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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是特别热门的专业目
前则变成迫切的。您将从我们
的简介中会了解对哪些专家
有需求，以及按专业就业期望
多少薪水。

俄罗斯自由职业者市场正在
蓬勃发展。在接下来的5年内，
会继续积极发展。研究表明，
对自由职业服务的主要领域
需求包括设计和多媒体、IT 和
金融。

鞑靼斯坦共和国拥有巨大科
学教育潜力，其知名度远远超
出了俄罗斯边界。来自120 多
个国家的约150、000 名学生
在44所大学学习。

本期杂志目录

 • 有关俄罗斯有趣的事实、评论
 • 招生录取活动消息
 • 俄罗斯大学新比赛预告
 • 学生和毕业生故事
 • 录取规则

订阅并熟知！

我们照片墙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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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6 152我们继续介绍留学生移民登
记的特点。喀山国立研究技术
大学和喀山国立建筑施工大
学的员工解释考入喀山大学
时怎么办理登记，而在不明的
情况下该怎么办。

说英语的学生学习俄语的速
度更快、学俄语效率更高并犯
错最少。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学
生来说，俄语比较难学。

在鞑靼斯坦领土上存在与俄
罗斯全境相同的规定。外国学
生自过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应办理登记。

朋友们！

我们的团队竭尽全力使这本杂有

趣而实用。我们可以一起使其更

好！ 若您想分享自己的经验、讲述

未来的计划或发表评论请给我

们发邮件

 kleshnina.es@hed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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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职业
入大学时选择学习方向，有人对职业兴趣或自
我寻找而指导。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想自我实
现，同时也赚钱。

今天，最近不是特别热门的专业变得迫切。 
尤其是 IT 技术和人力资源专家、招聘者、 
创意设计师、教练、分析师。

此外，雇主也等待医学和教育领域的毕业生， 
仍然需要工程师。此外，他们不仅提供办公室工
作，而是不同领域的自由职业者市场正在积极
发展。

您从我们的简介中会知道目前对哪些专家有
特殊需求，并按自己的专业就业时可期望多少
薪水。

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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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IT-技术
期望获得多少薪水？

新的应用、服务、程序——这一切现在都非常流行，
使 IT 行业在各种就业排行榜名列前茅。该领域包
括有关编程、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和快速信息传
输的领域。

如果您具有良好的分析和数学技能，您不仅准备学
编程语言，也会学技术英语——您很可能能够在该
领域取得成功。对资深 IT 专家的需求会一直提高，
而薪水随着增长。

应该从事什么专业？

 • 程序编制员
 • 体系结构师
 • 软件开发人员
 • C++专家
 • 网络安全专家
 • 网络工程师
 • 系统工程师
 • 系统管理员

按专业（中位数，卢布）

管理 145、000
开发 120、000
分析 100、000
设计 90、000
行政 87、000
营销 87、000
测试 85、000
人资 70、000
内容 70、000
销售 70、000
支持 55、000

按地区（中位数，卢布）

莫斯科 150、000
圣彼得堡 130、000
下诺夫哥罗德 10、8000
萨马拉  90、000
叶卡捷琳堡  90、000
伏尔加格勒 90、000
新西伯利亚 90、000
乌法 85、000
彼尔姆 80、000
喀山 80、000
克拉斯诺达尔 80、000
顿河畔罗斯托夫 76、000
鄂木斯克 70、000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68、000
车里雅宾斯克 66、000

罗博鲁卡 ·别尔加利叶瓦，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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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热门 IT 职业

系统或 IT 管理员

监控计算机设备和软件的连续运行，确保信息
安全。一般来说，如果在办公室出现电脑故障
或卡住——就找系统管理员。如果收到可疑电
子邮件或打开了不可信的网址，专家将会说明
危险并确定其源。

在办公室、图书馆、银行、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均需要 IT 专家——就在有几个人用电脑或笔
记本工作的地方。薪水取决于组织级别， 
平均为40、000—50、000 卢布。

数据库管理人员

开发技术要求、设计并随后负责数据库的有效
使用和支持。此外，管理员还管理用户账号并
防止未经授权访问信息。专家应具有良好的技
术英语水平。

所有大型组织中有数据库：从连锁店到银行和
政府机构。根据俄罗斯劳动部的数据，该专业
被列入50个最热门职业排行榜。 
平均工资为20、000—50、000卢布取决于组织
和工作量。

网站主持人和网站程序员

开发新网站的结构、逻辑并支持已有的大型个
体企业的网站。需要掌握程序设计语言和图像
编辑器。

有时需要整个开发团队来创建广泛的网站功
能，而小任务一般是单独处理的。支持现有网
站平均会获得30、000—40、000卢布，而创建
一个新网站，可获得至120,000卢布。

游戏开发员

开发视频游戏软件。专家特长列表比较大， 
即独立创建游戏的程序代码， 
参与其可视化和设计。

可在开发有名游戏的大公司工作，也可以自己
开发简单的游戏。一家公司的游戏开发人员的
平均工资为50、000卢布。管理定做项目，您可
以赚100、000—130、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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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测试人员

根据独立开发的算法搜索产品或程序运行中
可能出现的错误和故障。建立对测试对象使用
过程中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模型， 
以便开发人员纠正发现的错误。

您可在大型公司和银行的技术部门工作，及从
事项目工作的 IT 公司工作。IT 专家的薪水在很
大程度取决于他测试对象以及他在哪家公司
工作。平均测试人员会赚至少 
50、000—100、000 卢布。

架构师

设计软件架构，对软件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技
术接口做出基本决定。开发技术脚本，确定程
序组件交互的协议，将其分解为技术子系统。
一般而言，IT 架构师的特长非常特殊，只有信
息技术领域的专家才能理解的。

您可在从事开发和销售软件的大型 IT 公司工
作。软件架构师的平均收入为160、000— 
220、000卢布。

软件分析员

组织程序员的工作，使其更容易及更有效， 
负责选择开发方法，创建或选择框架，为未来
的软件产品准备文档并计划开发时间表。 
IT 分析员向客户代表公司程序员利益。

系统分析员非常说欢迎。大型公司和小型IT处
需要他 们来执行各种任务。平均工资为 
60、000—200,000 卢布 也取决于工作地点。

搜索引擎优化专家

在搜索引擎中推广网站。执行网站内外优化，
从而增加其在搜索引擎针对特定用户请求找
到的页面列表中的位置，增加来自搜索引擎的
点击次数，增加网站的盈利能力。

解决严重问题的私营公司和大型组织也需要优
化网站专家。您可获得35、000—65、000 卢布、
并且可完全远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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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医学

传统上，招生最热门的领域之一是医疗保健和医学
科学领域的专业。俄罗斯有大约70 所可获得所有现
代学习方向医学教育的大学——从全科医学到放射
学。您既可在专业医科大学，又在各种学习方向的
单独医学系学成医生。您需要顺利通过生物学和化
学考试以及必须提前在大学确定额外的入学考试
来入学。考虑到医学职业的前景，您需要记住学习
时间长。首先，在大学要6年读书，最后一年需通过
认可。这将给您毕业后立即就业的权利。

然后每5年确认一次认可。此外，以获得专业化， 
需完成临床或针对性的住院医师实习。教育时间取
决于学习方向。例如，您可在2年内成为儿科医生， 
在5年内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在研究生科，在3年全
日制或4年远程学习后获得学位。后续3年后可获得
博士学位。

有关人们身心健康的职业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有认真和细心的对待、理智和精确性的行动。

目前医学学习方向选择相当大。此外，专家们正在
谈论未来的几年新专业的出现。让我们来看看其中
的一些。

医学生。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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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热门医学学习方向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技术是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共生
体。生物医学科学家从事新药开发、细胞疗法培
养的干细胞并受损组织器官的修复、衰老过程和
细胞恶性变化研究。对疾病基础机理的更深入分
子了解，允许发展基因治疗和细胞工程。

生物工程、生物信息学、化学制药、分子细胞生物
学等专业系均提供专业培训。

可能的职位

 • 研究机构和中心的工艺工程师
 • 卫生防疫站的实验员
 • 进行研究的技术人员：
 – 生物技术
 – 药理学和药学
 – 环境保护
 – 医学诊断（生物化学、病毒学、微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 中学生物、化学、数学、生态学教师
 • 生态服务和组织专家

职业优势

 • 迫切性和通用性
 • 威望及赞扬
 • 对熟练专家较高的需求
 • 国外出差
 • 多种研究方向
 • 做出新发现的机会

工资水平

在该行业工作不到3年的生物工程师平均可赚到
30、000卢布。工资取决于工作地点：教师收入低
于研究室主任或研究中心主任的收入。 
随着经验的增加，工资也会提高。俄罗斯资深专
家平均可获得60、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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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牙科

最先进和高科技的医学领域之一。牙医职业覆盖
了相当广泛的业务：治疗、预防、手术、安装假牙、
咬合矫正等等。

牙医学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和药理学、
以及牙科法律的细节。

潜在的职位

 • 内科医生牙医
 • 矫形外科医师牙医
 • 正牙医生牙医
 • 牙周病医生牙医
 • 儿童牙医
 • 外科医生牙医
 • 颌面外科医生

工资水平

目前，大多数都是由执行各种操作专家的收入最
高。其中包括妇科医生、牙医、外科医生、耳鼻喉
科医生。跟前者比较，神经病学医生、心脏病学医
生、肺科医生等咨询专家处于较不利状态。美容
师、家庭医生、麻醉复苏师，即有双专业的医生可
享受加倍福利。可将商业与市政方向结合，随后
可以从国家诊所转到私人医院。所共知的事实，
医院的医生比诊所的医生收入更高。通常，他们
的收入中位数指接近私人医生的工资。俄罗斯牙
医平均工资为37、000—150、000 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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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营养学

这是代谢异常有各种急性和慢性病的患者及健
康人营养问题研究的医疗领域。营养学家的工作
多样化。工作包括制作日常饮食计划、计算卡路
里、脂肪含量等。在每种情况下，客户口粮都是非
常个别，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疾病，还取决于身
体活动的水平、患者生活的环境、生活方式和日
常生活、遗传倾向。

不仅患有慢性病或超重的人需要本专业医生的
服务。专业运动员也需要合理的口粮考虑到运动
量并身体的特征。

一个好的营养学家特点：高责任感、主动性、沟通
能力强、准确性、能够使患者有好感，为他们创造
一个可公开表达自己问题的心理舒适的环境。

工资水平

营养学家可在私人和公共诊所、多学科医院、 
防治所药房、疗养院、体育组织工作。一般来说，营
养学家的职业是相当热门。专家平均工资为 
18、000—90、000卢布 取决于经验和工作地点。

要成为营养学家，您需攻读内科医生专业。 
随后您可获得营养学家、内分泌学家或胃肠病学
家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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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其他不同专业医生的需求仍然很多。其中包括麻醉复苏师、肺
结核医师、麻醉师、精神病医生、急诊科医生和临床实验诊断及其它专
家。成为什么医生取决于您选择。

 各个学科的课程项目详细研究帮助您了解情况并选择专业学习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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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在线医生（远程医疗）

在线医生被认为医学界最有前途的职业之一。医生
通过视频通信诊断疾病并提供远程帮助，并用查验
机体传感器和应用，将患者数据提供给医生。预计，
通过新技术给诊所和医务人员减压，以及允许按时
给遥远的居民点提供帮助。

自2018年以来，俄罗斯已正式允许远程医疗。 
您可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上学习该专业。

组织工程师

组织工程正在积极地发展。很快就可以更换受损、
遗失或连出生时缺失的人体器官。

专家使用3D 技术创建适合移植的内脏、骨骼和结
缔组织。据推测，这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将使死亡率
降低35%。

专家的资格可以通过攻读 «生物技术系统和技术»
专业而获得。通过攻读«人工器官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可获得科学学位。

老人病科医生

帮助老年人针对与年龄相关的变化，使他们能够尽
可能长时间保持独立的生活方式。目前，预期寿命
正在增加，人口正在自然老龄化，因此老年病专业
变得相关且需求旺盛。

您可以在与社会工作和发展心理学相关的课程之
一的框架内接受教育。

IT遗传学家（遗传顾问）

在过去十年中，基因治疗变成医学快速发展的领域
之一，即以便对抗人疾病而改变基因器官。遗传顾
问基于您的去氧核醣核酸鉴定而挑选治疗和预防
制剂。以及挑选口粮、体育活动类型。专家也与已婚
夫妇合作，确定未出生婴儿可能的遗传性疾病， 
并指定额外的检查和疗程，以便尽量减少这些疾病
的传播风险。

未来有前途的医学专业

14hed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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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医疗小工具开发员

创建医生用来诊断和治疗患者的设备。诊断或治
疗小工具的开发员不仅应该了解项目的工程和软
件部分，也应了解医学以及设备对患者的健康的
影响。

要成为医疗小工具设备的开发人员，您要在大学攻
读«生物医学实践中工程作业»或«生物技术和医疗
仪器和系统»的专业。

医疗机器人设计工程师

该专业是医疗保健行业列入最有前途的前5个领域
排行榜。专家为医疗需求而创建并编程机器人，特
别是用于外科手术。他是一个从事机器工作的设计
工程师，也是一个编制机器人软件的程序员和一个
懂医学的专家。

攻读«医学控制论»或«生物技术和机器人系统»可
接受需要的教育。

机械假肢和种植体开发人

多亏最新技术，有各种病理和外伤患者的生活质量
显着改善。专家开发智能假体并制造不会被身体排
斥的人造器官。假体的动作尽可能接近自然， 
易于使用。

攻读«信息物理系统»、«生物技术系统和技术»学习
方向可掌握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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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自由职业

俄罗斯自由职业市场正在热传，并且在未来5年内
只会增长。根据PwC审计公司的数据，就收入而言
俄罗斯是拥有全球最大自由职业市场的十大经济
之一。研究表明，对 «自由工作人员»的主要需求仍
然是寻求降低成本并获得广泛鉴定的小型公司。

按PwC专家的意见，长期来看自由职业人服务重点
领域包括：设计和多媒体、IT、内容和翻译、金融、 
管理和人力资源。

PwC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自由职业人每月收入
< 30、000卢布。最有可能的是，这是因为该收入是
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

43 % 受访雇主愿意为自由职业者支付比雇员更
高的工资

54 % 受访雇主使用专门的平台招聘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服务的主要需求领域

设计和多媒体 63 %
信息技术和程序设计 60 %
内容和翻译 51 %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 43 %
销售和营销 23 %
客户支持 23 %
设计和生产 20 %
法律 20 %

自由职业形式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灵活时间表 79 %
远程工作 76 %
主要专职低薪 71 %
结合自由职业和主要工作的机会 68 %
无持续监控 52 %

俄罗斯自由职业者的平均收入（每月，卢布）

高达30、000 64 %
30、001—60、000 17 %
60、001—100、000 13 %
超过100、00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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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展望未来，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主预测*到2025年，所
有工作岗位的13、5% 将分配给新兴职业的人。研究
表明，今天38岁以下的孩子将更换大约15份工作，
他们一生中将接受大约10种不同的职业， 
其中8种还不存在。

