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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招生简章

2023年

Application time

申请时间1 Conditions

申请基本条件2
春季

2022-10-1 至 2022-12-31

秋季

2023-1-1 至 2023-7-7

申请人须为持有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
民，对华友好，身心健康。

国家规定的其他申请条件。

申请本科专业
应具有相当于中国普通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硕士专业
应具有相当于中国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博士专业
应具有相当于中国硕士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专业，申请人须提供有效期内
通用的英语水平证明，原则上申请人至少达到雅思 5.5
分或托福 79 分水平或多邻国英文测试 96 分，并在申请
时提供成绩单。曾使用英文为教学语言获得学位的，须
提供原就读学校出具的英文作为教学语言的证明材料。

申请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专业，申请人申请时中文能力
应当至少达到汉语水平考试（HSK）四级，并提供相关
证明。申请人如未达到中文能力要求，可申请额外增加
一年汉语预科补习。曾使用中文为教学语言获得中国高
校学位的，无须提供《汉语水平考试》(HSK)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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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国际学生申请系统 https://cumt.17gz.
org/member/login.do， 按 要 求 如 实、 准
确 地 填 写 信 息， 上 传 相 关 证 明 附 件。 具
体 申 请 步 骤 详 见 https://cumt.17gz.org/
html/article_content/202101/A64687732
C6F451FAE82F299F6F23DC1.shtml

学校将在认真审核申请者的提交材料后，
结合其学业表现与发展潜力，根据综合情
况开展录取。

Application

申请与录取3
申请 /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录取 /  Admission

Application 
Materials
申请材料4

证件照

本人最高学历证书

本人最高学历成绩单

护照 有效期一年以上，在华学生同时提供签证页或者居留许可页扫描件

汉语语言能力证明 中文授课专业，HSK ≥ 4

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英文授课专业，IELTS ≥ 5.5 或 TOEFL ≥ 79 或 Duolingo ≥ 96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6 个月以内，下载网址 :https://sac.cumt.edu.cn/en/DOWNLOAD.htm

银行存款证明 6 个月以内 , 不少于 20,000rmb

无犯罪证明 6 个月以内

导师接收函 硕士博士申请者

两封推荐信 硕士博士申请者

学习计划 不少于 1500 字，硕士博士申请者

注：以上所有申请材料应为中文或英文，非中英文材料须提供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译本。
申请材料不全者将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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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政府奖学金 ( 国别双边项目 )-Type A
该奖学金由国家留学基金委通过中国驻外使馆提供
中国矿业大学代码：10290

2. 中国政府奖学金 ( 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Type B
该奖学金由国家留学基金委通过中国高校提供
中国矿业大学代码：10290

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CSC 官网：https://www.campuschina.org/

类别 语言生 本科生 硕士 博士

学费 / 年 ￥10,000 文科：￥13,800
理工科：￥14,600

文科：￥15,400
理工科：￥16,200 ￥17,000 

报名费 ￥400/ ＄60（提交网上申请时缴纳）

保险费 / 年 ￥600 

书本费 / 年 约￥300  

住宿费 / 年 ￥3,000 ( 双人间 )

相关费用5Cost

奖学金6Scholarship

学生类别 奖学金类别 资助标准

本科生
学历预科生

A 类 资助学费（100%）

B 类 资助学费（50%）

硕士生
博士生

A 类 资助学费（100%）
住宿费（3000 元 / 学年）生活费（1000 元 / 月）

B 类 资助学费（100%）
住宿费（3000 元 / 学年）

奖学金
类别 新生申请标准 在校生申请标准

A 类 课程成绩均分在百分制 80 分以上，
或平均课程绩点在四分制 3.2以上。

本科生课程成绩均分在百分制 75 分以上；
硕、博士生程成绩均分在百分制 80 分以上。

B 类 课程成绩均分在百分制 75 分以上，
或平均课程绩点在四分制 3.0以上。

本科生课程成绩均分在百分制 65 分以上；
硕、博士生程成绩均分在百分制 75 分以上。

3. 中国矿业大学奖学金

注：住宿费按照双人间标准资助；生活费按每年 10 个月发放。

• 奖学金资助的有效期为一学年，每年一评。
     国际学生可以根据本学年学习和日常表现申请下一年度奖学金资助。
•A 类、B 类奖学金同其他政府、学校等各类奖、助学金不能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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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申请及入学报道7Visa&Admission

