 文学硕士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硕士

 生物学 英文 3年 理学硕士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英文 3年 文学硕士

2.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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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生物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免疫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生物与医药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公共卫生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药物化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生药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药物分析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药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天然药物化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药事管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医学部法医学院 法医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医学部护理学系 护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内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儿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老年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神经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急诊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重症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外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骨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妇产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眼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麻醉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临床病理（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部药学院

医学部第一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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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放射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放射影像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超声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核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医学部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内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儿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老年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神经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急诊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重症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外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儿外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骨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妇产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眼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麻醉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临床病理（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放射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放射影像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超声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护理（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药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硕士

医学部第二临床医学院



3. 博士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英文 4年 工学博士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法学院 法学 英文 3年 法学博士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英文 4年 管理学博士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英文 3年 管理学博士

 工商管理 英文 3年 管理学博士

航天航空学院
 力学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英文 4年 工学博士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英文 4年 工学博士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仪器科学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金禾经济研究中心 应用经济学 英文 3年 经济学博士

经济与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英文 3年 经济学博士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核科学与技术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化学 英文 3年 理学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英文 3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文 4年 工学博士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英文 4年 工学博士

 生物学 英文 4年 理学博士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英文 4年 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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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生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细胞生物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遗传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生物物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神经生物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免疫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口腔生物医学 英文 4年 医学博士

 药物化学 英文 4年 医学博士

 药剂学 英文 4年 医学博士

 生药学 英文 4年 医学博士

 药物分析学 英文 4年 医学博士

 药理学 英文 4年 医学博士

 法医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免疫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医学部护理学系 护理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内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儿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老年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神经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急诊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外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骨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妇产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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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部药学院

医学部法医学院

医学部第一临床医学院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麻醉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放射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放射影像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超声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核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医学部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内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儿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神经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重症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外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儿外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骨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眼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麻醉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放射肿瘤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超声医学（专业学位） 英文 3年 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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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第二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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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授课项目  >

1. 本科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授予学位类型 学制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电信学部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法学院 法学 中文 法学学士 4年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 中文 管理学学士 4年

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中文 管理学学士 4年

 ★工商管理 中文 管理学学士 4年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化学学院
 化学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应用化学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智能制造方向）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金禾经济研究中心 数量经济与金融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经济与金融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班）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贸易经济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电子商务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经济学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金融学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财政学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环境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核工程与核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储能科学与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中文 建筑学学士 5年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11

注：标★为推荐专业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授予学位类型 学制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 中文 哲学学士 4年

 社会学 中文 法学学士 4年

 汉语言文学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环境设计 中文 艺术学学士 4年

 书法学 中文 艺术学学士 4年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生物技术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日语语言文学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2. 硕士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文 4年 工学硕士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部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中文 2年 工学硕士

微电子学院 

法学院 法学 中文 3年 法学硕士

化学学院
 化学 中文 3年 理学硕士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核科学与技术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建筑学 中文 3年 建筑学专业硕士

 土木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 中文 3年 哲学硕士

 社会学 中文 3年 法学硕士

 新闻传播学 中文 3年 文学硕士

 设计学 中文 3年 艺术学硕士

物理学院
 物理学 中文 3年 理学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硕士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新闻传播学 中文 3年 文学硕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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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士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文 4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部

微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法学院 法学 中文 3年 法学博士

化学学院 化学 中文 3年 理学博士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核科学与技术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化学 中文 3年 理学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地球与人居环境科学及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文 3年 工学博士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 中文 4年 哲学博士

 社会学 中文 4年 法学博士

电子与信息学部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文 4年 工学博士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中文 4年 理学博士

外国语学院 语言文化系统学 中文 3年 哲学/管理/工学博士

物理学院
 物理学 中文 4年 理学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文 4年 工学博士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 中文 3年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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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汉语进修项目旨在为外国人提供学习汉语、提高汉语水