游戏规则正在变，那些适应得更快的人，可指望在
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出现了新自我实现的机会，
人们对自己的职业和工作时间更加关注。反过来，
由于远程工作的优势，雇主开始“看向不同地区”，
地区正在形成一个薪酬期望较低的专家市场。

深思熟虑地选择您的职业。但不要只注重一个方
向。看更广阔一点，不要怕尝试！

Lifelong learning是一个长期趋势。不断的自我发
展会增加您找到一份薪水不错工作的机会。

* 国际经济论坛报告（2020 年秋季）

资料来源：
Forbes.ru、habr.com、childage.ru、atlas100.ru、SuperJob.ru

Superjob IT 招聘公司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
询问生活在俄罗斯的人在职业生涯初期会给
自己什么建议。

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回到职业生涯的起
点，14%人会建议自己多学习。每九个人(11%)
会建议自己更加果断，不要害怕任何事情， 
8% 俄罗斯人会建议自己改变活动领域，6%受
访者会表扬自己并建议继续。同样的数据(6%)
会说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3% 受访者会建
议自己做出平衡和慎重的决定。2%俄罗斯人在
职业生涯初期会给自己以下建议：独立积极，不
听任何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有耐心， 
争取更多。

三分之一受访者会建议自己注意身体健康，改
掉坏习惯，不要相信任何人，珍惜并照顾好您
所拥有的，不要放弃，相信自己，不要浪费时间， 
冷静点，不要犹豫，不要偷懒，做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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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职业选择模型

工作领域和类型 人 信息 金融 技术

管理（领导） 人力资源经理
行政人员

营销人员
调度员
统计员

经济学家
审核员
分析师

工艺师
航空调试员
工程师

服务（提供服务）
推销员
美发师
服务员

翻译人
导游
图书馆馆员

会计
收款员
收帐人

司机
钳工
广播电视师

教育（教育培训、人格形成）
老师
教育家
社会教师

老师
电视无线电广播节目
主持人

顾问
经济学教师

生产训练师

健康改善（治好疾病及其预防）
医生
护士
教练员

X光医生
计算机诊断医生

危机管理经理人
保险经办人

汽车服务中心人
理疗科医师

创造力（创作原创艺术作品）
导演
艺术家
音乐家

程序设计员
编辑
网站设计员

项目经理
制片人

构造师
设计师
艺术家

制造（产品制造） 生产训练师
校对员
新闻记者
印刷工人

经济学家
会计
收款员

机床工
器械操作工
开机器的人

设计（零件和物体的设计） 发型设计师
整形外科医生

制图员
程序设计员
网页主持人

计划工作者
项目经理

研发工程师
电视机修理工

研究（科学研究）
心理学家
调查人员
实验员

社会学家
数学家
分析师

审核员
经济学家
分析师

测试员（技术员）
计时员

防御（防止敌对行动）
警察
军人
律师

仲裁人
律师
专利专员

收帐人
保安员
保险经办人

消防队员
工兵
工程师

控制（检查和观察）
海关职员
检察官
考勤员

校对员
系统程序员

监察员
税警察

技术检查员
巡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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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职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加莉娜·列扎普基纳心理学家方法论

艺术 动物 植物 产品 制品 自然资源

导演
制片人
指挥者

犬学专家
畜牧工作者
基因技术员

农艺师
农场主
育种家

商品鉴定员
销售经理

销售经理
物流员
商品鉴定员

电力工程师
调查资料集员

容装科
服装管理员
理发师

畜牧家
养禽家
畜牧专家

蔬菜栽培者
田间操作者
园艺家

发货员
包装工人
卖主

推销员
包装工人
发货员

雇佣猎人
守林人
土壤改良工作者

编舞人员
音乐、绘画老师

训练动物者
犬学专家
骑手

生物老师
生态学家

生产训练师 生产训练师 生态学家教师

整形外科医生
美容师
修复家

兽医
繁殖场实验员
动物传心师

植物药疗专家
顺势医疗医生
草药学家

营养学家
美容师
卫生检查员

药剂师
矫形外科医师
假肢专家

矿泉治疗学家
流行病学家
实验员

画家
作家
作曲家

训练动物者
马戏团服务员

植物设计师
绿化工作者
植物区系学家

糖果商
厨师
烹调师

木雕师
彩画玻璃师
雕刻家

建筑师
养花师
布置师

珠宝匠
黑白绘画艺术家
陶瓷工

畜牧家
养禽家
养鱼家

蔬菜种植者
养花家
园艺家

计算器技术专家
厨师

女缝工
铁匠
细木工

矿工
石油工人
技术员

建筑师
设计者
导演

基因技术工程师
配方育种家

育种家
风景画家
花商

工艺工程师
厨师

时装设计师
裁剪工
制鞋工人

景观设计师
工程师

艺术学家
批评家
记者

动物传心师
鸟类学者
鱼类学家

生物学家
植物学家
微生物学家

实验员
品酒师
卫生检查员

人机工程学家
检查员 
实验员

生物学家
气象学家
农艺师
地质学家

动作指导
雇佣猎人
林业区主任
捕鱼监督检查员

生态学家
微生物学家
真菌学家

卫生检查员
实验员
微生物学家

看守人
监察员

资源保护
安全技术工程师

出版编辑
顾问

顾问
外形专家

育种家
农艺师
实验员

品酒师
实验员
卫生检查员

估价员
技术检查处检查员
验收员

放射学家
土壤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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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项目的大学HED地图
喀山联邦大学、
喀山 第 34页

石油高等学校——阿尔梅季耶
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第 40 页

鲍曼喀山国立兽
医学院 第 46页

喀山国立农业大
学、喀山 第 52页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
大学、喀山 第 58页

喀山国立文化学
院、喀山 第 64页

喀山国立医科大
学、喀山 第 70 页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
学、沃羅涅日 第 122页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
大学、卡拉恰耶夫斯克 第 128页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
学、坦波夫 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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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国立大学、伊
爾庫茨克 第 110 页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克拉
斯諾亞爾斯克 第 134页

太平洋国立大学、哈巴
羅夫斯克 第 146页

伊尔库茨克国立科研技术大
学、伊爾庫茨克 第 116页

喀山国立能源大
学、喀山 第 76页

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
技术大学、喀山 第 82页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
大学、喀山 第 88页

TISBI管理大学、
喀山 第 100 页

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
学、納貝列日涅·切爾尼 第 94页

HED地图

  中央联邦管区
  西北联邦管区
  南部联邦管区
  北高加索联邦管区
  乌拉尔联邦管区
  伏尔加联邦管区
  西伯利亚联邦管区
  远东联邦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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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
俄罗斯第三首都

鞑靼斯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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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鞑靼斯坦共和国具有巨大科学教育潜力， 
其知名度远远超出国家的边界。来自120 多个
国家的约150,000 名学生在44所大学读书。

hedclub.com



喀山
喀山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发达基础设施、学生生
活丰富多彩的多民族城市，是国内最受欢迎、 
最舒适的城市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位于伏尔加河左岸，离莫斯科800公里。俄罗斯人口
排名第8位。

1、143、546
人口

> 115
个民族

喀山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温暖，冬季寒冷。 
这里有俄罗斯四个标准的季节。

+20 °С
在七月

-10 °С
在一月

平均温度

气候城市介绍

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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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是俄罗斯最美丽、最有趣的地
方之一，这座城市拥有壮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这
里有超过115个民族，生活在友好和容忍的氛围中。
喀山的崇拜对象包括：清真寺、东正教教堂、其他基
督教派的教堂、犹太教堂、巴哈伊和克里希纳的礼
拜堂。

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可参观博物馆、剧院、音乐
厅、文化宫和图书馆。新的文化平台不断地形成， 
例如 «司令部»(Shtab)创意空间、«班» （Smena）当
代艺术中心、«角»（Ugol）创意实验室等。

喀山因国际论坛和节日闻名全国：以夏里亚
平（F. I. Shalyapin） 命名的歌剧、以努里耶夫
（ R. Nureyev）命名的古典芭蕾舞剧、穆斯林电影、
诺鲁孜节突厥民族节日。俄罗斯领先的剧院和世界
明星传统上将喀山列入他们的旅游行程，城市的博
物馆定期展出来自冬宫、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和俄罗
斯博物馆的展品。

2019年，喀山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乐方向创
意城市的网络。

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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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加布杜拉·图凯喀山国际机场位于城市南部26公
里，接来自俄罗斯和世界很多城市的直飞航班。与
阿什哈巴德、巴库、比什凯克、明斯克、努尔苏丹、塔
什干、第比利斯、布拉格、巴塞罗那、法兰克福、伊斯
坦布尔的固定航空交通。从莫斯科到喀山飞行1小
时30 分钟，票价从1、600卢布 起。

您可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或电气列车离开机场前
往市区。197巴士（喀山机场-东方汽车站）定期发车
的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 点。在«胜利大道地铁»
站需从巴士转乘地铁。

从飞机场到市中心最快的方式是乘坐电气列车。
每天数次前往«喀山客运»火车站。行程时间约半
小时。

喀山是作为大型铁路和交通枢纽。从城市的主要车
站——«喀山客运站»——火车开往莫斯科、萨马拉、
叶卡捷琳堡、新乌连戈伊、阿德勒、阿纳帕、圣彼得
堡、新罗西斯克、秋明。您也可前往塔什干和阿拉木
图。火车站离喀山克里姆林宫有5分钟步行距离。

每天有几列火车从莫斯科的喀山火车站开往鞑靼
斯坦首都。行时间为11至14小时。票价从1、200卢
布起。

您也可乘坐舒适的巴士从莫斯科前往喀山。特快列
车达喀山汽车站，位于瓦希托夫斯基区，离河港不
远。票价从1、400卢布起，行时间为14小时。

如何到达喀山

喀山客运站火车站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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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喀山公共交通有一条地铁线。其中包括11个地铁
站，也有多条公交线路、电车和无轨电车线路。

2021年以现金或信用卡付款方式，喀山地铁票价 
30卢布。通过交通卡付款-27卢布。

喀山被列入«Ultimate Sports Cities»国际评级的
全球排名前30个体育城市。这里建成了多数体育场
馆、室内冰场、游泳池、体育馆和运动场。 

运动

鞑靼斯坦首都地铁被认为俄罗斯最安全的地铁。 
所有车站都装上对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全面安检所
需的设备。除了通常的金属探测器框架外，站里还
有探测爆炸物和增加辐射源的设备。

交通

11
个地铁站“胜利大街”地铁站

《喀山竞技场》拥有45、000 个座位的足球场于
2019年更名为 Ak Bars Bank Arena，成为了城市的
装饰。这座体育场是俄罗斯第一个为举办  
2018年的世界冠军而建造的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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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城市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历史和现代。老城区位于
市中心的瓦希托夫斯基区。这里位于共和国的骄
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喀
山克里姆林宫，以及老鞑靼大村庄、鲍曼和克里姆
林宫的步行街、古老的清真寺和东正教教堂、剧院
和博物馆。

一座拥有高层建筑和购物娱乐中心的现代化城市
位于卡赞卡对岸。其以千禧桥和三座水坝与历史中
心相连。

 •  埃奇波奇马克——土豆肉馅包子
 •  卡济雷克——腊马肉香肠
 •  古巴季亚——多层咸甜多层大馅饼
 •  肉大馅饼——肉和洋葱油炸平小馅饼
 •  果子露——水果和蜂蜜制成的甜饮料
 •  沙琪玛——面团和蜂蜜制成的鞑靼甜点

传统菜

新旧喀山

 ▲喀山克里姆林宫的清真寺

千禧牵索桥是在喀山最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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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鲍曼街是喀山的中心，也是最古
老的街道之一，它始于克里姆林
宫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图凯广场。
大量的建筑和文化古迹集中在其
附近。在喀山汗国时期，在这里曾
有诺盖小道。

老鞑靼大村庄——喀山出色鲜明
的历史区，位于 下卡班湖和布拉
克运河之间，其中心为尤努索夫
广场。老鞑靼大村庄是一个了解
鞑靼斯坦文化并欣赏传统鞑靼建
筑的好地方。

卡赞是2013年开的婚礼宫。拥有
独特建筑风格，使人想起用于做
饭的传统铸造锅炉。民事登记处
以巨大锅形式，象征鞑靼斯坦人
民对家庭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
并团结了多国世界。

有趣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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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喀山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唯一保留的鞑靼堡垒。 
有清真寺、教堂和政府建筑的独特组合，体现了该
地区的多样性和文化遗产。在古老要塞境内有各种
景点：天使报喜大教堂、苏尤姆比克«坠落»塔、救世
主塔古塔及其他塔和大教堂。俄罗斯和欧洲最著名
的库尔谢里夫清真寺、历史和纪念建筑、 
博物馆和画廊，观景台。

济兰特——龙像是该城市的象征，安装在喀山要塞
白石墙前。

据传说，是成为纪念碑原型的神话生物，曾是卡赞
卡河附近的山居住者。

目前，在那里建造了圣母安息济兰特修道院。在建
造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被填满的地牢。

喀山克里姆林宫

自2000 年以来，喀山克里姆林宫已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您可通过救世塔和泰尼茨
卡娅塔进入。您无需支付在历史中心周围游览的费
用。但比较有趣的是订付费游览，让导游带您到各
种重点并讲有趣的事实。

克里姆林宫举办各种活动，如“博物馆之夜”大师
班、展览、音乐会、创意团体表演、表演、咖啡仪式。
您可在喀山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网站上了解即将举
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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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鞑靼斯坦是俄罗斯主要地区之一，在工业生产方面排名前五。
共和国的工业由石化综合体、大型机械制造企业以及先进的电
气和无线电仪器而决定。

这里集中了国家最大的制造企业，不仅占据了俄罗斯和世界化
学和石化市场的重要份额，还在其平台上创造了独特的技术。

除了首都的景点外，鞑靼斯坦领土还有许多受欢迎的旅游目的
地。

斯维亚日斯克岛是一个岛村，距喀山有30 公里。一小片区域内有
30个文化遗址，其中一些从伊凡四世时期保留。

博尔加市是一个10 世纪的古镇。老城遗址位于伏尔加河畔。参观
这个地方的所有景点：可汗的陵墓、白色清真寺、大型宣礼塔、陵
墓等等。

拉伊夫斯男士修道院——一日可参观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 
在湖边散步、去野餐或乘船游览。

共和国天蓝湖泊——适合自然美景爱好者。自然保护区环绕着绝
对干净、永不结冰的水。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城市忙乱， 
呼吸新鲜空气。

斯维亚日斯克大教堂

鞑靼斯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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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教育机会。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资料来源：喀山市政府官方网站

教育优势：

 • 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
 • 分配给教育系统的大量财政资源
 • 开发和实施独特教育项目的经验（例如“阿尔加利什”）
 • 公众对教育系统的高度信任 
 • 大型教育和研究中心的可用性 
 • 发达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教育体系 
 •教育机构高度计算机化和互联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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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azan_federal_university
 instagram.com/kazanfederaluniversity
 facebook.com/KazanUniversity

