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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招生简章

【一、北京交通大学简介】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全

国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和具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

予高校。学校牵头的“2011计划”“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首批 14个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之一。2017
年，学校正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将围绕优势特色学科，重点建设“智慧交通”世界一流学科领域。

学校有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2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桥梁与隧道工程 2个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包括一级学科所涵盖的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达到 8个；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5个；有一级学

科博士点 2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33个，有工程博士、MBA、工程硕士、会计硕士、法律硕士等 14类专业学位。

学校把加强合作交流作为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与美、英、德、法等 45个国家超过

200所大学及著名跨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了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我校还在比利时鲁汶、美国休斯顿、巴西坎皮纳

斯和波兰华沙等地共办有 4所孔子学院。学校重视留学生教育，构建了预、本、硕、博多层次的国际教育体系，为留

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和北京交通大学留学生奖学金机会。2019年，

共有来自 120多个国家的超过 2000名国际学生来校学习。留学生在交大毕业后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前景。往届毕业生

在本国大使馆，IBM、宝马等国际知名公司，中国石化、中国路桥、中国铁建、华为、百度等知名中资企业都有任职，

还有部分学生选择回国或在中国创业。

学校有三个校区，分别在北京市海淀区、山东省威海市和河北省唐山市。北京校区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市中心近，

交通便利，生活配套设施方便。威海校区为国际校区，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留学生新生院为主，校园距离黄金沙滩

海岸线 5.5公里，环境优美，校内宿舍条件舒适，生活成本低。唐山研究院作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国际教育培训

的示范区，是我校来华留学预科基地。

北京交通大学主页：http://www.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页：http://cie.bjtu.edu.cn

【二、项目简介】
（一）本科生项目：

 学制为 4-5年，学位类型为学士学位。

 申请资格：

1. 持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
2.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3. 语言要求：HSK 5级及以上。

 申请时间：第一轮：1月 15日--3月 15日
第二轮：3月 16日--6月 30日

 申请步骤：

1.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在线申请，并支付报名费 500
元/人。

2. 申请必需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

成绩单（中文/英文），学习计划，个人简历，汉语/英语语言水平证明，外国人体检表格(六个月内），资金

证明（近 1个月银行流水，余额在 10,000美金以上）,其他支撑材料。

3.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4.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具体时间以邮件通知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结果

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

5.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

http://www.bjtu.edu.cn
http://study.bjtu.edu.cn
http://cie.b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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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取

消入学资格。

 学费：24800元人民币/学年

 本科专业：专业全部为中文授课

学院 专业目录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物联网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金融学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铁道运输）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

交通运输（民航运输）

交通工程

物流工程

电子商务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铁道工程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业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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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

英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传播学

网络与新媒体

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学（5年）

城乡规划（5年）

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法学院 法学

（二）硕士生项目：

 学制为 2-3年，学位类型分为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申请资格：

1. 持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
2. 具有学士学位;
3. 语言要求：中文项目：HSK 5级及以上;

英文项目：IELTS 6.0/TOEFL 80分及以上;
4. 持有导师接收函（学院及导师联系方式见 https://gsdb.bjtu.edu.cn/discipline/college_show)。

 申请时间：第一轮：1月 15日--3月 15日
第二轮：3月 16日--6月 30日

 申请步骤：

1.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在线申请，并支付报名费 600
元/人。

2. 申请必需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

成绩单（中文/英文），汉语/英语语言水平证明，学术推荐信（一），学术推荐信（二），工作单位推荐信(在
职者提供），个人简历，学习计划，导师接收函，外国人体检表（6个月内），资金证明（近 1个月银行流水，

余额在 10,000美金以上），其他支撑材料。

3.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4.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具体时间以邮件通知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结果

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

5.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

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取

消入学资格。

 学费：中文项目：29000元/学年

英文项目：35000元/学年

 硕士招生专业：

英文授课专业
学院 专业 学位类型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方向）

专业学位(2年）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与管理

软件学院 电子信息（软件工程方向）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学术学位（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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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中文授课专业

学院 学术学位（3年） 专业学位（2年）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电子与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劳动经济学