平，了解中国文化的课程。

 课程级别

零基础、初级、中级、高级 

注：入校后，学校组织分班考试，确认学生汉语水平，指

导学生选择相应级别的课程。

 学制

1学期、1学年 （可于3月、9月开学）

 主要课程 
 

> 必修课：汉语听力、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写作

> 选修课：太极拳、书法、中国画、中国民歌、中国剪 

 纸、中国菜等

 项目介绍

专业进修项目旨在为国际学生提供到我校相关专业进行长

短期学习、交流、研修。学生不攻读我校学位。分为高级

进修生和普通进修生。一般情况下，具有高中毕业以上学

历的国际学生申请到我校学习者称为普通进修生；具有硕

士以上学位的国际学生申请者称为高级进修生。

 进修课程

通常，我校学历项目的课程均可接收符合条件的外国学生

学习、研修。研修课程参照“二、学历项目”部分。课程

选择需提前联系导师确认。

 学习期限

学习期限根据研修内容，由学生与我校专业导师协商确

定。

汉语进修项目  > 专业进修项目  >

非学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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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际预科中心与海外主要生源国政府部门合作，定制预科与

学位人才培养。

 预科课程

基础汉语、专业汉语、文化与学习技能、数学、经济与商业、物理等。

 预科学制

根据学生汉语及基础课程水平，可选择11周、18周和36周预科。

11周课程于5月入学、18周课程于4月入学、36周课程于9月入学。

1.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夏令营

 课程特色:

该项目以汉语、英语、俄语为主要媒介语。

 招生对象: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盟校师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的教

师、学生和相关人士。

 课程内容:

☆ 提供汉语沉浸式教学；

☆ 提供与专业领域内的中国专家、学者、学生思想碰撞与交流 

 的座谈；

☆ 安排中外学生交流互动，感受交大学习氛围。

 开班时间:   7月（一般7-10天）

 申请途径:   直接向西安交大在线递交申请材料。

2.  定制夏令营/冬令营

学校每年根据海外友好学校的访学需求，定制夏令营/冬令营。 

由双方协商确定时间、日程和预算。

 项目介绍

我校根据与海外高校签署的合作交流协议，接收海外高校派出的

国际学生在我校学习、交流和研修，学生根据协议内容可在我校

获得相应的学分。

 进修课程

通常，我校学历项目的课程均可接收符合条件的外国学生学习、

研修，具体课程内容需根据签署协议内容确定。

 学习期限

具体学习期限将在协议中体现，一般情况下为一学期或一学年。

校际交流项目  >

 项目介绍

预科项目旨在帮助海外高中毕业生通过中国语言、文化、数理化

基础课程等各方面的学习，为进入中国高校进行学历学习做好准

备，培养学生汉语语言应用能力、学术基本功、职业竞争力、文

化适应力。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预科中心面向高中及同等学历毕业生提供

11/18/36周的国际预科项目，帮助其经过预科的学习获得申请

高水平大学的机会。

面向优秀高中毕业生提供11/18/36周的“1+4”预本科直升项

目，旨在于帮助申请者提供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获得冲击更优

奖学金的实力。申请者在预科学习开始前即可通过综合评审获悉

本科升学资格及本科期间奖学金等级，预科毕业后直接升入本科

学习，无需再次参加审核及面试。

预科项目  >

夏令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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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时间:

每年11月至第二年4月。

 申请条件:

a. 非中国籍公民，持有外国有效普通护照，身体健康；

b. 学历和年龄要求：

>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35岁；

>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

注意：具体信息，以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站

（http://sie.xjtu.edu.cn/）当年度最新招生简章为准。

2. 中国政府奖学金商请项目

 资助类别:

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

修生。

 资助内容:

包括全额奖学金和部分奖学金。

 申请途径:

申请者向其所在国的留学生派遣部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

盟、东盟大学组织秘书处等提交申请。

 申请时间:

一般为1月初至4月初。具体申请时间需查询申请受理机构官方

网站。

注意：具体信息，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官网为准。

           网址：http://www.campuschina.org/zh/scholarships/

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

与世界各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东盟大学组织、世界

气象组织等组织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设立奖学

金。西安交通大学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培养高校之一。

1. 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资助类别:

我校该项目仅资助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资助内容:

包含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综合医疗保险。

生活费标准：硕士研究生：3,000元人民币/月；

               博士研究生：3,500元人民币/月

 申请途径:

申请者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西安交通大学在线递交申请

材料。

中国政府奖学金  >

奖学金



为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

精英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特设立“援外高级学历学位教

育专项计划”。

 资助类别、期限:

硕士研究生：2-3学年，博士研究生：3学年。

 授课语言:

英语。

 奖学金内容:

1. 免交学费、教材资料费、调研考察费、英文授课补助费、毕 

 业论文指导费；

2. 免费提供校内住宿；

3. 给予生活补助：硕士36000元/人/年，博士42000元/人/年；

4. 给予一次性安置费3000元/人；

5. 代为购买来华综合医疗保险；

6. 免费提供往返国际机票：1年制提供一次，2年制以上提供一 

 次往返国际机票，并提供n-1（n为学年数,n小于等于3）回 

 国探亲往返机票。

7. 所有学位生须参加年度评审，学习成绩测评达标者可在第二 

 年继续享受全额奖学金。

8. 其他费用由商务部或学校统筹管理使用，不发放给学员。商 

 务部仅为学员提供学制内的资助。学员因故延期毕业，不获 

 得继续资助。

商务部奖学金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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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途径:

申请人可向其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经商处提出申请。

 申请条件:

1. 非中国籍的发展中国家人士，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45周岁。

2. 身心健康，提供当地公立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或体检表，

无中国法律法规禁止入境和禁止在华长期居留的疾病。无

严重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其他严重慢

性疾病、精神性疾病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

的传染病、重大手术恢复期及急性病发作期、肢体严重残

疾。怀孕期妇女不得来华学习，如在华学习期间怀孕，将

被退学。

3. 申请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者， 

 须具有硕士学位；有三年或以上工作经历。

4. 具有与所申请项目相关专业学习或工作背景并且在职者优先。

5. 担任所在国政府部门处级及以上（或相应级别）公职人员、各类 

 机构和企业等单位高级管理人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

6. 英语水平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从事专业课程学习（参考标准： 

 雅思成绩6.0及以上，或新托福成绩80分及以上）。

7. 具备本领域的职业发展潜能，有意致力于推动所在国与中国的友 

 好交流与合作。

8. 已在华学习或已被其他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录取的在学人员不得 

 申请。

注意：具体信息，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官网为准。

           网址：http://www.campuschina.org/zh/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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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国际社会对日益增长的中文教育类人才的需求，促进世

界各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助力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的成长，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语合中心)设立国际中文教师奖学

金，聚焦培养和各的海外中文教师。西安交通大学经语合中心

授权，接收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和在职中文教师到我校学习和

进修汉语相关专业。

 资助对象:

1． 非中国籍人士；

2． 身心健康，品学兼优；

3． 有志于从事中文教育、教学及相关工作；

4． 年龄为16-35周岁（统一以入学年度9月1日计）。在职 

 汉语教师放宽至45周岁。

 招生类别:

一学年研修生、一学期研修生，四周研修生。

 招生项目:

汉语言文学、汉语研修、汉语言+中国家庭体验等。

资助内容及标准：包含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四周研修生除

外）和综合医疗保险费。

生活费标准:2500元人民币/月。

 申请日期及途径:

每年3月1日起，申请者可登录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网站

（cis.chinese.cn）申请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注意：不同招生类别申请截止日期不同。请登录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网站（http://sie.xjtu.edu.cn/）查看当年度最新

招生简章。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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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一带一路”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由西安市政府设立，西安交通大学为

奖学金生接收培养高校并为奖学金生提供学费优惠。本奖学金项目旨在为更

多“一带一路”国家优秀学生提供来西安学习的机会。

 资助类别: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六个月以上非学历进修生

 资助内容:

本科生15000元/年、硕士研究生20000元/年、博士研究生 25000元/年、六

到十个月非学历进修生 1000元/月。

西安交通大学视情况给予学费减免。

 截止日期：

6月30日

 申请条件:

a.拥有“一带一路”国家国籍

b.学历和年龄要求

> 申请攻读本科学位者，须高中毕业，年龄不超过25周岁；

> 申请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35岁；

> 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

> 申请一年非学历进修者，年龄不超过45周岁。

c.未享受其他奖学金

 申请途径:

申请者直接向西安交大在线递交申请材料。

 申请时间:

非学历项目和本科为每年11月至第二年6月；硕士、博士研究生为每年11月

至第二年4月。

注：1. 申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只需按我校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

生项目申请时间和要求在线提交申请即可，无需单独申请西安市一带一路外

国留学生奖学金。

2. 本科和非学历项目奖学金申请，请参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站最

新信息。网址http://sie.xjtu.edu.cn/

为推进国际中文在线教育发展，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增设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线上项目，西安交通大学作为承办院

校，为符合条件的海外中文学习者提供线上学习汉语、了解中

国文化的机会。

 资助对象:

1. 非中国籍，年龄为16-35周岁（统一以入学年度9 月1 

 日计）。在职中文教师放宽至45周岁。

2.  具有HSK成绩。

 项目特色:

程教学：提供线上语言、文化直播课程，可与老师随时互动；

灵活学习：课程全程录制，可随时随地反复观看录播视频；

1. 答疑解惑：每周固定时段授课及教师在线提供专项答疑与 

 辅导，增加线上练习汉语口语的机会；

2. 结业证明：顺利结业的学生我校将出具电子版结业证书；

3. 来华机会：顺利结业的学生经我校评审，将在未来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给予一次来华参加西安交通大学夏令营的机会；

 招生类别:

一学年线上汉语研修、一学期线上汉语研修、专项线上研修

（时间不低于四周，可根据团组学习者需求设计）

 资助内容:

 免学费

注意：一学年和一学期线上汉语研修项目参照国际中文教师奖

学金招生简章执行，具体内容请登录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网站（http://sie.xjtu.edu.cn/）查看当年度最新招生简章。

西安交大-西安市政府
“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  >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线上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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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西安市与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成员之间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合

作与交流，西安市政府设立西安-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奖学金项目，

资助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成员国家的公务人员来西安攻读博士和硕

士学位项目，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培训。西安交通大学为该项

目指定承办院校。

 资助类别: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资助内容:

包含申请费、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疗保险。

          生活费标准：2000元/月，一年按12个月资助。（注：奖学金

资助年限以正常学习年限为准，延期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将获得不超

过1年的继续资助。）

 申请途径:

申请者需向城地组织亚太区会员城市办公室提交申请，同时完成西

安交通大学在线申请。

世界城地组织申请邮箱: scholarship.recruitment@uclg-aspac.org

西安交大报名网址：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申请时间:

每年11月至第二年4月。

 申请条件:

a. 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b. 学历和年龄要求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35岁；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

C. 所在国政府公务员。

注意：具体信息，以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站

（http://sie.xjtu.edu.cn/）当年度最新招生简章为准。

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发挥西

安交通大学一流学科优势，在中国西部打造全球科教高地，西安

交通大学设立思源国际学院生奖学金，资助全球拔尖才俊来校攻

读学位。

 资助类别: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资助内容:

免学费、资助生活费（每年12个月）。

生活费标准如下：

一等奖：博士4500元人民币/人/月；硕士3500元人民币/人/月；

本科800元人民币/人/月。

二等奖：博士3000元人民币/人/月；硕士2500元人民币/人/月；

本科500元人民币/人/月。

三等奖：博士、硕士1700元人民币/人/月。

 申请时间:

本科为每年11月至第二年6月；硕士、博士研究生为每年11月至

第二年4月。

 申请途径:

申请者直接向西安交大在线递交申请材料。

注：申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只需按我校中国政府奖学金高

校自主招生项目申请时间和要求在线提交申请即可，无需单独申

请思源国际学生奖学金。

西安交通大学
思源国际学生奖学金  >

西安 - 世界城地
组织亚太区奖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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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省三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陕西省政府设立。鼓励和资助优秀全日制在校自费外