喀山国立大学
17
所学院

22
家科学学校

7、500
在大学城内7、500
个舒适的住所

16、000
宿舍里的16、000

位便利空间

2
个系

415
个培训实验室

50、000
名学生

>10、000
来自世界101个国
家的10、000名外

国学生

1
所高等学校

>150
所国际型科学
教育中心和实

验室

培训先进科学家、各级管理人员、大型公司

和工业企业、银行和咨询组织、风险投资公

司和小型企业的高级专家。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学费
1、700—5、000 USD

372世界上
8在俄罗斯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教育
太空科学

优质教育 和平、正义和有效
的机构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关于大学 世大运选手村

90 世界上
131世界上

36世界上
75世界上 97世界上

1在俄罗斯
2在俄罗斯

51-100 世界上
347

3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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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第一所大学

 • 按经济效率水平
 • 按校园的质量
 • 按学生中俄罗斯杰出政治家、 
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人数
 • 按区域位置可达性

俄罗斯大学。喀山联邦大学

外国学生预科系

 • 学习俄语的特别计划
 • 个人培训实习
 • 交流项目
 • 俄语和文化暑期和冬季学校

说“是”4个原因

 • 高水平教学
 • 各种培训
 • 舒适的住宿
 • 安全

  +7 843 292-26-23
  preparatory@kpfu.ru

领先科学专业

 • 代数
 • 天文学
 • 地质学
 • 语言学
 • 微生物学
 • 浓缩介质共振特性
 • 化学

学生科技小组

 • 99个科学团：社会人文、工程技术、自然科学
 • 2、000 名俄罗斯和外国学生
 • 主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高级讲师、研究生

喀山联邦大学PRO科学

一个科普项目提供了独特一晚成为学生， 
并了解科学界最新成就的机会。

来自俄罗斯各地主要研究人员的科普讲座、教育互
动、游艺娱乐活动、互动培训并与同道者认识。

 vk.com/nightofsciencekfu

申请上学
abiturient.kpfu.ru

电子申请填写说明 新生指南

招外国留学生部

    +7 843 233-70-27
    +7 960 049-18-76(WhatsApp，Telegram)
    admission@kpfu.ru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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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联邦大学

国际合作

 • 学术交流项目
 • 双学位学习项目
 • 国际资助计划
 • 外国教师和研究人员邀请

阿尔加利什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授予资助 -在俄罗
斯和外国教育和科学机构的公民培训、 
进修和实习。

> 600
个培训项目

7
项已通国际认 
证的学习计划

13
英语课程

基础设施

 • 喀山和世大运选手村的10 栋宿舍：健身房和游乐
场、阅读室和大礼堂
 • 罗巴切夫斯基科学图书馆
 • «喀山联邦大学技术园»创新技术中心
 • 模拟医学中心
 • 喀山大学历史博物馆、罗巴切夫斯基博物馆、喀
山化学学院博物馆、扎沃伊斯基博物馆实验室、
斯图肯贝格地质博物馆、埃弗斯曼动物博物馆和
植物标本馆、民族志博物馆、考古博物
 • 大学诊所
 • «境界健康和运动营»、«量子» 常设专业营

世大运选手村

 • 俄罗斯最大校园，来自世界100 多个国家的学生
居住
 • 舒适住宅：2-3-4床房
 • 健康区：各种运动场
 • 安全保障：通行证系统
 • 良好居住条件、房间内和区内清洁舒适
 • 住宿和活动价格低廉

喀山联邦大学毕业生和伊尔沙特·加富罗夫校长喀山联邦大学现场的喀山模拟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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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联邦大学

喀山联邦大学著名毕业生中有杰出的科学家、
作家、政治家、商人、运动员

喀山联邦大学母校校友社区是一 
个团结校友经验和大学资源的专业社区

实践与就业部

主任
安东诺娃·玛格丽塔·亚历山德罗夫娜
 +7 843 233-75-40
 job@kpfu.ru
 vk.com/ork_kpfu

喀山联邦大学有自己的择业指导以及与雇主
协同的中心

临时就业组织中心

刚毕业后提供职业生涯的机会。放置当前职位
空缺、实习、与领先的俄罗斯和世界公司开展
职业活动。

 vk.com/czskfu

合作公司

 • 给喀山联邦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组织实践和实习，
并有后续就业的机会
 • 参与课程开发、讲课和科学研究
 • 参加«未来是您的»最大大学招聘会、 
系职业日和其他有趣的活动
 • 在山联邦大学举办大师班、培训、研讨会、 
商业游戏、讲座
 • 投资科学研究，设立学生奖学金计划， 
使加强他们的品牌并提高公司知名度

关键合作伙伴

 • Ak Bars 银行、阿尔法银行、普华永道、三星、思科
 • 诺华、辉瑞、拜耳制药公司
 • Fox Chase 癌症中心
 • 斯伦贝谢是石油加工的世界领先者
 • Albis Technologies 是领先的塑料制造商之一
 • 罗德与施瓦茨-欧洲最大无线电测量设备制造商

«喀山联邦大学最佳毕业生»项目

将喀山联邦大学毕业生推荐给潜在的雇主， 
提供有关最佳毕业生及其成就的信息。

工作和生涯 实践与就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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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联邦大学

外国人适应部

外国学生社会日常生活、 
信息和社会文化支持。
主任
茨维特科夫·谢尔盖·阿纳托利耶维奇
 +7843590-17-54
 ois@kpfu.ru
 世大运选手村9号楼

护照签证部

 • 移民登记
 • 护照签证服务
 • 办理喀山联邦大学上学邀请

副主任 
赛富迪诺夫·拉米尔·奈列维奇
 +7843590-22-67
 RNSayfutdinov@kpfu.ru
 世大运选手村7号楼

学生生活

 • 学生俱乐部
 • 喀山联邦大学国际友谊俱乐部
 • 世大运选手村学生会
 • UNIVER 喀山联邦大学媒体中心
 • 讨论俱乐部
 • 大脑俱乐部
 • “Alter Ego”和“7个罗经向位”旅游俱乐部， 
洞穴学俱乐部
 • 智力比赛学校
 • «政治煎锅»俱乐部
 • 商业案例俱乐部
 • 喀山联邦大学学生志愿者中心——好人行星
 • 学生法律中心
 • 爱国教育中心
 • 雪地支队搜索队
 • 学生团体总部
 • «UNICS»喀山联邦大学体育文化中心、 
“莫斯科”和“布斯坦”体育中心

«2021全俄学生马拉松 »青年节 喀山联邦大学国际俱乐部

喀山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国留学生协会新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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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联邦大学

劳夫·萨比罗夫，斯里兰卡

喀山似乎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这里的生活
生气勃勃，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苦恼，但这是虚
假的看法，这里很舒服，就像在家里一样。

搬到喀山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我
喜欢城市的建筑，非常特殊的建筑物。到处有以
自己丰富历史而出色的建筑物。我有一整套喀
山景点的照片。我最喜欢老喀山的街道—— 
克里姆林宫、普希金以及老鞑靼大村庄。我喜欢
城市结合了现代和古老建筑。

街上的人们都很开朗，他们可直接过来和您谈
话——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也喜欢鞑靼民族美
食，尤其是糕点，即是沙琪玛、古巴季亚、 
埃奇波奇马克。

埃尔米拉·马苏德，哈萨克斯坦。历史系学生

在喀山联邦大学读书期间，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专业技能，而且还接受了真正的大学
的教育。这里提供了学习以及在外国学生学生会，喀山外国学生协会的社会工作重合的机会。 
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思想，本来我就有领导素质并在组织各种活动的有益经验， 
以及提供了认识来自各种国家的忠实的朋友的机会。

李艳霞，中国

我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流学院学习对外俄语。
我来到俄罗斯留学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一直有
好友关系。与西方相比，在俄罗斯学费比较低。

我很喜欢喀山。它作为俄罗斯第三大城市， 
以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和大学而闻名。

我选择喀山联邦大学是因为它非常有名，在中
国很多老师也推荐给我的。他们总提到喀山联
邦大学及其科学学习方向。

我不认为俄语特别难，但它确实需要认真学习。

将来，我回到我国参加公务员考试或如果有机
会的话，留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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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agni_asoi
  instagram.com/agni_asoi
  facebook.com/almetgosneft

石油高等学校——
阿尔梅季耶夫斯
克国立石油学院

3
个系

5
项硕士学习计划

> 80
家合作的公司

13
学系

1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 1、700
名学生

9
项学士学习计划

10
家科学学校

6 %
名外国学生

鞑靼斯坦东南部唯一多学科技术大学， 
为鞑靼斯坦共和国和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培
养专家。

成立于1956年。

个系

 • 油气
 • 能源机械
 • 经济和人文学科

 阿尔梅季耶夫斯
克市阿尔梅季耶夫
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关于阿尔梅季
耶夫斯克国立石油
学院的视频

实验室虚拟参观

学费

本科133、890—189、330卢布
硕士143、010—201、570卢布
研究生177、450卢布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阿尔梅季耶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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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过滤研究实验室

 • 过滤研究
 • 热物理研究
 • 影像学检查
 • 压裂液和酸成分

科学设备集体使用中心

 • 工程地质
 • 工程大地测量学
 • 油田开发控制
 • 电力工程
 • 石油实验室研究
 • 油气开采自动化

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两次被评为鞑靼斯坦共和国最佳学生科学组织

  vk.com/snto_agni
  instagram.com/snto_agni

招生委员会

  +7 855 331-00-21
  abiturient@agni-rt.ru

教育水平 本科 硕士

接收文件
按国家统一考试结果 6月20日-7月29日(预算名额)

8月18日(付费名额)
按内部入学考试结果 6月20日-7月11日 8月2日

入学考试

7月12-29日 8月3-16日

2021年招生活动

招生须知.pdf 移民和签证

准备出发的清单

新生的小贴士

AGNIBOT——适用于外国招生的Telegram-
bot。有助于获取有关学习方向、入学考试、 
奖学金计划的信息，并了解学习费用， 
以及获得常见问题的答案。

  t.me/okayAGNI_bot

科技研究中心

国际学生信息

1. 去俄罗斯之前，您需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服务门
户«抵达俄罗斯联邦人的登记»的栏目填写表格

2. 从到俄罗斯之日起3天内，必须通过 COVID-19核
酸检测，并将结果发布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政府服
务门户网站上

3. 此后必须自我隔离十四天在图卡亚街，41a楼

4. 入境后10-12天，须重新通过COVID-19核酸检测

5. 如抵达后14天内健康状况恶化，请立即就医， 
无需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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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专业方向

 •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 电力工程和电工技术
 • 热力工程和热工技术
 • 机器制造生产工艺设计保证
 • 技术机器和设备
 • 工艺流程和生产自动化
 • 经济
 • 管理
 • 地质学、勘探和矿产开采

根据共和国最大企业的请求，大学在硕士课程范围
内开设了新的独特专业：
 • “碳氢化合物矿床开发的建模和管理”
 • “水力压裂”
 • “人力资源分析”
 • “油气创新矿产利用”

奖学金

 • TATNEFT公司奖学金计划 
 • 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科学院、阿尔梅季耶夫斯
克市区长、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学术
委员会的特别奖学金
 • 惠普和横河电机的奖学金

国际部

主任
舒梅托娃·阿莱娜·亚历山德罗夫娜
  +7855331-00-84
  id@agni-rt.ru

UNILAB国际项目 

从大学到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进步。
 • 提高毕业生的技能水平，确保从大学到企业的有
效转换
 • 扩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得必要能力和工作经验
的机会
 • 开发一种有效的模式来促进大学毕业生的招聘 

合作伙伴：   俄罗斯、  白俄罗斯、 
   阿塞拜疆、  西班牙、  奥地利、 
 法国的大学。

组织发展副校长
伊迪亚图利娜·恩泽·达库阿诺夫娜
  ienze@mail.ru

阿尔梅季耶夫斯克

 • 鞑靼斯坦第四大城市
 • 俄罗斯独有自行车交通基础设施、 
汽车站、火车站
 • 许多景点：清真寺和教堂、博物馆、剧院、文化宫、
纪念碑、广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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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国外合作伙伴

 比利时   伊朗   哈萨克斯坦   吉尔
吉斯斯坦   巴拿马   斯洛伐克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芬兰
职业指导和发展中心

 • 企业的工业和毕业前实习
 • 职业日、招聘会——演讲、与雇主谈话

鞑靼斯坦、周边地区和东西伯利亚的100 多家企业
的代表参加毕业生的分配。

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的毕业生中有大
型石油公司的领导、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有
功劳工人、共和国的有功劳石油工作者、生态与生
命安全学院、矿业科学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成
员，科学博士，各种国家奖项的获得者。

负责人
什维佐娃·埃琳娜·维克托罗夫娜
  +7855331-00-52
  cpirk.agni@mail.ru

就业

每年有65-75 % 的毕业生将自己的工作联系于
鞑靼斯坦企业：Tatneft 公司、Gazprom transgaz 
Kazan、ALNAS 工厂、服务公司。

15-20 %的毕业生在鞑靼斯坦外的俄罗斯超过
25 个主体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工作。

10 %的毕业生继续攻读硕士和研究生。

许多毕业生在其他国家工作。

参观“Nurlatneft”油气开采管理局的设施

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在对毕业生需
求方面，全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之一

主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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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SPE（石油工程师协会）组

世界石油工程师组织“石油工程师协会”的学生组
 • 积极参与国际教育项目 
 • 参加马来西亚、迪拜、卡塔尔、中国、阿联酋、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国际论坛
 • 石油工程师协会“金标准奖”，«杰出学生分会总
统奖» （«Presidenti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udent Chapter»）石油工程师协会石油天然气
工业工程师国际会最高奖

  vk.com/club_asoi_spe

学生生活

 • “混合”青年国际学生俱乐部
 • “三脚架”媒体中心
 • 志愿者中心
 • 体育中心：两个配备现代健身器材和训练设备的
健身房
 • 休闲娱乐中心：20 个运动小组、 
舞蹈和戏剧俱乐部和工作室

石油工程师协会学生组

“向量”适应训练

民族友谊节

国际学生日

校园

 • 2间宿舍，可容纳712个人
 • 学生双人间配备了舒适住宿所需的一切
 • 现代家具、空调、课程准备区
 • 宽敞的厨房配备微波炉、水壶和多功能炊具
 • 独立淋浴间、洗衣房、小卖部

 阿尔梅季耶夫
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校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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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学院

蒂姆巴耶夫·苏丹贝克·库尔曼别科维奇、 
吉尔吉斯斯坦

我父亲告诉我关于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
油学院的信息。我没有打算去别的国家，但我
的父母希望我去俄罗斯学习。听了他们的意见
后，我决定将申请文件发送给阿尔梅季耶夫斯
克国立石油学院。我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
成为公费生。

我真的很喜欢城市和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
石油学院 宿舍。我在阿尔梅季耶夫斯克感到
安全！

库利耶夫·朱马纳扎尔·卡德尔古列维奇、 
吉尔吉斯斯坦

我也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我在俄罗斯所有城市中
选择了阿尔梅季耶夫斯克。老实说，我的选择很
明显，因为我的朋友在阿尔梅季耶夫斯克读书。
他们对这座城市和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国立石油
学院做好评。当地居民很开朗。此外，该地区的
位置对于喜欢旅游的人来说非常方便——这里
是俄罗斯的中心。

加比托夫·卡米尔·马拉托维奇、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有鞑靼人移民社群。就是他们告诉我
关于这所学院。不过还在中学时，我决定去俄
罗斯学习。

在校园里，经常举行各种节日和比赛——竭尽
全力让我们认识新朋友并了解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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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savm_official
  instagram.com/kgavm_baumana

鲍曼喀山国
立兽医学院

3
个系

1
项专家学习计划

>2、000
名学生、包括
>160名外国人

>100
名教职员工， 
其中90%拥有科

学学位

19
学系

2
项硕士学习计划

3
项学士学习计划

2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俄罗斯最古老的兽医大学。培训兽医、 
兽医和卫生专家、动物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 
精通专业、了解相关活动领域、准备不断的专业成
长、社会职业活跃性的专业。

成立于1873年。

欧洲兽医教育机构协会附属会员(EAEVE).

