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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 

http://www.amursu.ru/ 



LOGO 
远东联邦区 

远东联邦区位于俄罗斯联邦最东部，北亚
东部。远东是俄面积最大的联邦区。 

 



LOGO 
阿穆尔州 

阿穆尔州位于俄罗斯东南部，是在北部的
斯塔诺沃伊山脉和南部的阿穆尔河之间。
全州面积总共有36.19万平方公里。阿穆尔
州的人口约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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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戈维申斯克市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简称布市，是俄罗斯
阿穆尔州的首府，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
黑龙江上中游北岸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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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 

保留传统，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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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一所最具发展
前途的大学之一。阿穆尔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在各
个领域工作，包括经济、科学、教育、管理、文
化等等，这也是传统大学最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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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现有： 

8个教学楼、 

图书馆、 

14间实验室、 

6个科学研究中心、 

电脑室、 

一个现代化体育馆、
体育场、 

可容纳500人的会议厅、 

娱乐中心、 

社会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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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有宿舍、运动场地、游泳馆、食堂、
咖啡厅、商店、洗衣店、医疗站、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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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课外活动安排
及教育工作，并加强学生的身素质，所以有各种
文艺团体，比如学生联合会、哈唱团、拉丁舞俱
乐部、国际象棋俱乐部、戏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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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例
如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健
身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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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的现况 

7000多名学生 150多名留学生 

10个系 

31个本科专业 

300名教授和副教授 

600名教师 

硕士研究专业数量15 

16个硕士研究专业 

8个副博士研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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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从1992年阿穆尔国立大学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高

校间的国际合作。目前大学与中国、韩国、德国、
美国、日本的学校有着密切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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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历史 

1975 1993 2005 2018 



LOGO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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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阿大成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简称“阿斯图”）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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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民可以在阿大完成以下项目： 

研究生教育 研究科（硕士、博士） 

高等教育 本科 

中等职业教育 中专学校 

预备教育 预科班（俄语） 

普通初中及高中教育 
中学（5-9年级） 

中学（10-11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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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院系 

艺术设计与制造系 

工程物理学系 动力工程系 

数学与信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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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院系 

社会学系  语文系 

法律系 经济系 

国际关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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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与制作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艺术设计与制作系成立于1975年，是阿穆 

尔国立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如今成为阿穆尔国
立大 学现代化水平高、享有盛誉和最有创造性的一个系。
艺术设计与制作系的教师和学生经常参加国内外举行的比
赛、会演等各种活动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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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信息学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数学与信息学系于1995年1月由校长批准
设立，是阿穆尔国立大学设立较早的一个系。该系每年有
近500 名学生，培养专家、学士和硕士。数学与信息学系
的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软件设计、计算机与网络、
信息安全及编码技术等方面的高端实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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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是阿穆尔国立大学规模最大的系 

之一，也是学生文化生活最活跃的系之一。社会学系培养
的专家能解决人的社会化、环境适应方面的问题，善于为
居民提供专业的心理帮助。社会学系的学生能够攻读社会
急需的、在本地区乃至全国深受欢迎的专业，接受良好的
高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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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经济系是阿穆尔国立大学声誉最高的系之
一，为国家管理机关、银行、保险公司、商业组织、审计
和咨询公司培养专门人才，并为其进修、提高技能提供服
务。各学科完善的教学计划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知识、
提高技能、获得学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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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法律系以其积极有效地为地区和全国培养
优秀人才而久负有盛名。 法律系同远东地区的高校、阿
穆尔州的许多机构、企业在学术上和实践上保持联系，因
此学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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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理系 

在工程物理系学习期间获得的渊博知识使学生们能够在新
材料开发、信息技术、医用物理学、纳米技术等方面从事
科硏工作。组织学生在阿穆尔州及远东地区的企业进行教
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是工程物理系成功培养专业
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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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是阿穆尔国立大学声誉高、前 

