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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教育

志城·智学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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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校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始建于
1899年。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至今已
有120多年的办学历史，在这里取
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
明。

目前，圣理工获得 “国家研究型大
学” 学术地位。大学是高等工程和
经济教育领域公认的俄罗斯和全球
领导者，拥有丰富的教育、科学和
创新基础设施。

大学是俄罗斯领先的大学，拥有超
过 33,000 名在校生和 8,500 名国
际留学生。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进入泰
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350
名（TOP-350）和QS世界大学排
名（大学国际学生人数排名第120
名，QS线上学习荣获五星好评）。

大学在以下领域开展教育和科学活
动：自然科学、工程学、先进制造
技术、管理学、经济学、人文科
学、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等。大学
以其与许多外国教育机构、研究所
和工业公司进行国际合作的悠久传
统而自豪。

统计数字:

约33000
名在校学生

8500多名
外籍学生

12所学院和
34个高级学系

40多个科学教育中心

 校园面积超过100
公顷，拥有100多座

建筑物

有超过100多家领
先的企业与我们

合作

包括外籍教授在内的
1900多名专职教师

120多个科研实验室

科技园和商业
孵化中心

留学生大学城
（包括18座宿舍楼）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
的大学全球合作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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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项目

本科

本科

冬、夏令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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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教育:
•  留学生必须先完成预科学习，才可进入俄罗斯大学开始学历教育。
•  所有课程项目均符合国家预科教育标准。
•  预科学习结束后，学生可熟练掌握俄语，并能理解俄语母语者的语言。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的预科教育始于1965年，累计培养一万五千多名留学生，他们来自欧洲、北美洲、中南美洲、
亚洲以及非洲等地。

理工大国际教育系的专家队伍曾参与制定国家预科教育标准，我校现有的预科教育项目均符合该标准要求。预科
教学大纲参考俄罗斯高中和大学一年级课程要求，超过50%的课程安排为俄语学习。在教学大纲的设计过程中，
充分考虑了留学生的实际适应情况。。

根据学生未来专业的不同，预科教育特别开设了三个学习方向:

预科教育项目

工程方向  经济方向        人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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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补充教育项目

留学生补充教育项目“大学入学准备（标准班） ”
（9-11月开班）

• 学习期限：10个月
• 总课时量：1116小时 (66学分)
• 具体课程设置因专业方向而异:

工程方向 
基础课程： 俄语、数学、物理

补充课程： 信息学、化学

经济方向
基础课程： 俄语、数学、经济与社会地理

补充课程： 社会学基础、信息学、历史

人文方向
基础课程： 俄语、数学、社会学基础

补充课程： 社会学基础、文学、数字、信息学

留学生补充教育项目“大学入学准备（强化班）”
（面向11月开始学习人群）

• 学习期限：8个月
• 总课时量：1050小时 (66学分) 
• 具体课程设置因专业方向而异：

工程方向 方向课程 俄语、数学、物理、信息学/化学（可选）

经济方向 方向课程 俄语、数学、社会学基础

人文方向 方向课程 俄语、数学、社会学基础

俄语学习项目“一级证书考试培训”

• 学习期限：10个月
• 学习期限：1016小时 (66学分)
• 主要学习俄语，额外提供历史、文学和社会学课程。

教学以7-12人为班级单位进行，修业期满后将获颁预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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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与专业方向     本科  硕士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土木工程

动力与交通系统学院

   热力学与热力工程学

   电力学与电气工程

   能源机械工程

   地面交通技术设施

   核能与热物理学

冶金、机械制造与交通学院

   机械工程

   机器设备技术

 机械工程设计与维护

   材料学与材料技术

   冶金学

   地面交通技术设施

   技术加工与生产自动化

   纳米技术与微系统

   交通加工技术

   设计学

   材料艺术加工技术

物理、纳米技术与电信学院

   物理学

   无线电技术学

   信息通信技术与通信系统学

   电子学与纳米电子学

   技术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基础信息学与信息技术学

   数学软件与信息系统管理

   信息学与计算技术学

   信息系统与技术

   应用信息学

   程序工程学

   系统分析与管理

   技术系统管理

   创新学

   质量管理

学院名称与专业方向     本科  硕士

应用数学与力学学院

   应用数学与信息学

   力学与数学建模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应用数学与物理学

   应用力学

工业管理、经济与贸易学院

   旅游学

   酒店管理

   质量管理

   经济学

   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和市政管理

   商业信息学

   贸易学

   服务学 

   商品学

人文学院

   法学

   社会学

   外国区域学

   语言学

   广告学与公共关系

   出版学

   教育心理学

技术安全系

   技术安全

生物工艺与食品技术系

   生物工艺

  食品技术与公共食品管理

先进生产技术学院

  科学密集生产组织与管理

生物医药系统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系统与工艺

  技术物理

招生条件：

学历证书（含成绩单）原件及其
俄语翻译公证件

本科
中学毕业证书与成绩证明

通过入学测试

招生结束日期：6月15日

开学时间：9月

修业期限：4年

硕士
本科毕业证书与成绩证明

通过由所选专业所在学院举办的
考试和入学俄语水平测试

招生结束日期：6月15日

开学时间：9月

修业期限：2年

学历教育
（俄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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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双学历
 物理与机械学院