每年学费

学士和专家学位
77、500—155、000卢布(全日制教育)

28、000卢布(函授)

 关于鲍曼喀山国
立兽医学院的视频

 职业——兽医

个系

 • 兽医医学
 • 生物技术和标准化
 • 额外专业和函授教育

第七名
俄罗斯兽医大学
根据“俄罗斯教育”信息教育门户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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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

科学

解剖学家、病理学家、治疗师、外科医生、产科医生、
生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牲畜专家、动物卫生学家、
微生物学家的科学学校
> 400本兽医学和畜牧学主要学科的教科书、学术论
文和教材（其中一些已翻译成其他国家语言）
> 正在投入生产30种药物、诊断液和创新技术

培训方向和专业
 • 兽医学（蜜蜂生物学与病理学、小动物生物学与
病理学、兽医药学、食品原料和食品质量安全、 
动养狗学、幼畜疾病）
 • 兽医和卫生检查
 • 畜牧学
 • 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

学生研究动物的解剖结构

小动物外科、产科和病理学系的实习课

招生委员会

  +7 843 273-96-46、+7 843 273-96-27
  priemksavm@mail.ru
  vk.com/kgavm_official
    420029, 喀山, 西伯利亚大道,35

教育水平 接收文件 入学考试

学士和专家学位 6月18日一7月17日 7月19一29日

硕士 6月18日一7月20日

2021年招生活动

入学所需文件

 • 申请书
 • 入学同意
 • 个人数据处理同意
 • 身份证件以及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的公民
身份证
 • 在国外接受教育文件的副本（如有必要， 
附有经过认证的俄语翻译）
 •照片

招生个人账户

入学考试

生物学：7月19日
俄语：7月20日
数学：7月21日

在学院教育门户以书面测试形式远程进行入
学考试。

提交必要的文件后，将发送参加入学考试学院
教育门户获得访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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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

喀山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的毕业生

基里尔·托多罗斯基是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年度外国学生”提
名中获得共和党奖 

大学预科培训中心学生（斯里兰卡、埃及、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喀麦隆），2019-2020学年

外国公民大学预科培训中心

科目： 俄语、数学、生物、化学

持续时间 ： 九月-七月

学费：78、000卢布

成功完成课程后，将颁发证书。

  +7 843 273-97-84
  interdep-kgavm@mail.ru

学院的毕业生中有杰出的科学家、院士、国家
奖项获得者、部长、人民代表、市级地区领导人、 
俄罗斯主体的兽医勤务领导。

著名毕业生

乔治·斯克里亚宾——苏联微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
家，苏联科学院和荔枝获荔枝获列宁勋章之全苏列
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约瑟夫·布托雷——布隆迪共和国副总统

凯鲁拉·阿卜杜林——苏联微生物学家和动物流行
病学家，喀山兽医微生物学学院创始人，兽医学博
士，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功勋科学家

安德烈·学生索夫——兽医、兽医产科领域的苏联科
学家，荔枝获荔枝获列宁勋章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
院通讯成员

米哈伊尔·图什诺夫——俄罗斯微生物学家和病理
生理学家，荔枝获列宁勋章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
院士

瓦西里·莫辛——腹部外科医生、兽医科学博士、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功勋科学家

尼古拉·巴拉基列夫——苏俄科学家、 
毛皮兽养殖业领域的专家和俄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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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

在喀山第3号面包工厂股份公司毕业前实习

在医疗咨询中心的条件下进行狗的超声诊断

国际合作

  保加利亚
  布隆迪
  丹麦

  德国
  以色列
  火鸡

 • 在欧洲一流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实习
 • APOLLO e.V. 项目下的德国农场农业实习
 • 参加俄罗斯、独联体等国家的国际大会和会议

学生临时和永久就业促进中心

 • 兽医深造培训
 • 专业企业学生实习
 • 招聘会和与未来雇主的会议

主任 
凯鲁林·达米尔·达尼亚洛维奇
  +7 843 273-97-74
  centr.ksavm@yandex.ru

生产与毕业前实习

合作公司：“Agrosila Group” 、Ak Bars Agro”
控股公司“、“Aksu Agro” 、“Bitaman ”
、“UK KV Agro” 、“Chelny Broiler”
、“Biryuli” 、“Plemreproduktor”、 “Niva”
、“Kamsko-Ustinsky"农业生产合作社、"Idel"、"AF 
Druzhba"、Laishevsky PF"Yaratel"、"Sviyaga"有限
公司、"Tukash"、"Tatmit Agro"、"Abdrakhmanov"
农民畜牧场、"Nowruz"、"Asyan"、“Shaybulaksky"
育种场、“Semenovsky”养殖场、“Agro Invest”等。

学生也在医疗咨询中心实习。

医疗咨询中心

 • 帮助生病的动物
 • 学生实习：动物临床检查、各种生物材料的采集
和研究、最新设备（超声波、X 光）的诊断、 
门诊病历的准备和维护、手术治疗

在实习期间获得的知识用于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的撰写。

  +7 843 273-97-24
  LKCKgavm@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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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生委员会

 • “人民友谊”节：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展示他们
的才华、文化、传统和美食
 • 土库曼斯坦国旗日
 • 胜利日
 • 学院“萨班推”
弗里森·达里亚·安德烈耶夫娜

 +7 953 498-19-90

学生生活

 • “Sagadat”声乐合奏团——许多城市和共和党
比赛的获胜者和奖金获得者
 • “VetaStudioDance”编舞组：古典、现代、 
嘻哈、现代、民间舞蹈。2013年喀山世界大运会
开幕式参与者 
 • 古典剧院、“皮肤上的霜”游艺节目演小型学生
剧院、智力比赛
 • 志愿队
 • 学生新闻中心
 • 12个运动小组
 • “Irbis”旅游俱乐部——“最佳公共组织”提名中
鞑靼斯坦共和国年度学生奖两次共和党奖得主

基础设施

 • 4栋宿舍
 • 配备技术教具、劳动保护、供水、机器挤奶、 
电气设备、饲料制备、物理治疗、骨科、放射学、 
电子显微镜、计算机的专业室和实验室
 • 教学和教育质量部
 • 治疗咨询中心
 • 饲料添加剂生产车间
 • 病理学、解剖学、寄生虫学、产科、动物学、 
药理学博物馆

阿丽娜·普罗沃洛娃本学院学生，腰带式摔跤两届世界冠军

人民友谊节

在乌拉尔山区行山“Irbis”旅游俱乐部

国际学生QUIZ

俄罗斯大学。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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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伊希·伊斯拉特，孟加拉国。大学预科培训中
心学生

本来我的梦想是上可学习宇宙航行学的大学。
我的灵感来自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和第一
位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

我想在俄罗斯学习，但首先我需要学俄语。坦白
说，这很难。俄语是一种复杂的语言。但只要身
边有好老师和好朋友，那力所能及。

我很长时间寻找一个学习俄语的地方。比较了
条件和价格。我选择了喀山和这所学院。我从不
后悔选择了这个培训中心。完成培训后，我将上
莫斯科的一所大学。

阿明·乌玛鲁·贝基，乍得共和国。鲍曼喀山国立
兽医学院毕业生

我真的很喜欢在本学院学习，因为是俄罗斯最
古老而最好的大学之一。高级教师在这里工作。

毕业后，我回国了。我在主要兽医实验室疫苗生
产部工作。然后转到了别的部门，即寄生虫学部
门。我真的很喜欢工作，所以我决定读研究生。
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喀山兽医学院学习是多么有
趣，所以我决定在这里继续学习。我推荐我所有
的朋友和同胞来这里上学。

如果您正在考虑上不上本学院，那就上吧。您
不会后悔的！

马季阿斯·奥乌延多，贝宁共和国。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毕业生

向大家从非洲的问好！我是贝宁生物技术与管理大学的教师。此外，我还从事饲养兔子和蜗牛的工
作。2018年，我从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研究生毕业了，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兽医学专
业“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副博士学位。有经验的开朗和优秀的员工工作在本学院。他们一直帮助和
支持学生。

我建议所有招生选择喀山兽医学院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俄罗斯大学。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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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club469531
  instagram.com/kazangau

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30

项学士学习计划

9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2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1
项专家学习计划

22
个科学方向

> 5、000
名学生、包括
120名外国人

16
项硕士学习计划

8
家科学学校

喀山国立农业大学是一所拥有丰富传统和文化遗
产的大学。在农业、林业、生态、土地整理和农业工
程领域培养资深专家。分享和扩大独特知识以及使
学生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大学。

成立于1922年。

俄罗斯农业大学第

31名

所学院

 • 林业和生态
 • 经济
 • 农业生物技术和土地利用

个系

 • 林业和生态

每年学费

独联体国家
学士和专家学位89、000—105、500卢布

硕士97、000—124、000卢布
研究生166、790卢布

其他国家
学士和专家学位130、590—150、100卢布

硕士140、260—159、820卢布
研究生174、140卢布

 关于喀山国立农
业大学的视频 

 喀山国立农业
大学介绍

 开放日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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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接待外国公民

学习优点

 • 现代技术和创新设备
 • 实习占教育过程的70%
 • 可视工作结果

学生科学研究活动

 • 约30个科学小组
 • 26个发展领域
 • 学生科学会议、青年资助和奖励竞赛、科学工作
和青年项目竞赛、奥林匹克竞赛、论坛、 
“农民初学者”国际商业游戏

国际部

加齐祖林·帖木儿·奈列维奇
  +7 843 567-46-13
  interdep@kazgau.com
  international.kazgau.ru

外国公民入大学的准备

专业：
 • 技术：俄语、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
 • 生物医学：俄语、数学、生物、化学
 • 经济：俄语、数学、历史、社会理论

法萨霍娃·古泽尔·拉夫卡蒂耶芙娜
  +7 843 567-46-30
  job-kazgau@mail.ru

实验室

训练方向

本
科

硕
士

研
究
生

生态与自然管理 ✔

科技圈安全 ✔

土地整理和调查资料集 ✔ ✔

运输和技术机器和综合设施的运营 ✔

质量控制 ✔

林业 ✔ ✔

农业化学和农业土壤学 ✔ ✔

农艺学 ✔ ✔

园艺学 ✔

农业工程学 ✔ ✔

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 ✔

园林化建筑 ✔ ✔

经济学 ✔ ✔ ✔

管理学 ✔ ✔

国家和市政管理 ✔ ✔

专业培训（按行业） ✔

生物科学 ✔

农业 ✔

林业 ✔

农林渔业技术、机械化工具和动力设备 ✔

地面工艺运输设备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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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国际合作

 白俄罗斯   巴西   匈牙利   德国 
 哈萨克斯坦   中国   古巴   荷兰 
 波兰   斯洛文尼亚   美国   火鸡 

 乌兹别克斯坦

 • 学术交流
 • 农业实习：APOLLO、LOGO、PRAXX

国际MBA-农业综合企业项目

 • 2年内7个英语和俄语模块
 • 国际教师和专家团队的互动课程 
 • 领先行业专家的培训、圆桌会议、大师班、 
研讨会和案例研究
 • 使用远程技术的独立工作 
 • 教师和专家个人咨询 
 • 在欧洲公司实习 （  荷兰、  德国、 

 比利时）
 • 商务英语和计算机技术

大学预科教育和毕业生就业中心

 • 在就业问题上与大型农业公司合作（工业和
毕业前实习、招聘会、大师班、出外课程、 
游览）
 • 为学生和毕业生提供方法、心理和组织支持
 • 在大学官方网站上提供最新的迫切就业信息

  +7 843 236-66-71, 567-46-30
  trud@kazgau.com

有关就业问题与鞑靼斯坦共和国
农业与粮食部密切合作

学生小队

超过20%的全日制学生在学生团队中通过实习
 • 11个小队
 • > 1、500 名学生 
 • 薪水12、225卢布
 • 活动领域：机械化、公用事业和绿化、 
植物种植、机械工程、植物保护、志愿服务

“保护”学生劳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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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未来的职业

 • 数字化经济： 大型企业现代化管理之路
 • 生物技术： 农业新科学发现
 • 自动化和机器人化： 成为未来具有热门职业的
工程师

著名的毕业生

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

米蒂默·沙米耶夫——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马拉特·扎巴罗夫——鞑靼斯坦共和国副总理， 
鞑靼斯坦共和国农业和食品部长

伊尔吉扎尔·扎里波夫——鞑靼斯坦共和国林业部
第一副部长

马拉特·扎里波夫——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领导下
的国家住房基金会执行主任

乔达·法伊兹拉赫曼诺夫——经济学博士，教授， 
俄罗斯联邦和鞑靼斯坦共和国功勋科学工作者， 
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正式成员，高等学校国际科
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高等职业教育荣誉工作人员

大学保证毕业生100%就业和高工资 农业领域的组织和公司非常重视毕业于喀山国
立农业大学的年轻专家的专业能力。

 • 罗塞尔马什
 • 八月公司
 • 生物创新
 • Krasny Vostok Agro
 • Agrosila 控股公司
 • Promintel-Agro
 • TatNIISH-RAAS
 • Ak Bars Agro
 • 卡玛兹
 • “五月”温室综合体
 • EkoNiva-APK 控股

大公司空额

伙伴

教学实验中心

在景观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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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学生生活 宿舍

学生组织

 • 剧院
 • 1A 和1B宿舍会议
 • “ 在一起”俱乐部
 • 安全勤务
 • “火花”志愿者运动
 • “LOOK”媒体中心

基础设施

 • 现代舒适的宿舍、食堂、自助餐、咖啡馆
 • 科学图书馆
 • 教学生产中心
 • 教学示范中心
 • 历史博物馆
 • 景观设计中心
 • 农业生态研究中心
 • 地籍和土地管理中心
 • 动植物生物技术与分子遗传学科学研究研究室
 • 果树学园
 • 小型创新企业：Agrobiotechnopark、 
SPC“资源” 、Intekhagro