管理科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

信息管理

工程与项目管理

会计学

企业管理

旅游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公共管理

金融
应用统计
资产评估
审计

工商管理（MBA）
会计

工程管理
工业工程与管理
物流工程与管理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

电子商务

交通运输
物流工程与管理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土木工程

道路与铁道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土木水利
交通运输（道路与铁道工程方向）
资源与环境（环境工程方向）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车辆工程

工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热能工程

动力机械及工程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机械
机械（机械工程方向）
机械（车辆工程方向）

机械（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方向）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能源动力（电气工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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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物理学

生物学

系统理论

统计学

光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方向）
材料与化工（材料工程方向）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软件工程方向）

建筑与艺术学校

建筑学

城乡规划学

设计学

建筑学
艺术设计

语言与传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英语笔译
新闻与传播

法学院 法学 法律（法学）
法律（非法学）

（三）博士生项目：

 学制为 4年，学位类型为学术学位。

 申请资格：

1. 持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
2. 具有与中国大学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
3. 语言要求：中文项目：HSK 5级及以上;

英文项目：IELTS 6.0/TOEFL 80分及以上;
4. 须持有导师接收函（学院及导师联系方式见 https://gsdb.bjtu.edu.cn/discipline/college_show）。

 申请时间：第一轮：1月 15日--3月 15日
第二轮：3月 16日--6月 30日

 申请步骤：

1.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在线申请，并支付报名费 600
元/人。

2. 申请必需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

成绩单（中文/英文），汉语/英语语言水平证明，学术推荐信（一），学术推荐信（二），工作单位推荐信（在

职者提供），个人简历，学习计划，导师接收函，外国人体检表(六个月内)，资金证明（近 1个月银行流水，

余额在 10,000美金以上），其他支撑材料。

3.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4.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具体时间以邮件通知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结果

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

5.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

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取

消入学资格。

 学费：340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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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招生专业：

学院 专业 授课语言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中文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

信息管理

工程与项目管理

会计学

企业管理

旅游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土木工程 中文/英文

道路与铁道工程

中文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理学院

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物理学

系统理论

统计学

光学工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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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学历生项目

 申请资格：

1. 持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
2. 十八周岁以上；

3. 具有高中毕业证。

 申请时间：第一轮：1月 15日--3月 15日
第二轮：3月 16日--6月 30日

 申请步骤：

1.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在线申请，并支付报名费 500
元/人。

2. 申请必需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

成绩单（中文/英文），个人简历，学习计划，外国人体检表(六个月内)，资金证明（近 1个月银行流水，余

额在 10,000美金以上），其他支撑材料。

3. 审核与录取：审核状态及录取结果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
查询。

4.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

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取

消入学资格。

 可申请项目

项目名称 简介

留学生预科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唐山）预科项目为准备攻读北京交通大学中文学位项目的
留学生提供 1年的预科培训。预科项目课程分为人文科，商科，理工科和医学科四大类。经
过我校预科培训后，达到我校学历项目录取条件、成绩优异、表现良好的留学生可以优先获
得奖学金。

人文科、商科、理工科学费为 22000元/学年，医学类学费为 26000元/学年。

高级进修生 硕士及以上学历，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的指导下，从事专题研究等。
学费为 13,500元/学期。

普通进修生
本科二年级及以上学历，到北京交通大学选修课程或开展调研活动。选修课程或研究计

划需提前确定并经我校及派出高校共同同意。
学费为 11,000元/学期。

汉语进修生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威海）提供从零起点到高级阶段 6个等级的汉语技能课程
和文化知识课程，通过进修阶段教学，使学习者在原有基础上不同程度地提高汉语交际能力，
加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的了解。学校设有 HSK考点。

进修时长分为一学期和一学年，费用为 11000元/学期。

短期培训项目 根据合作方需求，定制以土木工程、轨道交通、城市规划等为主题的短期培训项目。

夏/冬令营 寒假及暑假期间，为国际学生提供短期汉语学习、文化体验和专业交流等机会。

【三、奖学金】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

中国教育部根据与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协议或达成的共

识而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的资助类别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

1. 资助标准：免交注册费、学费、实验费和基本实习费；提供校内住宿；提供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