   力学与数学建模

   连续介质力学：理论基础与应用

   凝聚态物理和功能纳米结构

   等离子物理学及应用

工业管理、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业务发展

   创新经营

   商业工程学

   量化金融

   国际贸易关系

先进制造技术学院

   创业精神与技术领导力

人文学院

   数字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理论实践

   国际领域的广告和传播

   区域学

招生条件：

学历证书（含成绩单）原件及
其俄语翻译公证件

本科
中学毕业证书与成绩证明

英语能力达到二级证书水平
（B2）

ECTS : 240个

招生结束日期：6月15日

开学时间：9月

修业期限：4年

硕士
本科毕业证书与成绩证明

英语能力达到二级证书水平
（B2）

ECTS : 120个

招生结束日期：6月15日

开学时间：9月

修业期限：2年

双学历
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兴趣，
参加双学历项目，从而提升未
来职业发展潜力。所有双学历
项目参与学生将同时在圣彼得
堡理工大学以及合作大学学习，
并完成毕业论文。

本科

工业管理、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数字企业的经济学

  工业管理 国际贸易

硕士                         双学历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的能源效率与节能

   城市建设工程中的环境保护

   应急准备与响应

能源学院

   能源技术

   热电站

   电力工程

   核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智能系统

电子与通信学院

   信息通信系统微电子

   激光与光纤系统

生物医学系统与技术学院

   分子和细胞生物医学技术

冶金、机械制造与运输学院

   新材料与添加剂技术

英语教学国
际本科、
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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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

数学与力学

物理学与天文学

化学科学

地球科学

生物科学

建筑工程学

信息学与计算技术学

电子学、无线电学与通信系统学

光子学、仪表制造学、光学与生物技术系统科技

电工学与热力学

机械制造学

工业生态学与生物工艺学

技术安全学

材料技术学

技术系统管理学

纳米技术与纳米材料学

农学

经济学

法学

政治科学与区域学

教育心理学

历史学与考古学

哲学、伦理学与宗教学

体育与运动学

招生条件：

•  入学申请表

•  个人简历

•  “本科”或“专家”学历证
书及其成绩证明原件与俄语
公证件

• 由“外国教育文件鉴定中心” 
开具的博士入读鉴定书，

   适用于在其他国家取得高等
教育学历的报读学生

• 报名结束日期：7月15日

• 开学时间：10月

• 学制：
3年——面向具备俄语能力的
博士生
4年——面向不具备俄语能力
的博士生

博士教育
（俄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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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学习项目

冬夏令营

学术交流项目

进修与项目定制 

短期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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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与语言”

俄罗斯文化与俄语项目面向所有对俄语和俄罗斯感兴趣的外国人，学生将通过短期语言培训课程，提高个人职
业发展能力。

授课模式灵活简便，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组合课程。

您还可以按照个人兴趣定制学习形式！

您可以: 
• 选择一个现有的课程或将不同的课程组合起来
• 选择课程开始日期
• 选择课程持续时间
• 选择学习语言（俄语或英语）
• 添加补充课程，以获取额外学分

1 、俄语学习项目
俄语学习项目可提高外籍人员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的俄语运用能力。 

水平层次 课程起始时间 修业期限

基础级（A0） 

秋季学期：
开班时间：9月第1周——11月第2周内
任意一个周一

春季学期：
开班时间：2月第2周

1周——1年
基础级（A1）
基础级（A2）
一级（B1）
二级（B2）

秋季学期：
开班时间：9月第2周——11月第3周内
任意一个周一

春季学期：
开班时间：1月第3周——4月第1周内任
意一个周一

三级（C1） 有关具体报读条件，请与项目协调人员联系。

 
全年接受团体报名 。
成功完成俄语学习课程以后，学生可参加对外俄语等级考试（一、二、三级）。

季节性特别项目：“俄罗斯语言文化”夏令营

6月    白夜期间学习俄罗斯语言、政治、艺术               3 周                        5 ECTS

7月    俄罗斯语言、文学、商业文化                            4 周                        6 ECTS

8月    俄罗斯语言、政治与艺术                                         4周                        6 ECTS