宿舍

 • 舒适的生活条件
 • 配备电脑的自修室
 • 舞蹈和健身房
 • 专业保安服务确保安全

在景观设计中心

外国留学生

“Turgai”学生民族剧院

对外俄语奥林匹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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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广告

泽夫迪·阿比盖尔·恩达卡切夫，埃塞俄比亚

我的大学是我长大的地方。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不仅是我受教育的大学，也是我的第二个家。在
这里，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教授和同学。

我感谢大学提供良好的教养和优秀的教育。 
在这里，我意识到我是谁。

我喜欢我大学的一切，包括其丰富的历史。 
我很自豪我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

我很高兴我选择了喀山国立农业大学。

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索马里

我在喀山国立农业大学的几乎一年读硕士。 
培训方向为农业机械化技术和工具

老师们都很开朗，教育质量很高。在大学我最
喜欢的是实践培训。硕士毕业后，打算攻读研
究生。

纳西罗夫·伊努尔，哈萨克斯坦

我真的很喜欢喀山 一座友好、安全且充满文化
活动的城市。我们在喀山国立农业大学获得的
知识非常现代，并与实际经验有关。我住的宿舍
很舒服，可用无线网，做运动。每个教育大楼都
有咖啡馆，价格非常实惠。

我对我的选择很满意。与喀山国立农业大学一
起力争上游非常愉快！

马克图莫夫·凯姆兰，土库曼斯坦

我喜欢老师尊重学生，并尽管我们的俄语有问
题， 试图帮助。我们得到的知识都是最新的， 
并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我相信获得喀山国立
农业大学的文凭后，我会很容易找到工作并我
的事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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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suae
  instagram.com/kazgasu
  twitter.com/kgasu
  facebook.com/kazgasu

喀山国立建
筑工程大学

19
项学士学习计划

5
所学院

5、550
名学生

255
名外国学生

15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1
项专家学习计划

50
名科学博 
士和教授

2
个博士项目

20
项硕士学习计划

250
名副博士 
和副教授

1
论文委员会

具有强大创造潜力的现代化教育、科学创新中心培
训鞑靼斯坦共和国和伏尔加河地区建筑施工、 
住房公用和道路运输领域的熟练专家。

成立于1930年。

大学只培训专业领域的专家。

每年学费

全日制教育
本科——130、000卢布
硕士——137、900卢布
专家147、900卢布

函授
本科——83、200卢布
硕士——127、400卢布

前5在俄罗斯
建筑学

所学院

 • 建筑学和设计
 • 建造
 • 建筑技术和工程生态系统
 • 交通设施
 • 施工中的经济学和管理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58hedclub.com



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主要科学教育中心

 • “强度/ Strength ”建筑结构研究与设计中心
 • “BFFT.space”建筑教育空间
 • “Systems /系统”建筑工程系统中心
 • “Technology /技术”建筑材料和技术中心
 • “道路/ Roads ”道路交通建设中心
 • “城市地理学/ URBAN PLANNING ” 
城市建设中心
 • “数字 / Digital”建设信息系统中心
 • “遗产/ Heritage ”建筑遗产重建和修复中心

招生委员会

  +7 843 510-46-50
  priem@kgasu.ru

外国留学生工作部

  +7 843 526-93-17
  interksaba@mail.ru

外国公民大学预科培训中心

对外俄语课程
学习时间10月至5月
学费100、000卢布

专业方向

 • 建筑学
 • 建筑遗产的重建和修复
 • 建筑环境设计
 • 城市建设
 • 设计
 • 建造
 • 信息系统和技术
 • 技术圈安全
 • 土地整理和地籍
 • 运输过程技术
 • 地面运输和技术综合体
 • 管理
 • 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
 • 建造独特的建筑物和结构

有关培训方向和专业类型
的详细信息

专业方向 预算名额 付费名额

建筑 数学、俄语、创意考试——
浅色调画图、描想图画 
（插图）、绘图、构图

俄语，浅色调画图， 
描想图画（插图）

建造  数学、俄语、选修考试（计算
机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 
物理或化学） 

俄语

经济 数学、俄语、可选考试（计算
机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 
社会理论、历史或英语）

俄语

公费招生须来到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参加
入学考试。

对于自费生，入学考试以远程形式通过Zoom 
应用而进行。

您在申请书提到的手机应安装 
WhatsApp应用。

入学考试
外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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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抵达喀山10天前

 • 发送一份您将进入俄罗斯的证件副本，通知抵达
日期和过境点（飞机名称或如果乘坐火车或汽车
的过境点的名称）
 • 在俄罗斯，您必须在72小时内进行第二次 核酸检
测（可以在机场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后，
您将允许参加入学考试

抵达喀山后，应出示

 • 带有俄语翻译的体检证明
 • 最新血液测试和荧光射线摄影
 • 收到的疫苗接种证明
 • 抵达俄罗斯前至少72小时内进行的无 Covid-19
证明（核酸检测）
 • 6张照片（3x4厘米）

校园

位于市中心的舒适的欧式校园
 • 舒适的宿舍：2-3人房，淋浴间和厕所在单元， 
厨房
 • 现代科学和教育中心
 •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体育中心 
——2013年夏季大学生运动会设施
 • “Mesha”运动健康营
 • 餐厅是大学里最舒适的地方之一， 
可享用好吃并物美价廉的食物
 • 适合学生活动的舒适、明亮、宽敞礼堂
 • 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汽车停车场

双证学习项目

无二的建筑和施工领域的国际项目

本科

“建筑”、“土建施工”、“建筑设计”和 
“建筑与施工中的信息系统”
 • 东伦敦大学(UEL)是为俄罗斯独 

鞑靼斯坦共和国意大利教育文
化中心

目的： 在鞑靼斯坦传播意大利文化和学习意大
利语，在鞑靼斯坦和意大利的大学、文化人物之
间建立友好关系，交换学生和教师。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国际事
务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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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国外合作伙伴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葡萄牙 
 希腊   韩国   埃及   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亚美尼亚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所有毕业生喀山国立建
筑工程大学所有毕业生通过了一般工程建筑培
训。他们可成功地使用大地测量仪器，了解建筑
设计和建筑结构计算的基础，并掌握了建筑施
工技术。此决定了他们将来就业的多样性。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生

93 % 
毕业生就业率达 90 % 

学生符合企业申请培训专家的要求

生产实习

大学所有院系都任命了负责监护人，为了有效地组
织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的实践培训
 • 自我介绍、职业指导咨询 
 • 向学生介绍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就业实践部

中心工作人员将帮助撰写简历，提供面试建
议，并通知根据接受教育就业的机会

部门主管
扎里波娃·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
  +7 927 243-75-26
 zaripovaan@yandex.ru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外国学生协会积极分子参观了保加利
亚历史建筑群

人民友谊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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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毕业生和学生的创意

 • 库尔·谢里夫清真寺 
 • “蔚蓝天堂” 住宅区
 • “Korston”酒店购物和娱乐中心
 • 篮子厅体育馆篮球馆
 • 喀山“国家百货商店”购物中心
 • 在“100小公园”计划下，基洛夫斯基区登记处附
近公共小公园的改建
 • 勘察喀山体育场的基地
 • 喀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建筑结构设计
 • 用于建造喀山地铁的钢筋混凝土环设计
 • 为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莫尔多维亚比赛场看台
设计
 • 第十六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喀山比赛场临时棚屋
项目
 • 在喀山机场站台聚合物复合钢筋引用
 • 恢复泽姆利亚诺夫商人的房子
 • 修复喀山苏孔纳亚·斯洛博达的圣灵降临教堂

外国留学生协会

 • 帮助外国学生适应俄罗斯的社会
 • 法律和社会支持
 • 举办文化和体育活动

运动

 •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的学生——大学运动会的
获奖者、其中包括31个项目、国际比赛
 • “Tozuche”综合体育中心：游戏室、摔跤馆、 
力量体育馆、拳击馆、健美操馆、乒乓球馆

新生日

“15”教育空间

“Tozuche”体育中心

城市规划中心（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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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广告

米格尔·法尼拉、莫桑比克

感受印度洋沿岸温暖的气候、温暖的微风之后，
去寒冷雪白的俄罗斯感觉很奇怪。但我从心底
爱上了这个国家。这里一切都很有趣：气候、 
季节、国家本身以及很多城市和传统，但最重要
的是好客、善良的人。

当然，记住俄语动词、复杂的名词语法体系很
难。要习惯并理解快速的口语。为了克服学习俄
语的困难，我读了很多书，听俄罗斯作曲家的音
乐，看俄罗斯电影。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否会留在俄罗斯生活和
工作。我想家。但每天我越来越依恋我的大学、
老师和俄罗斯最美丽的城市——喀山。我很高
兴读书在名牌大学之一——喀山国立建筑工程
大学，并住在俄罗斯第三个首都。

何塞·西尔维奥·卡穆滕哈、安哥拉

我已经两年住和学习在俄罗斯。我不觉得学习
俄语有任何困难，因为我有优秀的老师。他们在
外国学生的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因为他们奠定了对俄罗斯人民文化的认知。

互联网对备课有很大帮助。可找到不同的教科
书和教材，考试作业。总之， 
我很喜欢看各种渊源的俄语教材。

学俄语最大的难点是怕跟俄罗斯人交流时发
错。如果您克服了这种恐惧，您将会成功。

我真的很喜欢参与大学的社交生活。有时我很
想家。但是有好的朋友，同学在我旁边， 
随时会帮助我。

我非常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经常阅读和背诵
普希金诗歌。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未来如何，
我都会是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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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国立文化学院
喀山国立文化学院是领先地区的文化、科学、 
教育和艺术中心。将高等教育的经典传统与最新的
教育技术相结合。

成立于1969年。

大学表现出很高的青年积极性，并在青年政策实现
的领域喀山大学中排名第二。

4
个系

7
项硕士学习计划

>1、600
名学生、包括
> 60名外国人

18
项学士学习计划

4
项研究生学习

计划

9
项专家学习计划

4
个辅助项目

  vk.com/kazgik
  instagram.com/kazgik_official
  facebook.com/KazSICofficial

个系

 • 社会文化技术和智能系统
 • 高等艺术学院
 • 民间艺术文化的创新与传统
 • 剧院、电影和电视

每年学费

全日制
本科、专家 

123、330—246、530卢布
硕士132、470—135、470卢布

全日制和函授教育
本科、专家 
121、750卢布
硕士131、950卢布

函授教育
本科、专家 

51、600—66、200卢布
硕士41、400—64、600卢布 开放日  有关喀山国立

文化学院视频
给外国公民的信息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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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文化学院

5
家科学学校

10
个科学专业

3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2021年招生活动

招生委员会

 +7 843 277-59-17
 priem@kazgik.ru

流行的专业方向

 • 旅游业
 • 师范教育
 • 档案和记录管理。图书馆和信息活动
 • 艺术和人文科学。艺术与历史理论
 • 文化学
 • 民间艺术文化。社会文化活动
 • 演艺术。戏剧艺术
 • 音乐器乐艺术。音乐学和音乐应用艺术。 
民族唱法艺术
 • 编舞艺术
 • 剧院导演。电影和电视导演。摄影。制片
 • 实用装饰艺术和民间工艺。纪念性装饰艺术。 
绘画。设计

以俄语教课 预科培训

持续时间：2021年6月30日至7月10日

学费：8、800—16、500卢布

国际母语日

 • 俄语奥林匹克竞赛
 • “俄语成语世界”智力游戏
 • “文学客厅”：用活动参加者的母语读诗歌和俄
罗斯和鞑靼诗歌的杰作

科学

喀山国立文化学院是伏尔加河中部地区领先的科
学中心。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问题、伏尔加地区的
民族文化、图书馆学、社会文化活动、民俗、戏剧、 
音乐、舞蹈和美术。

教育水平
学士和专家学位 硕士

全日制教育 全日制和函授教育，函授教育 全日制，全日制和函授、函授教育

接收文件

6月19日—7月14日
对于参加内部考试的人

6月19日—7月29日
国家统一考试应试人

6月19日—7月21日
对于参加内部考试的人

6月19日—7月29日
国家统一考试应试人

6月19日—7月24日

入学考试 7月15日—7月29日 7月23日—7月29日 7月25日—7月29日

外国学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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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文化学院

基础设施

 • 宿舍
 • 知识传播创新教育中心
 • 电子阅览室和期刊室的图书馆
 • 教育实验室
 • 大型音乐厅、教育剧院、编舞厅
 • 喀山国立文化学院历史博物馆
 • 两个录音室、一个电视演播室、一个电影院、 
电影照片洗印间
 • 在实用装饰艺术、艺术和美术学习和创意工作
坊，以及声乐和器乐训练班教室
 • “Itil”体育中心
 • 医疗中心

工程中心

 • 3个科研实验室：
 – 服装设计
 – 艺术木工
 – 艺术陶瓷

 • 艺术陶瓷
 • 行业业务流程的设计和自动化
 • 进行科学研究并形成信息库
 • 带民族元素现代衣服制造技术和新结构的创造
 • 智力活动成果的开发和实施

项目、国际、创造活动的管理

凯鲁林·拉斐尔·拉维列维奇
 +7 843 277-53-50
 artotd@kazgik.ru

国际活动
>30个外国合作伙伴

 • 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 在电影摄影、舞蹈和音乐艺术领域与法国文化协
会共同项目
 • 在电影和摄影艺术、文化古迹保护和出版领域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 
 • 匈牙利  、塞内加尔  、 
南非的师生大师班 
 • 在WorldSkills世界技能锦标赛的范围内与越南 

、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合作  

喀山国立文化学院历史博物馆

教室

与客人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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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文化学院

大学的毕业生在鞑靼斯坦、伏尔加地区和俄罗斯其
他地区工作在各种领域：文化、专业艺术、公共和国
家单位、图书馆和博物馆、剧院和俱乐部。其中许多
因专业成就而获得了很高的奖项。他们是有功勋的
文化艺术工作者、人民演员、科学家、教育家和其他
重要的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俄罗斯和国际比赛的
获奖者。

实习和就业

 • 学生接受培训和实习，随后可以在鞑靼斯坦共和
国剧院、博物馆、音乐馆、图书馆、档案馆、儿童音
乐学校和艺术学校、青年中心、文化和休闲中心、
旅行社、电视和广播公司、电影公司、戏剧工作者
和作曲家工会工作
 • 每年在学院举办就业日，鞑靼斯坦和邻近共和国
的雇主代表可提供迫切职位空缺
 • 雇主参与教育过程、国家最终考试、考试

文化领域创意和管理人员 
进修教育和专业发展中心

 • 15个专业再培训项目
 • 22个专业进修项目

培训在“文化”国家项目的“创意人” 联邦项目的
框架内进行，并招来文化艺术、社会文化领域、 
电影、博物馆和图书馆业务的领先专家。

全日制和远程形式。

图加诺娃·埃琳娜·艾拉托夫娜
 +7 843 277-55-70
 npkultura_kazgik@mail.ru

喀山国立文化学院民间合唱团

“在爵士的节奏”

学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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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文化学院