提供生活费（本科生 2500元人民币/月，硕士研究生 3000元人民币/月，博士研究生 3500元人民币/月）。

获奖者每年须通过评审才能继续享受奖学金。

2. 申请条件：

1 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2 学历和年龄要求：来华攻读本科学位者，须具有高中学历，年龄不超过 25岁；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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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岁。

3 语言要求：（中文授课）HSK5级，获得奖学金但未达 HSK5级的申请者，奖学金将包含一年汉语补

习；（英文授课）雅思 6.0/托福 80 以上或达到同等水平者。

4 未取得其他类型奖学金。

5 申请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成

绩单（中文/英文），学习计划，个人简历，学术推荐信（一），学术推荐信（二），工作单位推荐信（在

职者提供），汉语/英语语言水平证明，外国人体检表（6个月内），导师接收函（硕、博项目），中国

政府奖学金申请表，其他支撑材料。

3. 报名时间：请咨询本国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及有关部门

4. 申请步骤：

1 向本国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及有关部门咨询当年报名的具体信息。

2 登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campuschina.org），完成在线申请。北京交

通大学招生机构代码为 10004。
3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在线申请。
4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5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具体时间以邮件通知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结

果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录取文件由中国驻外使（领）

馆或有关部门发给本人。

6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

规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

者，取消入学资格。

（二）中国政府奖学金-- “丝绸之路” & “高校研究生”项目

“丝绸之路”项目和“高校研究生”项目，由中国教育部设立，用于部分中国高校直接遴选和招收优秀

的外国青年学生来华学习，分别资助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 资助标准：免交注册费、学费、实验费和基本实习费；提供校内住宿；提供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

提供生活费（本科生 2500元人民币/月，硕士研究生 3000元人民币/月，博士研究生 3500元人民币/月）。

获奖者每年须通过评审才能继续享受奖学金。

2. 申请条件：

1 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申请“丝绸之路”项目需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源；

2 学历和年龄要求：来华攻读本科学位者，须具有高中学历，年龄不超过 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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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语言要求：（中文授课）HSK5级，获得奖学金但未达 HSK5级的申请者，奖学金将包含一年汉语补

习；（英文授课）雅思 6.0/托福 80 以上或达到同等水平者。

4 未取得其他类型奖学金

5 申请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成

绩单（中文/英文），学习计划，个人简历，学术推荐信（一），学术推荐信（二），工作单位推荐信（在职

者提供），汉语/英语语言水平证明，外国人体检表（6个月内），导师接收函（硕、博项目），中国政府奖

学金申请表，其他支撑材料。

3. 报名时间： 第一轮：1月 15日--3月 15日
第二轮：3月 16日--5月 5日

4. 可申请专业

培养层次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
制

授课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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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铁道运输）

4年
中文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硕士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3年

中文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中文/英文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中文企业管理

工程与项目管理

物流工程与管理 2年 英文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3年 中文/英文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方向） 2年 英文

博士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4年
中文/英文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中文

5. 申请步骤：

1 登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campuschina.org)，完成网上申请（留学项

目种类：B类，北京交通大学机构代码：10004）。

2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网上申请，并支付报名费（选

择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3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4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面试时间为 5月中下旬，具体时间以邮件通知

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结果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

5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

规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

取消入学资格。

（三）中国政府奖学金--“中非友谊”项目

为落实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领导人承诺，进一步推进中非教育合作，中国教育部设立“中国政

府奖学金-中非友谊”项目，支持和鼓励非洲国家优秀青年来华学习和研修。

1. 资助标准：免交注册费、学费、实验费和基本实习费；提供校内住宿；提供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

提供生活费（硕士研究生 3000元人民币/月）。获奖者每年须通过评审才能继续享受奖学金。

2. 申请条件：

1 身心健康，生源国别限非洲国家。

2 学历和年龄要求：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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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要求：（中文授课）HSK5级；

（英文授课）雅思 6.0/托福 80 以上或达到同等水平者。

4 未取得其他类型奖学金。

5 申请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成

绩单（中文/英文），学习计划，个人简历，学术推荐信（一），学术推荐信（二），工作单位推荐信（在职

者提供），汉语/英语语言能力证明，外国人体检表（6个月内），导师接收函，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其