9月    俄罗斯语言、历史与文学                                         2周                        4 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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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俄语
商务俄语

该项目以强化学习者的俄语职业用途为主，重点介绍俄罗斯商业环境特点。
上课时间：
秋季学期：9月第2周——10月第2周
春季学期：2月第2周——3月第2周
报读要求：俄语水平不低于A2。
5人以上的团体可与项目联系人协商上课时间安排。
项目包括下列课程：
· 商务俄语（4.5 ECTS学分）
· 俄罗斯商业文化（1.5 ECTS学分）（英语授课）

除上述课程外，还安排有个人和集体项目作业。
季节性特别项目：“俄罗斯语言文化”夏令营
· 7月：“商务俄语”夏令营，第1期（3周，6 ECTS学分）
· 8月：“商务俄语”夏令营，第2期（3周，6 ECTS学分）

3 、俄罗斯文化（英语教学课程）
该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领域的选修课程（英语教学），学生不仅可了解更多关于俄罗斯的
情况，还可获得独特的国际体验，并建立对俄罗斯文化与思维认识的个人观点。
课程：

•   主干课程（学生每学期最多可选3门）：俄罗斯艺术历史、基辅罗斯到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
现代俄罗斯历史：共产主义时期、19世纪俄罗斯文学、政治学：现代俄罗斯生活、现代俄罗斯文学。

将开设报读人数最多的3门课程，每班人数最少为5人 。
上述课程选定后，还可根据个人意愿额外增加俄语课。
课程长度：1周——1学期 。
每学期最多可获得30 ECTS学分 。

4、俄罗斯文化（俄语教学课程）
学生可选择有关俄罗斯文化的不同课程（俄语教学），并亲身体验俄语环境。

面向俄语水平低于A1层次的学生，其课程安排为：俄罗斯历史、俄罗斯地理、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
第一次考期：11月至5月中旬；第二次考期：2月至6月中旬。
面向俄语水平低于B2层次的学生，其课程安排为：哲学、俄罗斯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跨文化交际。
第一次考期：9月至12月中旬；第二次考期：2月至5月下旬。

上述课程选定后，还可根据个人意愿添加其他俄语课程。

5、水平提高课程（面向外国语言教师）
本课程面向有对外俄语教学经验或没有教学经验的语言教师开设。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运用于
不同教育形式的对外俄语教学实践。课程吸收了俄语教学的主要教材以及教学方法，并对来自不同地区学习者的
言语困难进行分析。
课程持续时间：2周-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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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与项目定制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提供在本校进修的机会，以获取具有专业背景的工作经验。通过进修，不仅可以学习到宝贵
知识，还可锻炼自身求职过程中的竞争力技能，更是一个收获难忘体验与广阔学习空间的重要机会。
可选择秋季、春季或夏季前来进修。
报名者需要在提交进修申请时，一并完成高等教育项目录取手续。
此外，我校接受各类项目定制工作，可按客户需求进行安排。

我校通过多学科教育手段，将理论知识与企业实用技能相结合，从而保证了重要战略性项目的顺利实施。

冬夏令营
理工大学国际冬、夏令营内容丰富，涵盖了工程科学、自然科学、
空间技术、能源动力、数字与IT技术、经济学与商业、俄语学习、
俄罗斯文化等课程。理工大学现有30多个高质量的冬、夏令营课程，
面向留学生使用英语授课，学习结束后学生将获得ECTS学分与进修证书。

冬、夏令营每年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的700多名学生参加，
我校辅导员将使用英语为学生提供从机场接机开始，
直到学习结束为止的服务与指导。

校园面积广阔，位置优越，
从圣彼得堡市中心乘坐地铁前往学校仅需15分钟。

交流生项目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欢迎世界各地的学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所有项目均符合欧洲相关标准，受到国外广泛认
证。交流生项目与教学环节相结合，依据欧洲标准所开发，因此受到海外认可。

报读要求: 良好英语水平。

ECTS数量: 每学期30学分。

文件递交期限: 秋季学期为5月15日，春季学期则为10月15日。

项目优势：
• 本科与硕士学生均可报名
• 学习时间可延长一个学期
• 免费提供俄语学习课程
• 授课语言可选择俄语或英语
• 国际化班级
• 住宿费用低廉
• 可以在俄罗斯及邻近国家旅游
• 有机会进行实习或科研活动
针对来校留学生，每学期将举办为期一周的学前辅导，包括校园参观、与项目负责人说明会、商业模拟游戏等
活动。

空间技术

精密自然科学

数字技术

信息技术

土木工程

能源技术

食品技术

商业管理

人文科学

俄罗斯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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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
“无线电理工技术学校”
技术学校现设有以下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专业