国学历留学生。为一次性奖励。

奖学金标准：本科生：13000元人民币/年；硕士研究生：20000

元人民币；博士研究生：25000元人民币。

学生入校后，关注学校通知，按要求提交材料申请。

2.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表彰奖励

该奖励由西安交通大学设立。鼓励和资助优秀全日制在校自费外

国学历留学生。为一次性奖励。

优秀国际学生一等奖：颁发证书，2000元/人

优秀国际学生二等奖：颁发证书，1500元/人

优秀国际学生三等奖：颁发证书，1000元/人

优秀国际学生干部：颁发证书，1000元/人

单项奖（1.学术科研奖 2.创新创业奖 3.文化艺术奖 4.体育精神奖 

5.实践服务奖  6.友谊使者奖）：颁发证书，800元人

课外活动积极分子：颁发证书，400元/人

学生入校后，关注学校通知，按要求提交材料申请。

其它奖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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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住宿分兴庆、雁塔、创新港三个校区。校区由学校根据当

年度学校政策统一安排。学生需在线自主预定房间。

兴庆校区 

房型 费用 单日 半年 一年

单人间 首次 100 11,000 19,000

 续费 100 10,000 18,000

双人间 首次 80 7,000 11,000

 续费 80 6,000 10,000

四人间 首次 40 4,000 6,000

 续费 40 3,000 5,000

单位：人民币/人

雁塔校区南、北楼

房型 费用 单日 半年 一年

单人间 首次 100 10,000 18,000

 续费 100 9,000 17,000

双人间 首次 80 6,000 9,000

 续费 80 5,000 8,000

单位：人民币/人

住宿费  >

费用标准
收费依据：国教外来〔1998〕7号、国办发〔2018〕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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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

雁塔校区中楼

房型 费用 单日 半年 一年

双人间 首次 80 6,000 9,000

 续费 80 5,000 8,000

单人间A 首次 100 8,000 14,000

 续费 100 7,000 13,000

单人间B 首次 100 7,000 13,000

 续费 100 6,000 12,000

单人间C 首次 100 7,000 12,000

 续费 100 6,000 11,000

单位：人民币/人

雁塔校区财经楼

房型 费用 单日 半年 一年

单人间 首次 100 11,000 19,000

 续费 100 10,000 18,000

双人间 首次 80 6,000 10,000

 续费 80 5,000 9,000

单位：人民币/人

创新港

房型 费用 单日 半年 一年

单人间 首次 50 5,500 9,000

 续费 50 4,500 8,000

单位：人民币/人

方式1: 通过/ 银联卡、微信、支付宝，线上支付。

方式2: 通过现金、银联卡、银行转账(电汇需提供转账凭证原件，报到注册时供财务核验)线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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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授课学历项目 单位：元/学年

英文授课项目 单位：元/学年

汉语进修 单位：元

 理工类 人文经管类 艺术类/医学类

本科生 22,000 20,000 40,000

硕士生 34,000 30,000 50,000

博士生 40,000 34,000 50,000

收费项目 1学期 1学年

学费 8000 15,000

付款方式: 
方式1: 通过银联卡、微信、支付宝，线上支付。

方式2: 通过现金、银联卡、银行转账(电汇需提供转账凭证原件，报到注册时供财务核验)线下支付。

预科学费 单位：元

学费  >

 理工类 人文经管类 艺术类/临床医学 口腔 药学

本科生 30,000 26,000 40,000 50,000 30,000

硕士生 39,000 30,000 50,000 50,000 30,000

博士生 44,000 34,000 50,000 50,000 30,000

专业类别 36周项目 18周项目 11周项目

人文方向 2,5800 13,800 8800

商科方向 25,800 13,800 8800

理工方向 25,800 13,8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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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我校者，在通过我校初审后，需缴纳报名费。奖学金项目报名费 

 800元人民币，自费项目报名费500元人民币。不予退还，只接受银 

 行转账。

>  留学生实行全员保险。保险费800元/人/年。 

>  持X（学习）签证的学生入境后需申请居留许可。一年期居留许可办 

 理费用400元，两年800元，三年及以上1000元。 

>  入境后申请居留许可需提供有效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请携带所有体 

 检材料（如已经做过），在华进行外国人体格检查或验证，费用400 

 元左右。

>  自费生需交注册费，400元/年，与学费同时交。 

其它费用  > 账户信息  >

账户名/Account Name: 

西安交通大学/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开户行/Bank of Deposit: 

中国银行西安交大支行

账号/Account Number:

美元/Dollar: 103600215153    

欧元/Euro: 102400215168   

日元/Yen: 102000215162

银行代码/Swift Code: 

BKCHCNBJ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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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安东尼，来自佛得

角。来中国留学是我一生最好的

选择。我选择了西安交大，攻读

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这里有一流

的师资，一流的平台，一流的学

习氛围，在这里，我向学术高峰

攀登。

学在交大  >

安东尼

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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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杨惠斯，来自印度尼西亚。现在就读于西安交通大

学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我选择西安交通大学的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享有盛誉。作为中国C9联盟的一员，西安交通大学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挖掘内在潜力的平台。其次，西安交通大学位

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市。当你来到这里，你会意识到这个城

市是即充满现代活力又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熔炉。在这里，我们

享受学习，共同成长！欢迎申请西安交通大学！

杨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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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安三年了，明年就要毕业了。对我来说，西

安市是最适合学习的地方，不光是因为有西安交通

大学这样全中国一流的高校，其实西安这座城市本

身也很有魅力。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做研

究，也可以脉动四方，徜徉古迹，任心飞扬。

西安经济发展很快，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但是物

价没有中国沿海城市高，每个月生活费2000元人

民币足够了。交通很方便，市区有地铁，高铁四通

八达，2个小时的飞行圈覆盖中国80%的城市，对

于爱旅游的我来说，简直太棒了。

生活在西安  >

这里有数不清的历史文化遗迹、博物馆，如果你喜欢中国历史文化，那可

必须得来西安了。对了，西安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很自豪，街头巷尾自己

津津乐道，也很乐意给外国人介绍。文化的自信，让这座城市很包容，不

同信仰、不同国别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舒适的存在。毕业，不说再见，我

的西安、我的交大。

N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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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

登录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上报名系统，按系统提示，

提交材料。

西安交大报名网址：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第三步

支付报名费。

(申请者在我校系统中提交申请后，我校进行初审，初审通过

者，系统将发送“支付报名费”通知，申请者按通知要求缴纳

报名费。)

 第四步

申请完成。后续学生须及时关注申请系统和注册邮箱，跟进复

审与学术审核、预录取、学费缴纳、终审录取等信息。

我校申请均线上完成。不接收纸质材料。申请步骤如下：

 第一步

登陆国家留学基金委（CSC）来华留学生网上报名系统完成

在线报名，下载打印《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并签字。

CSC报名网址：http://www.campuschina.org/

项目类型：B

机构代码：10698 

（适用于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项目。西安市一带一路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西安交通大学思源国际学生奖学金及其

