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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格

1.  18- 25周岁，身体健康；

2.  持有外国普通有效护照；

3.  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申请时尚未毕业须提供预毕业证明， 

 最迟在入学前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4.  满足相应的语言水平要求。

中文授课项目：须提交中文水平证明。中文水平应相当于

HSK4级及以上。（汉语水平不达标者可选择在西安交大预科

学习，预科结束通过考核，方可进入本科学习。预科详情请

关注国际学院官网 http://sie.xjtu.edu.cn/）

英文授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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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语为汉语或英语者经我校认定可免交相应语言水平证明。

5.  符合教育部教外函[2020]12号文件规定及我校相关规定。

申请时间

2022年11月15日-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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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创办于1896年，是中国

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学校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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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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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荣誉。2022上海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位列第10位。

申请材料

1.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在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在线申请系统中填写完成即可）；

2. 高中学历证明；

3. 学习成绩单。高中阶段全部课程的成绩单；

4. 语言水平能力证明（如雅思、托福、HSK证书等；母语为 

 汉语/英语者经我校认定无需提供）；

5. 推荐信。一封，由高中校长或老师出具（推荐人签字并注明 

 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

6. 学习计划。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不少于600字；

7. 外国普通有效护照；

8.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及公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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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录取与报到

1.  网上提交申请

登录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上报名系统，按系统提

示完成在线申请并上传材料。无需邮寄纸质材料。

报名系统：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2. 支付报名费完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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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开放报名费支付，按时足额完成支付，申请

完成。无论录取与否，报名费不予退还。

3. 录取

学校将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成绩、语言水平和面试

综合表现等择优录取。请完成申请后及时关注本人申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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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报到

录取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要求办理报到注册手续。报

到注册时间为2023年9月初，具体以录取通知要求为准。

报到时将再次核验毕业证书原件、语言水平证书等。未能

提供证书或证书核验不通过者，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载，需英文或中文填写。申请人应严格按照中要求的项目进

行检查。缺项、未贴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无医师

意见和医院签字盖章的表无效。检查结果有效期为6个月）；

9. 无犯罪记录证明；

10. 其他支撑材料（如有）。

注： a.材料不符合要求，不予受理；

 b.2～10项均须上传至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上报名 

 系统；

 c.以上材料均须中文或英文版本，其他语种须提供翻译件的 

 公证件；

 d.学校在审核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要求学生提交其他材料。



3. 西安交大——西安市“一带一路”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西安市“一带一路”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本科生攻读中文授课项

目。西安交通大学视情况为奖学金生提供学费优惠，申请人直接

在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申请系统中提交申请即可。奖学金内容

为学历阶段第一年。以后学年须根据在校学业表现等综合评定。

4. 陕西省三秦奖学金、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表彰奖励

陕西省三秦奖学金、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表彰奖励均为一次性

奖励。对象为全日制在校自费外国学历留学生。自费生入校后，

可关注学校相关通知，按要求提交材料申请。

联系方式
地 址：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逸夫外文楼A922）

邮 编：710049    

邮 箱：adm-sie@xjtu.edu.cn   mbbs-adm@xjtu.edu.cn
电话：86-29-82668063   86-29-82665924   86-29-82668812
网申系统：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学院网址：http://sie.xjt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xjtu.edu.cn/

1. 学费

2. 住宿费

根据校区和房型而定。一般每学年在8000-20000人民币之间。

具体请查看国际教育学院官网：http://sie.xjtu.edu.cn/

3. 报名费

申请自费项目：500元人民币

申请奖学金项目：800元人民币

费用标准

 理工类 人文经管类 艺术类/临床医学 口腔

 （人民币/学年） （人民币/学年） （人民币/学年） 

中文授课本科项目 22,000 20,000 40,000 /

英文授课本科项目 / / 40,000 50,000

学习类别

奖学金

1. 中国政府奖学金（A类）

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本科生攻读中文授课项目。申请人须通

过本国留学生派遣部门申请。填写申请表时，须选择项目类

别“A类”，须在“申请院校”栏的第一志愿填写“西安交

通大学”，院校代码为10698。

2. 西安交通大学思源国际学生奖学金

西安交通大学思源国际学生奖学金资助本科生攻读中文授课

项目。申请人直接在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申请系统中提交

申请即可。奖学金内容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奖学金均为学历

阶段第一年。以后学年须根据在校学业表现等综合评定。

@studyatX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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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学生招生目录(2023年版) 

备注：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本科项目采用双语形式教学，拟申请者须具备中文和英文双语能力，并具备一定的数理基础。

英文授课目录列表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授予学位类型 学制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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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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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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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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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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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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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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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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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授课项目列表 

学院/部 项目 授课语言 学制 授予学位类型

 临床医学MBBS 英文 6 年 临床医学学士

 口腔医学BDS 英文 6 年 口腔医学学士
医学部

注：标★为推荐专业

电信学部

管理学院

化学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