他支撑材料。

3. 报名时间：第一轮：1月 15日--3月 15日
第二轮：3月 16日--5月 5日

4. 可申请专业

培养层次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授课
语言

学
制

硕士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中文 3年

交通运输 英文 2年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中文/英文 3年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与管理 中文/英文 2年

工程与项目管理 中文 3年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中文/英文 3年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中文 3年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方

向）
英文 2年

5. 申请步骤：

1 登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campuschina.org)，完成网上申请（留学项

目种类：B类，北京交通大学机构代码：10004）。

2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网上申请，并支付报名费

（选择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3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4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面试时间为 5月中下旬，具体时间以邮件通知

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结果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

5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

规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

取消入学资格。

（四）商务部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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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专项计划”）。该专项计划自 2015年起开始实施，重点资助

受援国中青年友华人士来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历学位，并委托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1. 资助标准：免交学费；免材料资料费；免调研与考察费用；免毕业论文指导费；免费提供校内住宿；

一次性安置费 3000元，生活费：硕士研究生 3000元/人/月；提供综合医疗保险；提供一次性往返机票（被

录取后首次来华及毕业回国机票），并提供 n-1（n为学年数）回国探亲往返机票。获奖者每年须通过评审才

能继续享受奖学金。延期毕业者不再享受奖学金。

2. 申请条件

1 非中国籍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75年 9月 1日之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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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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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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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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申请材料：证件照，护照个人信息页，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中文/英文），经公证的最高学历成

绩单（中文/英文），学习计划，个人简历，学术推荐信（一），学术推荐信（二），工作单位推荐信（在职

者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明，外国人体检表（6个月内），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其他支撑材料。

3. 申请时间：请咨询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经商处。

4. 可申请专业

5. 申请步骤

1 咨询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经商处。

2 登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campuschina.org)，完成网上申请(北京交通

大学代码：10004)。
3 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完成报名。
4 添加招生面试微信号码：18515990275（添加时备注申请编号，未添加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5 审核与录取：初审通过的报名者，将统一接受面试,具体面试时间以邮件通知为准。审核状态及录取

结果可通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tudy.bjtu.edu.cn）查询，录取文件由中国驻外使（领）

馆或有关部门发给本人。

6 入学时间：具体入学时间以学校通知和《录取通知书》为准。被录取的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

规定的时间到北京交通大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须核验相关学历证书原件，未达到要求或造假者，

取消入学资格。

（五）孔子学院奖学金
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设立，用于资助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有关高校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相关专业。申请

人向各国孔子学院、有关海外汉语考试考点、中国驻外使（领）馆进行咨询和申请。具体信息可浏览孔子学

院奖学金在线申请报名系统（http://cis.chinese.cn），并登陆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http://study.bjtu.edu.cn）完成相关报名流程。

（六）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是北京市政府设立的，向来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全额或部分学费资助的奖

学金项目。奖学金设立是为了鼓励外国留学生勤奋学习，培养品学兼优、通晓中外文化的优秀人才。北京交

通大学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行申请、评选和奖励。

（七）北京交通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用于奖励综合表现良好的在校生，每学年评选一次。

【四、校内住宿】

北京校区：双人间及三人间，住宿费14400元--21600元/年/人。

威海校区：双人间，住宿费3600元/年/人
唐山校区：双人间，住宿费5000元/年/人

培养层次 所属学院 专业名称 授课语言 学制

硕士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英语 2年
建筑与艺术学院 城乡规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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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配备有公用厨房、洗衣房、浴室、卫生间、电视、电话、WIFI、空调、单人床（包含床上用品）、

书架桌、衣柜。

（住宿费用仅供参考，以每年最终调整价格为准）

【五、联系我们】

地址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3号

电话 +86-10-5168 4535 +86-10-5168 5179

传真 +86-10-5168-5258

微信 18515990275

邮箱 apply@bjtu.edu.cn

网址

北京交通大学主页 http://www.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http://study.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页 http://cie.bjtu.edu.cn

mailto:apply@bjtu.edu.cn
http://www.bjtu.edu.cn
http://study.bjtu.edu.cn
http://cie.b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