它项目从第二步开始）

申请程序  >

申请信息



1. 《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

 从CSC申请系统中获得

2.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

 在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申请系统中在线填写完成即可。

3.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和血液检查报告单原件

申请人应严格按照《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中要求的项

目进行检查，用英文或中文填写。（此表由中国卫生检

疫部门统一印制，可点击http://sie.xjtu.edu.cn/en/2.pdf

下载）缺项、未贴有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无

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无效。

鉴于检查结果有效期为6个月，请申请人据此确定本人进

行体检的时间。

4.  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5. 最高学历学位证明原件及公证件

 （应届毕业生须提交学校官方出具的预毕业证明。） 

6. 成绩单

 前一学历学习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原件及公证件。

7. 推荐信

申请本科者：一封，由高中校长或老师出具。

申请硕士/博士学习者：两封，由教授或副教授出具。如申

请人已与我校导师建立意向，请申请人联系该导师出具1封

推荐信，该封推荐信需使用我校校内导师推荐信模板。请

到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下载该模板。《导师推荐函》模板下

载：http://sie.xjtu.edu.cn/sqclxz1.htm。

部分学院要求博士申请者需提前与意向导师联系，获得

《导师推荐函》。需要《导师推荐函》的学院名单及导师

信息请查看：

《招生目录及导师信息》

硕士：http://sie.xjtu.edu.cn/zsxm/xlxm/ss.htm

博士：http://sie.xjtu.edu.cn/zsxm/xlxm/bs.htm

8. 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

申请人须提交用中文或英文书写的来华学习或研究计

划。(本科不少于600字，硕士不少于800字，博士不少

于1500字）。

博士申请者需使用西安交通大学指定模板《西安交通大

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习计划》，模板下载：

http://sie.xjtu.edu.cn/sqclxz1.htm

9. 研究成果

已发表的论文、获奖证书、发明专利等证明自己兴趣特

长、学业成就、研究能力的资料。

10.  语言水平证明

申请英文授课项目，需提交英语水平证明。雅思6.0分或

托福80分及以上，或其他经我校认定的同等英语水平证

明。

申请汉语授课项目，需提交汉语水平证明。HSK4级

180分以上或其他经我校认定的同等汉语水平证明。

11. 有效普通护照复印件

12.  《西安交通大学专业进修生导师接收函》

在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使用指定模版，联系拟接收导师填

写。模板下载：http://sie.xjtu.edu.cn/sqclxz1.htm

注：a.材料不符合要求，不予受理；b.无论录取与否，以上

材料恕不退还；c.中英文以外文本须提交经公证的中文或

英文译本; d. 学校在审核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要求学生提

交其他材料。

申请材料及时间安排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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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层次 申请时间 所需材料 报名地址

   咨询中国驻所在国大使  http://www.campuschina.org/ 

   馆（领事馆）经商处  及其它

  进修、本科、 咨询CSC或所在国留  http://www.campuschina.org/ 

  硕士、博士 学生派遣单位  及其它

  本科 11月至6月 2-11 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11月至4月 1-11 

     

     

     

  硕士、博士   

     

  本科 11月至6月 2-11 

  汉语 春季招生：11月至1月 2、3、4、11 

  专业进修 秋季招生：3月至6月 2-12 

     第一步: http://cis.chinese.cn

  汉语 3月1日起 2、3、4、11及其它 第二步: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7 西安-世界城地组织 硕士、博士 11月至4月 2-11 及其它  

 亚太区奖学金 

  

  本科   

  硕士、博士   

  汉语   2、3、4、11 

  专业进修  2-12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夏令营 5-6月 2、3、4、11 

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第一步: CSC：

http://www.campuschina.org/

第二步: XJTU：

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第一步：
scholarship.recruitment@uclg-aspac.org
第二步：
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2-11

1-11 及其它

1-11 及其它

硕士、博士

硕士、博士

硕士、博士1 商务部奖学金

2 中国政府奖学金

 商请项目

3 西安交通大学思源

 国际学生奖学金 

4 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

 自主招生项目

5 西安交大-西安市政府

 “一带一路”留学生

 奖学金

8 自费

11月至6月

春季招生：11月至1月

秋季招生：3月至6月

6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线上项目



联系方式

33

兴庆校区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陕西西安咸宁西路28号

邮编：710049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地址：创新港1号巨构（敏行楼）1-2096

雁塔校区（医学）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留学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陕西西安雁塔西路76号

邮编：710061

邮箱： adm-sie@mail.xjtu.edu.cn
 mbbs-adm@mail.xjtu.edu.cn

网申系统：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电话： 86-29-82668063
 86-29-82665924
 86-29-82668812

微信号：
studyatxjtu 

学院官网：
http://sie.xjtu.edu.cn

Instagram Facebook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层次 申请时间 所需材料 报名地址

   咨询中国驻所在国大使  http://www.campuschina.org/ 

   馆（领事馆）经商处  及其它

  进修、本科、 咨询CSC或所在国留  http://www.campuschina.org/ 

  硕士、博士 学生派遣单位  及其它

  本科 11月至6月 2-11 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11月至4月 1-11 

     

     

     

  硕士、博士   

     

  本科 11月至6月 2-11 

  汉语 春季招生：11月至1月 2、3、4、11 

  专业进修 秋季招生：3月至6月 2-12 

     第一步: http://cis.chinese.cn

  汉语 3月1日起 2、3、4、11及其它 第二步: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7 西安-世界城地组织 硕士、博士 11月至4月 2-11 及其它  

 亚太区奖学金 

  

  本科   

  硕士、博士   

  汉语   2、3、4、11 

  专业进修  2-12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夏令营 5-6月 2、3、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