景看好的一个系，培养国外区域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该
系本科生的专业硏究对象是政治、社会、经济、人口、语
言、文化、宗教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
学生必须学习两门外语（汉语丨英语或者英语丨法语)。
阿穆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的毕业生能够顺利地在国内外
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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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系 

阿穆尔国立大学语文系培养外语、俄语、文学以及新闻学
人才。 阿穆尔国立大学语文系的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他们都在国内外著名高校进修过。语文系的学生在学
习期间既能在本地的大型企业进行教育和生产实习，也有
机会去国外见习或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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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系 

动力是每个国家工业最基础的和战略要害部门。阿穆尔国
立大学动力系被称为俄罗斯远东及其他地区“锻造动力工
程专业人才的熔炉”，是俄罗斯13所精英高校联盟“开放式
的动力大学”的成员。自建系以来已培养出专业人员近2千
名，其中大部分在阿穆尔州、雅库特、楚科奇等地的大型
或小型动力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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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国立大学对中国留学生开设以下研究科：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教育形式 

教育及师范科学 

3年 面授 语言学与文艺学 

哲学、伦理学、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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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 

 预科 学习开始前2月 

中专 每年6月19日 -08月1日 

本科 每年04月2日 - 08月1日 

硕士 每年04月2日 - 08月20日 

副博士  

(中国：博士) 
每年09月3日-0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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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文件 

中专 

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签证页翻译成俄语） 

六张二寸白底的照片 

申请表 

出生证明书的俄语公证书 

普通初中毕业证的俄语公证书（包括成绩单） 

本科 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签证页翻译成俄语） 

六张二寸白底的照片 

申请表 

最后学历毕业证的俄语公证书（包括成绩单） 

（此外博士生要提供 跟博士生导师讨论的证明） 

硕士 

副博士 

（中国 :博士） 

预科 

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翻译成俄语） 

四张二寸白底的照片 

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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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入学的6个基本步骤 

联系阿大外事处  
提供 

所需要的文件   

参加考试*  

(取决于选择的专
业或学科) 

收到阿大学习邀
请函  

办理学习签证  
来到阿大学习 (
到以后办落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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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国家奖学金 

俄罗斯联邦政府每年给外国留学生安排特定的公费
名额（国家奖学金） 

 

每年安排大约15000个名额左右。 

阿大有权每年接受 预科、中专、本科、硕士、副博
士 (中国：博士)教育项目的一共50个公费名额左右。 

 

报名时间：每年12月31号之前 

 

应招生要填写电子表格并提交申请。所需文件及相
关详细信息请在https://russia.study网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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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语言培训 

另外，每个留学生能参加俄罗斯国家对
外俄语等级测试并获取俄罗斯联邦对外
俄语等级证书。 

课程 学时 

口语 136 

俄罗斯文学 68 

语法 136 

听力 68 

词汇 136 

国情学 68 

语音学 68 

阅读 68 

写作 68 

预科为期一年，在预科语言培训结束时，
您将会得到阿大的预科语言证书。您可持
此证明前往俄罗斯任意一所高校继续深造，
考入您所喜欢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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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保险费为2000卢布/半年， 4000 卢布/一年； 

报名费为4000卢布； 

落地签费用为500卢布； 

往返签证费用为2600卢布； 

住宿费为215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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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 

阿穆尔国立大学留学生公寓每间可住 2-3 人，每套房间配
备独立卫生间、公共厨房、客厅、台灯、网线接口、桌椅、
书架及单人床。公寓内设有商店、小食店、洗衣房。留学
生们可使用学校的图书馆、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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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附设银行、超市、医院、书店、邮局、照相馆等服
务设施，生活极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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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地址：阿穆尔国立大学、伊格纳季耶夫公路21、
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州、675027; 

 

国际处 : 电话/ 传真 +7(4162) 234-579; 

 

电子邮件: amursu.int.office@mail.ru; 

master@amursu.ru; 

 

网站：http://www.amurs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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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ursu.ru/ 

http://ppt.prtxt.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