活动

 • 全俄罗斯、国际比赛和节日
 • 科学实践会议、网络研讨会、智力竞赛
 • 音乐会和戏剧节目，艺术系毕业生的创意表演
 • 电影节、摄影展
 • “著名科学家给年轻人传信息”科教大讲堂
 • “杰出人物生涯”周期内的创意会议

适应

社会心理服务部成功进行学生适应培训，培养沟通
技巧、自信行为技巧，以及学生之间的团结和更密
切的相互关系。
 • 压力管理
 • 交际能力
 • 考试期准备
 • 有效的自我介绍
 • 目标设定
 • 领导能力
 • 时间管理
 • 如何通过面试
 • 创造力和我
 • 创造力中的自我实现
 • 与同学找到共同语言
 • 我们是一体

外国留学生日国际学生适应培训

键钮式手风琴手乐团。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音乐会

舞蹈团。2021年春季学生

民间游戏。纳吾肉孜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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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文化学院

艾哈迈德·奥耶夫, 塔吉克斯坦

上俄罗斯大学难吗？没有那么难，就是害怕，因
为这是别的国家。我很担心我是否能够在这里
生活和学习。我在考试两个月前到达，几乎不会
说俄语。但是适应很顺利，只是存在了语言障
碍。俄罗斯人和我的同胞不一样。他们很严肃，
我想是因为寒冷。

现在我就上戏剧、电影和电视系，专业为“电视
导演”，参加鞑靼斯坦人民友谊家和大会举办的
国际电影节和活动。

巴赫蒂尔佐达·沙赫佐德·巴赫蒂尔， 
塔吉克斯坦

准备上大学，我很努力准备考试，一直很担心。
终于获得了喀山名额。当时很难，但我做到了。
适应非常顺利。我提高了我的俄语水平，熟悉了
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俄罗斯人和我的同胞
有很大的区别。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差异与宗教有关。但我喜欢这里。

凯文·达克，巴西

上俄罗斯大学之前，我尝试了不同的专业，换了
三个系：政治学、美术、IT技术。但我的生活与
电影密不可分。我从四岁就开始拍摄。2018年，
我获得了俄罗斯上学资助。

我为什么决定来这里？我不知道，就是有意思。
初期阶段又难又冷。到了俄罗斯，我只知道“您
好”这个词。俄语是非常复杂的语言，但正如您
所看到的，我学会了说俄语。这里的人都严肃，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印象。如果您熟悉俄罗斯人，
将会发现他们很友善，反应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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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azangmu
 instagram.com/studmedunion
 facebook.com/kazangmu

6

801-1000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8
个系

58
家科学学校

>1、800
来自世界53 
个国家的学生

4
中等职业教 
育教育方案

>6、000 
名学生和 
住院医师

65
学系

7
项专家学习计划

48
临床医学研 
究科项目

2
项学士学习计划

39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1、500 
名员工

开放日  虚拟开放日 招生问题回答

俄罗斯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的领导者、二十一世纪
新的医学、制药和社会技术开发中心。
喀山医学院毕业生中>30名院士及俄罗斯医学科学
院通讯院士。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是一所开放式大学：每五名学生
是外国公民。
成立于1814年。

每年学费

本科—— 126、890卢布
专家 从 200、000卢布

前10 前50
总评级 总评级总评级

医学保健 身体健康和安全
4–8在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 制药学学院
 • 医药学院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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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致外国招生

个系

 • 治疗
 • 儿科
 • 医疗和预防
 • 牙科
 • 医药生物
 • 社会工作和高等护士教育
 • 外国留学生
 • 专家进修和专业再培训

接待外国公民

外国留学生系

系主任
科什帕叶娃·叶列娜·丝维娅托斯拉沃弗纳
 +7 843 236-05-43
 inter.edu@kazangmu.ru

国际合作部

 +7 843 236-77-44
 oia_ksmu@mail.ru

6月18日-9月17日 接收文件 

6月18日-9月31日 上预科系

8月25日-10月23日 入学考试

报名日期不迟于11月1日

外国公民预科系

课程： 对外俄语、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

培训开始时间

培训期9个月

学费130、000卢布

2021年招生活动

国际项目

 •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医学科学院，专业为医务双
文凭项目 
 • 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国立医科大学学术交流项
目 
 • 在全球健康计划范围内学生和教师临床实习：
 – 美国佛蒙特大学 
 – 美国西康涅狄格州健康网络 
 – 乌干达马克雷雷大学 
 –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多米尼加共和国 

 • “阿尔加利什”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补助金——
在俄罗斯内外教育和科学机构的培训、 
实习和再培训
 • TaMSA-IFMSA国际实习 

英语项目 

 • 医务
 • 牙科
 • 药学

住院医生的职位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按CanMEDS标准， 
专业为“内疾”实行住院医生的职位教育项目。 
基于喀山最好的医院实行临床培训。

时间为：4年

按“数字健康”领域喀山国立医科大学是Innopolis
大学伴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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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国际科学委员会

 • 扩大与国外科教机构、临床医学中心在科教创新
领域的合作
 • 提高喀山国立医科大学在世界科教领域的威信
和声望
 • 吸引最好的教师、科学家、临床医生、 
学生到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委员会由在医学领域国外杰出科学家及在医学教
育领域举世闻名的医生和专家组成。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是俄罗斯和东欧唯一的加拿
大医生和外科医生皇家学院的成员，也是第一
所按WFME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标准通过国际
认可的俄罗斯大学。

国外合作伙伴

 意大利   美国   乌干达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白俄罗斯  立陶宛   印度 

 多明尼加共和国   中国   伊朗 
 爱尔兰   日本   西班牙   火鸡 

 亚美尼亚   加拿大   匈牙利   越南 
 德国

科学活动

基础设施

 • 4座教育实验室楼
 • 5栋宿舍：图书馆、互联网、休息室、健身房、淋浴
间、洗衣房和熨烫室
 • 科学图书馆
 • 中央研究实验室
 • 干细胞库
 • 研究教育中心：“分子和细胞医学”、“基础和应用
神经生理学”、“新药和原料药运输系统的开发”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医学伦理学教研组
 •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历史博物馆
 • 解剖教室
 • 医法诊所、牙科诊所
 • 医药学院
 • 创新和项目部
 • “Pharmexpert”地区科学试验中心
 • 医学教育研究中心

新生指南.pdf外国学生信息

解剖教室

外国留学生在科学图书馆

72hedclub.com

https://youtu.be/uklFB4EK9dA
https://vk.com/doc40370552_565926542?hash=0f65f28893e9e35c4a&dl=9d83fb8169bec39f8e
https://kazangmu.ru/interedu/informatsiya-dlya-studentov


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著名毕业生

尼古拉·塞马什科——医生，苏联卫生部创始人
季诺维·索洛维耶夫——苏维卫生部创始人之一、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
副主任
谢尔盖·库拉绍夫——苏联卫生活动家和公众人物，
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卫生部长
亚历山大·察雷戈罗采夫——苏联和俄罗斯儿科医
生和国务要人。医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联邦功勋医
生。鞑靼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卫生部长
亚历山大·巴拉诺夫——苏联和俄罗斯儿科医生、医
学博士，教授。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
正式成员，俄罗斯科学院主会成员 
艾拉特·法拉霍夫、鲍里斯·门捷列维奇、谢尔盖· 
卡赞科夫——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
扎扎·博华——第比利斯医生进修学院校长、格鲁吉
亚前卫生部长
列昂尼德·奥西波夫——以色列国会议员
瓦西里·莫辛——碟靶射击奥运会得奖者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外国留学生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

专业： 医务、儿科学、医学预防业务、牙科、药学、 
社会工作和高等护士教育、医学生物物理学、 
医学生物化学。

鞑靼斯坦共和国合作伙伴： 卫生部、俄罗斯联邦消
费者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药学局、 
劳动和社会保护部，青年事务、体育和旅游部， 
医疗社会鉴定局、俄罗斯养老基金部。

来自马里埃尔共和国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

职业生涯中心

  +7 843 236-06-13
  job@kazangmu.ru

创新项目和计划部

 • 全球25个合同研究合作伙伴组织，包括 
Parexel、Worldwide Clinical Trials 
（美国 、F. Hoffman La Roche（瑞士）、 
Quintiles GezmbH（奥地利）
 • 每年在各个领域进行60项研究
 • 经认可的临床基地、现代诊断和实验室设备

丝图坚措娃学生科学协会

 • 60个学生科学小组
 • “白花”国际青年科学医学论坛
 • 在医学大学让学生了解科学研究活动的科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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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国际友谊俱乐部

外国留学生参加民族文化节， 
俱乐部出外会议和其他活动，参观剧院， 
了解俄罗斯和鞑靼斯坦文化和历史。

国际友谊俱乐部负责人， 
用英语学习外国留学生团体监护人
艾斯鲁·盖富利纳
 aislu-gg@yandex.ru

教育质量学生会

导师运动
导师帮助新生适应学生环境
 vk.com/tutor_ksmu

尊师运动
尊师团队帮助招生了解喀山国立医科大学的招生
活动和培训的细微差别
 vk.com/abiturkgmu

学生生活

 • 学生俱乐部：“雷”戏剧工作室、“Astra” 
舞蹈工作室、歌唱工作室、啦啦队和“一阵兴奋” 
有氧操、“MD家”舞蹈工作室
 • 辩论雄辩技巧俱乐部
 • 大脑俱乐部
 • 体育俱乐部包括16个小组，“一阵兴奋” 
支持小组，“Tulpar”浮空爱好者俱乐部， 
Bentos潜水俱乐部
 • 学生新闻中心
 • 志愿者运动
 • “Esculap”学生团体总部

安全服务

 • 在宿舍和大学及在共和国领土上进行文化大众
活动时确保安全
 • 军事爱国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活动组织

 vk.com/ssbksmu

外国毕业生

参观博尔加市（鞑靼斯坦）的外国学生

乌里扬诺夫斯第六届克青年金砖峰会喀山国立医科大学外国
留学生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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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医科大学

喀山国立医科大学就业协助和职业管理
网站 对毕业生有用的信息

广告

法丽玛·别赫布季，伊朗

我在喀山医科大学以在在线形式学习俄语。 
听课时，老师教我们用俄语说话、读书、写字。
讲有关著名科学家（牛顿、罗蒙诺索夫）、作曲
家（ 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艺术家（希什金、列
宾）、沙瓦什·卡拉佩扬英雄的信息。教我们作为
善良的人，并努力学习。

我认为，在疫情期间，在学生无法来到俄罗斯
沉浸文化和语言环境中的情况下，心理支持是
非常必要的。在喀山国立医科大学预科系学习， 
我感觉自己是一名科学家。在我的老师伊布拉
吉莫娃·莱桑·加利亚赫玛托芙娜的指导下， 
我能够参加五项语言奥林匹克竞赛、文学诗歌
比赛、大学学生会议。

在这一学年内，我学会了如何在会议上发言、 
做报告、制定科学工作的目标，并意识到我很高
兴成为赢家和领导者。将来当我在喀山国立医
科大学医学院学习时，这对我很有用。

我也在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

伊莎拉·德席尔瓦，斯里兰卡

我在预科系学习俄语是为了将来在俄罗斯生
活，并为接受高等教育做所准备。我想上喀山国
立医科大学学习医学并成为外科医生。

在外国留学生系，我学了俄语，所以我能够参
加语言比赛，献给国际母语日的2021年全民听
写，散文竞赛和其他比赛。

我成功地得奖名次，并收到获奖者文凭。在大学
学习是一种科学活动的经验，这对我在医学院
学习时很有用。

莱桑·加利亚赫玛托夫娜俄语教师帮助我准备
了大学组织的学生会议。我获得了第一名。

我要向所有的老师，特别是俄语和鞑靼语系的
老师们为出色的语言培训，并为在学生组中创
造家庭般的环境而表示多谢。我很高兴在俄罗
斯一所知名大学的预科系学习，对我来说是一
种全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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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geu_official
  twitter.com/kgeuru
  fb.com/profile.php？id=100041412710150
  instagram.com/kgeu_official

503中201-300 122

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4

所学院

1
校园

3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150
个教育科学实
验室和中心

11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96
个学习计划

>10、000 
学生、其中>来
自.>40 世界国家

的330学生

33
学系

4
宿舍

俄罗斯领先的专业能源大学。50多年来一直培训俄
罗斯和近远海外能源工业领域专家

能源教育联盟成员

成立于1968年。

每年学费
113、600—171、100卢布

有负责任的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俄罗斯最佳大学

招生信息

 “智能能源系统”英语硕士项目

按照 Erasmus+ 计划在“俄罗斯和越南大学智
能能源系统领域教育项目开发”(Establishing 
Smart Energy System Curriculum at Russian 
and Vietnamese Universities(ESSENCE)) 
范围内而实行.

1154中601-800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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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招生委员会 接待外国公民

招生委员会

  +7 843 519-42-42

责任秘书
德尔贝涅娃·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7843519-42-23
  postupi.kgeu.ru
  pk@kgeu.ru
    420066，喀山，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街， 
51B楼，100室（科济亚·斯洛博达地铁站）

2021年招生活动

教育水平
本科 硕士

预算名额 付费名额 预算名额 付费名额

开始接收文件 6月1日

文件接收结束 7月20日 8月26日 7月20日 8月26日

入学考试结束 7月29日 8月27日 7月23日 8月27日

完成同意录取书的接受 8月11日 8月27日 7月26日 7月27日

名额入学 8月17日 8月30日 7月28日 8月27日

国际关系部

 • 移民登记
 • 适应措施
 • 学习时的咨询协助

阿尔斯拉诺娃·里贾纳·阿什哈托夫娜
  +7 843 519-43-73
  r.a_arslanova@mail.ru, cio_kgeu@mail.ru

外国公民预科系

课程： 对外俄语、数学、物理学、化学、信息学， 
并在人数足够的情况下——生物学。

 • 俄语学习特别计划
 • 教学水平高
 • 学生的积极反馈
 • 保证在大学校园内安置
 • 介绍俄罗斯教育体系
 • 适应项目

持续时间  
10个月（10月-7月）

学费89、700卢布

主任
再努林·拉迪克·鲁斯特莫维奇
  +7 843 519-42-24
  z_guzel_cdo@mail.ru

外国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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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宿舍在线游览

基础设施

 • 6座教育实验室教学楼
 • 4栋舒适的高层宿舍，步行就可达教学楼
 • 拥有完整藏书量的图书馆
 • 技术园：“动力机械制造业和动力学领域工程设
计和计算机模拟”工程中心
 • “住宅公用事业供热场”，“配电网0.4-10千伏”
、“变电站110/10千伏”独特教学生产场
 • 丹佛斯多学科科技中心和“埃文”科教中心
 • 在施耐德电气公司支持下建立了“ElectroSkills”
应用能力中心 
 • 节能领域的技术能力中心
 • 施耐德电气、博世、西门子、马希姆教室和实验室、
理化测试实验室
 • VOMM、SARAD工程中心
 • 青年企业孵化器 
 • “能量”青年创新中心
 • 互动博物馆：灯光、三种语言的语音导览、 
电影演示面板
 • “Shelanga”运动休闲营  
 vk.com/shelangakgeu