专业名称 全日制 非全日制

计算机系统与综合

计算机系统编程

信息系统（按领域划分）

电站、电网与电力系统

制冷压缩机装置安装及维护

计量学

牛奶与奶制品工艺

肉类产品工艺

公共食品技术

公共食品服务管理

经济学与会计（按领域划分）

商业学（按领域划分）

商品学与消费品质量鉴定

旅游学

酒店管理

信息系统与编程

酒店管理

烹饪与糖果技术

上述专业修学期限为：
以各专业具体要求为准（最短：1年10个月；最长：3年10个月）。

报读条件

学费以学习形式和所选专业为准。

报读学生必须提供以下文件：
• 基础教育证书（学历证书、证明等）
• 成绩证明（若有）
• 教育证书与成绩证明翻译公证件
• 护照复印件
• 签证或俄罗斯境内合法逗留证明

文件递交期限：

受理开始日期：6月1日
受理结束日期：
• 全日制：8月25日
• 非全日制：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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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理工大学的学生生活，
正如同在这所城市的生活一样，
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友好、协调与
欢乐。鉴于生源背景的差异性，
我校学生工作便以该特点为导向，
确保其校园生活得到满足。

坐落于圣彼得堡西北部生活区的
理工大学，依照学生城模式所
建造，配备了各类教学与学生生活
设施。此外，因我校建筑均建于
自然公园之中，公园则成为学生
城的一大组成部分。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师生生活充满着
许多活动，涵盖了从社会慈善活动
到业余、专业体育比赛等领域。
任何理工人都可参加各类庆典
活动与创意项目，拓展与不同
国家背景人群的社交圈子，获得新
经验以及生活热情。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还举办 “俄语
日”、“亚·谢·普希金日”、“让我
们认识吧！”、“新年快乐”等活
动。该类活动主要面向低年级外
国学生，以鼓励其参与学校的学生
生活。

针对外国学生还建立了文化项目，
从而提高其对俄罗斯与欧洲最美丽的
城市之一——圣彼得堡的历史与
文化名胜地了解，并组织大量
圣彼得堡及其郊区游览项目。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面向广大师生，
提供了一个广泛涵盖了社会、
文化、再创造以及艺术校园设施的
社区。任何人都可根据自身喜好，
选择相应的设施参与体育、音乐、
舞蹈、表演等活动，在此过程中
还可与他人分享。积极的校园生活
与人际拓展，将有益于自身的未来
发展。

超过7000名外地与外国学生居住在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城宿舍，所有
宿舍均坐落于教学楼周边，临近
地铁站。按地域划分，学生城共有
3处宿舍区，分别是列斯诺伊大街
宿舍、勇气广场宿舍以及公民大街
宿舍。

本校的外国学生将被安排至公民
大街宿舍区和勇气广场8号宿舍，
房型为包含家具的两室公寓。

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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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

• 游泳池
• 篮球与排球馆
• 摔跤与拳击馆
• 体操馆
• 滑雪基地
• 攀岩墙
• 重竞技运动馆
• 操场：含两个足球场、曲棍球场、     

网球场、体操场以及游乐设施
• 国际象棋俱乐部
• 卡夫果洛沃镇训练教育基地
• 医学监督室、按摩室以及心理调整室。
• 健康水平测试实验室
• 学生健康与康复中心

信息图书馆中心 “白色大厅”音乐厅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
学生俱乐部与社团

圣彼得堡理工大学
学生城

（共有23所宿舍） 

保健疗养院以及
学生医院 

  两所校外度假基地：
卡累利阿北部营地以及

黑海岸边图阿普谢市
附近的南部营地

技术历史博物馆

学生剧院
“克拉格尔” 

现代体育中心

分布于圣彼得堡
郊区的理工大学
体育营地

食堂与咖啡厅

学校设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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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预科教育 interadmission@spbstu.ru +7 (812) 606-62-41

俄语、英语学历项目:

• 本科教育
• 硕士教育
• 英语教学国际本科
• 英语教学国际硕士
• 博士教育

interadmission@spbstu.ru +7 (812) 606-62-41

短期教育项目:

• 俄语学习项目 tatianakov@spbstu.ru +7 (812) 534-75-57

• 冬夏令营 summerschool@spbstu.ru +7 (812) 534-25-31

• 学术交流项目
mobility@spbstu.ru +7 (812) 324-06-40

• 进修与项目定制

中等职业教育
（理工大学附属技术学校） interadmission@spbstu.ru +7 (812) 606-62-41

 www.chinese.spbstu.ru

地址： 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路29号，195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