普通护照

录取通知书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 (JW202/201 表 )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血液化验报告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持有以上所有
前往中国驻外使领馆
办理入境学习（X1/X2）签证

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报到注册。
报到时将核验最高学历证书及成绩单原件、《外
国人体格检查表》、无犯罪证明、语言水平证
明原件等申请材料。

被录取者应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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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授课专业
（秋季入学）

学院 本科 [ 学制 :4 年 ] 硕士研究生 [ 学制 :3 年 ] 博士研究生 [ 学制 :4 年 ]

矿业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081901 采矿工程 081901 采矿工程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080200 机械工程 080200 机械工程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070800 地球物理学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081701 化学工程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2 化学工艺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081703 生物化工

0819Z2 洁净能源工程 081704 应用化学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081705 工业催化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0819Z2 洁净能源工程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080800 电气工程

低碳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080103 流体力学 080103 流体力学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5802 动力工程

材料与物理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070200 物理学

085600 材料工程

数学学院 　 　

070101 基础数学

070102 计算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4 应用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公管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4Z3 应急管理 1204Z3 应急管理

国际学生
招生专业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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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授课专业 01
（秋季入学）

中文文授课专业 02
（秋季入学）

学院 本科 [ 学制 :4 年 ] 硕士研究生 [ 学制 :3 年 ] 博士研究生 [ 学制 :4 年 ]

矿业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081901 采矿工程 081901 采矿工程

智能采矿工程 0819Z1 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 　

力学与土木
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080100 力学 080102 固体力学

土木工程 081401 岩土工程 081402 结构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081402 结构工程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工程管理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080200 机械工程

信息与控制
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自动化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地球
科学学院

地质工程 070500 地理学 070900 地质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070800 地球物理学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资源勘查工程 070900 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 081500 水利工程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81803 地质工程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0300 化学 081701 化学工程

矿物加工工程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081702 化学工艺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3 生物化工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081704 应用化学

0819Z2 洁净能源工程 081705 工业催化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0819Z2 洁净能源工程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学院 本科 [ 学制 :4 年 ] 硕士研究生 [ 学制 :3 年 ] 博士研究生 [ 学制 :4 年 ]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环境工程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测绘工程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环境科学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地理信息科学 0816Z1 矿山与地下测量 0816Z1 矿山与地下测量

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6Z2 国土空间生态监测与修复 0816Z2 国土空间生态监测与修复

　
　

083001 环境科学 083001 环境科学

083002 环境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800 电气工程 080800 电气工程

低碳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080103 流体力学 080103 流体力学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5802 动力工程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70200 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 085600 材料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数学学院 　

070101 基础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070102 计算数学 070102 计算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4 应用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020204 金融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市场营销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会计学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201Z2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电子商务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202 企业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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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授课专业 03
（秋季入学）

汉语语言预科项目
（春季 / 秋季入学）

学院 本科 [ 学制 :4 年 ] 硕士研究生 [ 学制 :3 年 ] 博士研究生 [ 学制 :4 年 ]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4Z3 应急管理 1204Z3 应急管理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学（5 年）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工业设计 130500 设计学

环境设计 　

城乡规划（5 年） 　

人文与艺术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040300 体育学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深部岩土力学与
地下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

　 　
080104 工程力学

081401 岩土工程

必修课程

语言课程
普通汉语 ( 听，说，读，写 );

专业汉语

专业课程 基础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等（中文授课）

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与语言实践

选修课程 文化课程 书法，武术，茶艺等。

崇德尚学

好学力行、求是创新

学而优则用、学而优则创

校训

校风

办学理念

14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