所学院

 • 电力工程和电子学
 • 热工学
 • 数字技术和经济学
 • 额外的专业教育

科学

喀山国立能源大学是在科学和创新领域积极发展
的大学。喀山国立能源大学科学活动战略重点针对
俄罗斯和外国科技发展优先战略方向实行：
 • 向先进数字智能制造技术、机器人系统、新材料
和设计方法转变
 • 向生态资源和保护能源转变、提高碳氢化合物原
料深加工和生产效率，形成新的能源、 
运输和储存能源的方法
 • 向高产、环保的农业和水产业转变
 • 对抗技术、生物、社会文化威胁、恐怖主义和意识
形态极端主义、网络威胁和其他对社会、 
经济和国家的危险源
 • 通过创建智能交通和电信系统进行俄罗斯领土
的连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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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在教育、科学和创新领域，喀山国立能源大学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40所领先的大学和公司合作

 奥地利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越南   德国   希腊 
 丹麦   意大利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芬兰  
 法国   日本

 • 学术交流计划
 • 双证学习计划
 • 外教邀请

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喀山国立能源大学的毕业生为俄罗斯工业和
能源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有杰出
的科学家和实践者，鞑靼斯坦和俄罗斯领先企
业领导。

职业和就业部

 • 组织学生实习和企业游览
 • 促进学生和毕业生就业
 • 在大学和雇主企业内举办招聘活动、大师班、 
演讲、商业游戏、培训和研讨会

  +7 843 527-92-59
  kgeu_ocpt@mail.ru
  kgeu.ru/Home/About/136

学生在喀山市、鞑靼斯坦共和国
和伏尔加地区的能源企业进行实
习：Tatenergo、TGK-16 、Nizhnekamsk 
CHP、Network Company、Tatenergosbyt 等。

雇用外国公民 职位空缺

喀山国立能源大学参加在«Kazan Expo»平台上“青年专家” 
第七届全国锦标赛（WorldSkills Russia）

在校园内的110/10千伏变电站举办的培训

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在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的参与下节能
领域技术和能力中心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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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喀山国立能源大学外国学生和研究生联合会

外国人在大学的适应和社会化，提供社会心理、 
学术语言文化支持

 • 每年在无名烈士纪念碑献花
 • 参加人民友谊游行
 • “文化棱镜”节日竞赛
 • “全世界的盛宴”竞赛
 • 非洲日
 • 越南文化日等

伊扎琼·穆哈马迪亚罗夫主席
  vk.com/club160698127

国际友谊俱乐部

举办展示民族特色、文化、习俗和传统的活动，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智力，让俄罗斯学生了解世界
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让外国留学生了解俄罗斯
民族文化 
  vk.com/public193974429

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STUDMEDIA”学生媒体中心 

关于学生生活和活动各方面的最新鲜、 
最有趣的信息

 vk.com/studmediakspeu

文化棱镜冬天杯足球赛

丹尼尔·帕鲁库·卢万佐，刚果民主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奖学金获得
者，全俄外国学生俄语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

我从中学毕业有优秀成绩，知道了有机会在俄
罗斯免费学习并获得奖学金。我通过了考试并
赢得了比赛。我选择喀山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比
莫斯科便宜两倍。

我没有一下子学会俄语。但是现在我说得很好，
因为我还在从事科学工作，在会议上发言，而
没学会语言这是不可能的，需要用俄语写文章。

我已经四年没有回家了，因为机票很贵。但我不
后悔在喀山学习。我自己选择了俄罗斯，我喜欢
这里。毕业后，我打算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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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能源大学

“Duslyk”民间舞蹈工作室

萨洛毛·杰乌里西奥·邦杰，安哥拉。电力工程和
电子学学院的学生。“作者之歌”奖项外国学生
比赛获胜者。

我在祖国上大学一年后，校长打电话给我，说有
机会送我留学——葡萄牙、摩洛哥或俄罗斯。 
我连想都没想过，立马选择了俄罗斯！

我喜欢喀山国立能源大学的一切，即如何评价
学生学习、成绩册、获得准考的积分系统。特别
方便的是，积分数和所有关于学生生活和学习
的新闻都可以在大学的官方网站和您的个人电
子账户中查看。

教师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学生交流。您可以在课
后提问或交换意见。不过我比讲课更喜欢立即
可见结果的实验室和实践课程。

我参加在喀山国立能源大学举办的所有节日和
比赛，我用俄语编歌和唱歌，弹吉他伴奏， 
也做摄影和手球。

唯一让我无法适应的是俄罗斯下雪的冬天。 
在安哥拉，在 +18°C 时，人们认为外面很冷。

现在我攻读硕士。我相信毕业后我会找到一个
好的工作地方，因为这我的家乡俄罗斯大学的
毕业证书贵重如金。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埃及。“再生能源”学习方
向的学生

我来俄罗斯留学是因为埃及和俄罗斯一直是好
朋友。与西方相比，在俄罗斯学习更便宜。

我很喜欢喀山。是俄罗斯第三大城市，以美丽的
风景、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大学而闻名。

我选择喀山国立能源大学是因为其非常有名，
在埃及很多老师都推荐给我的。

我不认为俄语特别难，但确实需要认真学习。

将来，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在一家领先的能源
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会留
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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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aiknitu
  instagram.com/knitu_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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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6

所学院

45
学系

5
项专家学 
习计划

9
项博士学习

计划

2
所中等专业

学校

34
项学士学 
习计划

13
项研究生学习

计划

>100、000
毕业生

9
中等职业教 
育教育方案

27
项硕士学习

计划

15、000
名学生

俄罗斯最大技术大学之一，是俄罗斯和国外公认的
现代教育和研究综合体，在其工作中结合了古典大
学传统和最新的教育技术。
成立于1932年。

今日喀山图波列娃
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虚拟开放日 喀山图波列娃国立
研究技术大学虚
拟参观

总评级 在俄罗斯

物理科学

工程

每年学费
本科116、530—164、420卢布
专家134、490—300、820卢布
硕士124、870—175、680卢布
研究生149、150—180、400卢布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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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3
所科研大学

> 20
个科学专业

11
所科教中心

46
个科学实验室

13
家科学学校

7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院系

 • 航空、陆路运输和能源学院
 • 自动化与电子仪器学院
 • 无线电电子和电信学院
 • 计算机技术与信息安全学院
 • 经济、管理和社会技术学院
 • 德俄新技术学院
 • 物理和数学学院

科学

科学创新活动

 • 航空制造业
 • 动力工程
 • 机械工业
 • 对科技领域发展的优先事项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
 • 支持和发展科学传播形式和科普体系

招生委员会

  +7 843 231-00-27, 231-00-90
  +7 927 457-73-53
  pk@kai.ru, priem@kai.ru
  vk.com/abiturientkai

学生科学协会 对外国公民的信息

“信天翁”教育中心
外国公民预科系

专业： 技术、自然科学、经济、生物医学

科目： 对外俄语，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参观喀山博物馆和剧院，游览历史和文化遗产，
传统节日，音乐会。

培训时间：6、12、18个月

学费110、000卢布

宿舍住宿 每年12、000卢布
医疗保险 每年4、500卢布
饮食 每月9、000卢布

  +7 843 236-55-53
  IAVoronina@kai.ru

库卡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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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开门日

国际教育学院

 • 招聘和职业指导部
 • 适应和教育工作部
 • 签证支持部

主任
西布加托娃·卡德里亚·伊尔达舍夫娜
  +7843231-01-58
  KISibgatova@kai.ru, international@kai.ru
  international.kai.ru

外国公民热线
  +7 999 163-44-10
  +7 960 040-71-13WhatsApp

国际合作

 • 国际资助计划和项目 
 • 学术流动

俄罗斯和中国电气工程硕士学位课程的国际化。
 法国、  德国、  意大利、俄罗斯和中国的

10所大学。9个工程硕士课程
 • 获得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和德国领
先技术大学的双证——伊尔梅瑙和凯泽斯劳滕，
马格德堡的奥托冯格里克大学
 • 高级工程中心：西门子和库卡机器人、 
鞑靼斯坦——图林根、是德科技
 • 高质量英语教育和额外的德语学习
 • 第三学期在德国合作大学之一学习
 • 完成培训后在鞑靼斯坦、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领
先工程公司工作

德俄新技术研究所

德俄新技术研究所暑期学校

 • “俄罗斯智能城市——展望未来！”
 • “IT业务——从创意到初创公司”
 • “生命之翼”

ERASMUS+INSPIRE教育项目

84hed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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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北”学生建筑队

国外合作伙伴

 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   巴西  
 英国   德国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西班牙   意大利  
 哈萨克斯坦   塞浦路斯  

 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秘鲁   波兰   叙利亚 
 斯洛伐克   乌克兰   芬兰   法国 

 瑞典

著名的毕业生

博里斯·古巴诺夫——能源-暴风雪火箭和太空系统
的总设计师

弗拉基米尔·萨多夫尼科夫——“先锋”和“白杨” 
移动导弹系统生产组织者

米哈伊尔·西蒙诺夫——苏-24、苏-27飞机设计师

职业发展部

 • 基于合作企业基础上的行业实践和实习
 • 为高年级学生介绍企业和组织
 • 雇主与学生在每个培训领域（专业）的网络
研讨会和在线会议
 • “招聘会”（“秋季”、“春季”）青年论坛

主任
拉斯科娃·维罗妮卡·莫伊谢耶芙娜
  +7843231-59-52
  VMLaskova@kai.ru, opark@kai.ru

国际协会

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优势

 • 教学方面的先进研发成果和创新技术
 • 具有强大研究基础的极具竞争力的名牌教育
 • 丰富的体育和文化生活

主要合作伙伴

 • 大公司、研究机构、中心、实验室
 • 机械制造、机械、机电、仪器制造、飞机维修、 
无线电工厂
 • 实验设计局

学生劳动分队

 • “北”建筑队
 • “智能”和“火花”教学团队
 • “济兰特”和“梯队”向导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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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基础设施

 • 8个校区，7个宿舍
 • 切塔耶夫科技图书馆
 • 基于图-144超音速飞机的互动博物馆
 • 造船中心
 • 增材技术、工程建模中心
 • 工程中心，包括西门子AG 和库卡机器人联合工
程中心
 • “分形动力学与信号处理”中俄联合科学实验室
 • 企业孵化器
 • 军事训练中心
 • 校内综合运动场、室内游泳池和足球场“喀山图
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OLYMPUS”
 • “伊卡洛斯”学生健康营

宿舍

 • 客房专为2、3或4人设计
 • 阅读室和电脑室、带乒乓球桌的休息室、健身房
 • 配备洗衣机的洗衣房
 • 配备现代医疗设备的疗养所
 • 学生保安服务和私人保安公司

国际学生协会

 • 外国学生的利益保护和代表
 • 社会适应帮助
 • 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谊

 vk.com/aiskai

志愿服务和青年项目中心

体育赛事——作为志愿者参加奥运会和残奥
会、大运会、共和国、俄罗斯和世界锦标赛
生态与健康生活方式活动——无车日、城市绿
化、禁烟日等活动
社会活动——旨在与社会弱势群体合作的项
目，包括残疾儿童和老人
文化活动——新生日、学生之春、伊卡洛斯竞
赛、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小姐、 
戏剧日等

 vk.com/volunteerkai

俄罗斯日 迷你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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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广告

阿布杰拉季夫·莫乌梅德，阿
尔及利亚

在俄罗斯的第一年是我一生
中最美好的一年。通过速成
学习计划和照顾我们学习、
健康和生活条件的老师，我学会了世界上最流
行的语言之一。他们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庭。

由于大学组织的短途旅行，我参观了俄罗斯最
美丽的地方之一——喀山市。这座城市因其自
然美景、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多样性而真正值得
一游。此外，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并交
了新的朋友，了解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和观念。

约阿娜·别罗娃，保加利亚

我已经在保加利亚接受过一
次教育，但我决定要接受第
二次教育。我了解到在俄罗
斯接受教育的机会，为此我
要感谢索非亚市的俄罗斯文化信息中心。因为
我有俄罗斯血统，所以我决定尝试，而喀山图波
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选择了我。我很自豪能
成为本校学生之一。我希望有一天喀山图波列
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会为我感到骄傲。

锡南·阿特玛加，土耳其

预科系对我来说是一个惊
喜。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只
会学语言。但我们去了博物
馆和剧院。我们感到非常感
兴趣，以至于我们爱上了俄罗斯文化。我们学到
了、看到了、了解了很多。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
究技术大学提供出色的教学。谢谢您们！

朱塞普·占尼诺，意大利波利
巴大学。交换学生

我离开意大利时对喀山一无
所知。但是当我更好地了解
这座城市时，我真的很喜欢
它。在这四个月的实习中，我看到了很多，做了
很多，在科学方面学到了很多，为此我非常感
谢本大学。

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总是帮助我
们，我们在课程或签证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
在任何方面没有感到不足——组织处于最佳状
态。我建议外国学生去喀山图波列娃国立研究
技术大学学习和实习，因为在这里绝对不会孤
单，您会得到在家里得不到的知识。这里的人很
好，大学和老师对我们都很好。这是一种不同的
文化，但您不应该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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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1

喀山国立研
究技术大学

17
中等职业教育
教育方案

46
项研究生学习

计划

>23、000 
名学士和研究生

130
项学士学习

计划

12
个教育和研究

学院

>2、000
来自世界45个国

家的学生

148
项硕士学习

计划

15
个系

俄罗斯化学技术领域最好的大学——石油和天然气
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技术、纳米技术、 
节能技术、药学。

成立于1890年。

每学期学费

中等职业教育教育方案—— 
31、500卢布≈430 USD

本科——71、500卢布≈970 USD
硕士——77、000卢布≈1、045 USD
研究生——91、300卢布≈1、240 USD

国际协会

在俄罗斯科技大学中
排名第一

526世界上
24在俄罗斯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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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招生委员会

 +7 843 236-78-33
 priem@kstu.ru

  420015，喀山，卡尔·马克
思街，68号楼（列夫·托尔
斯泰站），A 栋楼

国际教育项目学院

系主任
斯维特拉娜·埃菲莫夫娜·马特维耶娃
 +7 843 231-42-63
 +7 843 231-43-82
 fmop@kstu.ru

国际事务部

主任
安娜·奥托夫娜·埃贝尔
 +7 843 231-43-19
 inter@kstu.ru

外国公民大学前预科系
对外俄语

专业
 • 工程技术
 • 经济
 • 生物医学
 • 人文

培训时期
1年 – 九月至八月
1、5年 – 一月至七月

学费
120、000卢布≈1、623USD

教育水平 接收文件 入学考试

本科 6月20日-7月14日
预算名额

6月20日-8月23日
付费名额

从7月15日

硕士 6月20日-8月10日
预算名额

6月20日-8月15日
付费名额

7月26-31日
第一流

8月11-17日
第二流

2021年招生活动

外国公民可以考上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的配额
 • 根据支持居住在国外的同胞计划
 • 在预算外（合同）基础上

英语课程
智能材料

硕士
 • 化学技术

接受申请的截止日期： 
2021年8月10日

双语课程

本科
 • 天然能源载体和碳材料化学技术
 • 国际油气公司的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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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国际合作

 • 来自32个国家的120 个国际合作伙伴 
 • 学术流动
 • 双证项目
 • Erasmus+、Fulbright、DAAD、Henri Poincaré 
框架内的项目
 • 吸引外国顶尖科学家

与其他大学的交流和联合项目

 • 捷克共和国俄斯特拉发科技大学 
 • 扬·埃万杰利斯塔·普尔基涅大学，捷克共和国拉
贝河畔乌斯季市 
 • 保加利亚索非亚化工冶金大学 
 • 中国四川省西南石油大学 
 • 中国北京化工大学 
 • 德国梅泽堡应用科学大学 
 • 印度赖布尔管理学院 
 • 丹麦哥本哈根技术大学 

培训领域

 • 热能技术
 • 石油和天然气加工设备
 • 宝石和金属加工技术
 • 物流系统和技术
 • 业务统计和预测
 • 组织管理
 • 危机管理
 • 多媒体技术
 • 国际油气公司创新技术
 • 天然能源载体和碳材料化学技术
 •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 质量控制
 • 科技圈安全
 • 纳米工程
 • 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 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 医疗设备
 • 生物医学实践的工程业务
 • 时尚和美容行业中的服务
 • 信息系统和技术
 • 工业设计和艺术品材料
 • 电力和电气工程
 • 系统分析和管理
 • 生物技术
 • 工业和环境生物技术
 • 肉类和肉制品技术
 • 小企业食品工程
 • 制药生物技术
 • 聚合物技术和加工
 • 创新理论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
大学虚拟参观

毕业证欧洲格式成绩单
毕业后，学生有机会获得毕业证欧洲格式成绩
单（Diploma Supplement），这将促进外国教
育组织和雇主对在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接
受的教育的认可过程。

在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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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学生每月获得奖学金，有权参加俄罗斯联
邦总统奖学金、鞑靼斯坦共和国国家特别奖学
金、波塔宁奖学金、为来自亚洲国家的学生开设
的共和国科学学院奖的竞赛。

TechnoStart研究生科研项目竞赛的获胜者，
将获得大学300、000卢布和来自合作企业的
300、000卢布的资助。

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本校毕业生在国防、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国家
和市政管理系统以及社会领域中占据领先职位。 
他们可以在化工和石化行业的企业担任工程师、技
术人员、化学家，也可以从事科学活动。

实践、实习、学生项目

 • 在鞑靼斯坦和俄罗斯领先专业企业的工业和毕
业前实践
 • 参与企业案例和项目的实施，让已经在学习过程
中解决实际生产技术问题，保障就业
 • 学生在国外教育机构的国际实习—— 
大学的合作伙伴

列·菲奥克·克翁格，越南
岘港理工大学研究团队主任

化学副博士，在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完成了“生态（化学）” 
方向的研究生学习计划。完成学业后，他回到越南并开始教化学。 
克翁格目前作为岘港科技大学的环境研究小组的领导， 
从事绿色化学研究。

碧亭尼，越南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毕业生，越池工业大学生物技术与生态系主任

副博士，2013年，他在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的“动力学与催化” 
专业为他的副博士论文做了答辩。回到越南后，尼被邀请到越池工业
大学担任化学教师。现在碧亭尼担任生物技术和生态系主任， 
在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越南代表处担任经理。

成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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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适应

国际教育项目系提供有关教育、住宿、文件办理、 
高等教育项目的继续教育、医疗保健和城市周边活
动的咨询支持。

活动

 • 伏尔加地区大学间人民友谊节。学生——不同民
族的代表之间的对话和文化联系的发展
 • “研究生和学生之家——创造力的领地”节。 
介绍居住在研究生和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学
生家中的学生的国籍
 • 1日游——为国际学生创建一日积极分子学校
 • 世界各国人民的美食——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传统
 • “欢迎来到俄罗斯”的文化周：
 – 了解文化和历史特征
 – 熟悉宪法
 – 认识“留学生联合会”和“人民友谊”的代表
 – 举行“移民法律基础”圆桌会议
 – 与内政部代表举行会议

 • “外国人在俄罗斯”商务游戏——一个任务游
戏，让外国学生熟悉需要了解移民法律的情况：
在酒店登记、从国外返回、住在公寓等。
 • “什么？ 在哪里？ 什么时候？”主题为“相识”。
外国学生用非母语（俄语）积极交流
 • "那吾鲁孜"——了解国定假日

上级外国学生在机场会见新生，并帮助他们在
开始分组学习之前经历所有的组织时刻。

友谊节

友谊节

向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最好的毕业生颁发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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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张大力，中国。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毕业
生，“Ki-RO贸易公司”董事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
它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还让我有宾
至如归的感觉，感谢教职员工。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帮助我学习并将新技术
引入到我的工作中。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是
一个团结中俄、加强两国关系的平台。

恩楚穆·留特·舍利通，刚果。喀山国立研究技术
大学研究生

我从事科学工作很长时间了，所以我决定去读
研究生。我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将来成为一
名政治家。在我的国家，鼓励一个人完成研究
生学业。

我赢得了 TechnoStart 比赛，并获得了大学和
一家刚果企业的奖学金。我在本次比赛中的项
目与我在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答辩的论文
主题有关。

我目前正在发表文章，并参加科学会议。

阿特达叶夫·纳扎尔，土库曼斯坦。喀山国立研
究技术大学学生

我很幸运能在像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这样友
好而现代的大学学习。大学为活跃的学生提供
广泛的课程和活动。我想指出，大学的学生生活
非常丰富和有趣。在这里很容易找到朋友，尤其
是为像我这样的喜欢交流的外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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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ngpi.ru
  vk.com/tatngpu
  instagram.com/ngpu_nch

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
国立师范大学

7
中等职业教 
育教育方案

2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6
个系

37
项学士学 
习计划

4、000
名学生、包括
>320名外国人

14
学系

8
项硕士学 
习计划

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是一所经典
师范大学，伏尔加-卡马地区最大的教育、科学和方
法中心之一，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教学潜力。从第一
年级开始，学生将学习所选专业的教学方法。

大学拥有高质量教育所必需的教育和物质基础：三
栋教学楼、宿舍、教室和实验室，配备了最新技术、
计算机室、体育中心、食堂等等。

成立于1990年。

介绍纳别列日内耶
切尔内国立师范大

学电影

 虚拟参观  开门日

每年学费

全日制教育
本科120、030卢布
硕士128、230卢布
研究生151、810卢布

函授教育
本科30、680卢布
硕士31、200卢布
研究生36、400卢布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纳贝列日涅·切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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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2021年招生活动 外国招生

2021年招生活动

招生委员会

 +7 855 246-97-74, 74-79-40, 额外的130
 pk@tatngpi.ru

预算名额
2021/22学年

教育学与心理学系................................................210
语言学系................................................................12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107
历史与地理系..........................................................96
体育系......................................................................75
艺术与设计..............................................................40
工业师范学院........................................................115

教育水平 本科 硕士

接收文件
6月19日-7月29日
入学优先阶段

8月23日

6月19日-7月20日
预算名额

8月26日
付费名额

完成内部入学
考试 7月29日 8月3日

名额入学 8月24-31日

8月18日
预算名额

8月27日
付费名额

外国招生

 • 到达大学的程序
 • 入学所需文件
 • 学院和教育项目

外国人预科系

为学士、硕士和研究生基础课程的第一年级入学
做准备

专业：
 • 工程技术
 – 俄语
 – 物理
 – 数学

 • 生物医学
 – 俄语
 – 化学
 – 生物学

对外俄语课程（俄语和语言修养）
 • 初级水平
 • 基础水平
 • 有认证水平

学习期限为1学年或一年半，取决于外国公民的
抵达日期。

学费60、000—100、000卢布

全日制学习方式和使用远程技术。

主任
加柳林·拉迪克·拉米列维奇
  +7 855 274-79-40
  po@tatngp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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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学生科学会

为想要从事科学、提高知识和组织技能、 
在友好团队中工作、旅行、发展、 
认识新朋友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学生提供的平台。

科学方向： 人文、自然、理工、艺术史。

 vk.com/naukangpu

“ Antigua ”考古小组

科学研究领域

 • 教育和教学法
 • 发展和教育心理学
 • 语言学
 • 生物学
 • 建筑学
 • 历史
 • 跨学科艺术研究

重点实验室

 • 理化研究实验室
 • 卡马河沿岸洞穴学和采矿史实验室
 • 综合研究实验室
 • 教学创新实验室

卡马河沿岸洞穴学和采矿史实验室

国际合作

学术流动性、国际教育计划和补助金：Erasmus+, 
Assistant de Russe en France, DAAD, Fulbright, 
Mevlana, Algarysh

与外国大学的联合教育项目

 • 朱巴诺夫阿克纠宾地区国立大学， 
哈萨克斯坦   
俄语和文学

 • 兰斯大学，法国香槟-阿登   
英语和法语。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俄语和法语） 
教育中的数字技术。法语（研究生院）

在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 
大学按俄罗斯联邦配额下上学

外国学生有机会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的配额内
上学。为此，您要在www.russia-edu.minobrnauki.
gov.ru网站上注册并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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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给毕业生的建议

阿尔梅季耶夫斯克“索尔涅奇内”儿童健康营语言课程 辅导员学校

项目

 • 人人享有世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的社
会适应

 • INTEL.QUEST——开发智力潜能并为课堂外的
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休闲活动
 • 我的城市-我的历史——城市和卡玛斯的地方历
史潜力的开发
 • 世界技能运动（WorldSkills）中的技能培训项
目（SkillTrain）——培养未来小学教师的专业
能力
 • “在俄语词汇世界中”。卡玛俄罗斯语言和斯拉
夫文化中心：为以前学习过俄语并能说流利俄语
的外国公民提供对外俄语学习计划

国外合作伙伴

 奥地利   阿塞拜疆   阿尔及利亚  
 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   越南   德国 

 乔治亚州   埃及   意大利  
 哈萨克斯火鸡  法国

国际数学教育中心

正在与法国同事一起开发和测试教学活动的数字
模拟器，以培养在学士和硕士数学课的教学情况下
做出决策的专业技能。

  +7 855 246-71-15
  kafmimp@yandex.ru

毕业生就业协助与实践部门

活动： 劳动力市场的定期分析、毕业生问卷调查、 
与雇主——教育组织代表的会议和研讨会。

学生在学校接受实践培训，包括在残疾儿童学校、
学园、体育馆、幼儿园、体育学校、儿童健康营和其
他组织。

主任
艾哈迈托娃·埃尔米拉·沙姆塞尔巴亚诺夫娜
  +7 855 274-79-40, 额外的131
  praktika@tatngpi.ru

测试中心

外国公民在俄语、历史和俄罗斯立法基础方面的国
家测试。成功通过考试将使您获得：
 • 专利/工作许可证
 • 居留证
 • 临时居留许可
 • 俄罗斯公民身份

主任
加拉古丁娜·扎米利亚·法赫拉多夫娜
  +7 937 595-00-03, +7 855 233-66-70
  336670@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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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宿舍虚拟参观

宿舍

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有两栋舒适的
宿舍，为学生的生活、自主学习和休息创造了必要
的条件。100% 为外国学生提供宿舍名额。

住宿费： 
每月600—3、200卢布  
取决于房间类型

纳贝列日涅·切尔尼

 • 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喀山：540,000 名居民
 • 位于卡马河和下卡姆斯克水库左岸
 • 以生产重型卡车的大型汽车工厂而闻名—— 
卡马斯
 • 贝吉舍沃国际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
 • 发达的基础设施和舒适的生活条件

国际学生协会

 • 教育和社会文化适应 
 • 协助解决社会、心理和安全问题
 • 加强教育和研究工作
 • 文化、体育和社会重大事件
 • 外国学生与俄罗斯学生的文化体验交流
 • 确保学生团体、教师和大学的国际互动

贝根奇·朱马耶夫主席
  +7 855 246-97-26
 vk.com/club77322737

学生犁节(鞑靼人及巴什基尔人庆贺春耕结束的节日) 历史地理系旅游俱乐部

《圣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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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季尔富扎·卡马洛瓦，土库曼斯坦。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系毕业生

我很幸运，曾经选择了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
立师范大学。五年前，我毫无问题地考上了这所
大学。我哥哥就读于体育学院。他还在2019年
完成了硕士课程，目前正在他的祖国成功地从
事他的专业工作。他建议我考纳别列日内耶切
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尽管如此，在我在俄罗
斯逗留期间，管理层、教师、国际部和大学的所
有工作人员都对我表示尊重和理解。我代表所
有土库曼学生，分别向老师们表示感谢，他们多
年来教会了我们成为真正专家所需的一切。

我相信在大学获得的知识将帮助我在未来的
生活中成功实现自我。就我自己而言，我决定
继续读硕士，然后才前往土库曼斯坦从事我的
专业工作。

我希望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招
生能够轻松克服实现目标的任何障碍。让学习
的日子充满着有趣而丰富的经验。您应该知道， 
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是一个大家
庭，每个人都可以舒适地学习。祝大家新的知
识、成功、善良和幸福！

丽莎·马尔滕，法国。兰斯大学学生

在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 
我和我的朋友进行了教学实习。当我们到达时， 
我们由国际关系专家而接待。同一天，我们遇见
了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的学生，
他们和我们一起去超市，然后邀请我们去咖啡
馆。我们住在大学宿舍的国际学生房间里。 
俄罗斯人非常好客！

俄罗斯幅员辽阔，一切似乎都比法国大得多。 
我们对雪量感到惊讶，但并没有感到很冷， 
只有几天温度下降到-30°C。我们尝试了很多鞑
靼美食。例如，贝列什是一盘用面团包裹的土
豆、牛肉和洋葱。鞑靼美食最著名的甜点是恰
克-恰克，一种由面团和蜂蜜制成的东方糕点。

我们和纳别列日内耶切尔内国立师范大学的
学生一起学习俄语。我们学会了几句问候语，
比如：“谢谢”、“请”，我们知道颜色、数字，我们
可以用几句话来描述天气和衣服。对我们来说， 
俄语中最难的就是字母，它不同于拉丁字母。 
在俄罗斯，使用西里尔字母，因此我们很难发
音。但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试着愉快地
讲俄语。

对我来说，这次旅行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
历。我希望很快能回到这里，了解更多， 
再次见到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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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universitytisbi
  instagram.com/universitytisbi
  facebook.com/UniversityTISBI

TISBI管理大学
1

项学士学 
习计划

80
项附加专业教
育学习计划

30、000
名毕业生

7
中等职业教 
育教育方案

7
项硕士学 
习计划

8
家科学学校

14
项学士 
学习计划

2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10、000
名学生、包括
137名外国人

 TISBI管理大学  开门日  院系开放日

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所获得国家认证的非国立大
学。它培养律师、程序员、HoReCa 专家、经济学家、
国际专家、经理、与青年合作的专家、教育心理学
家、学前教育系统的教师。成立于1992年。

该地区唯一一所对残疾人士和残障人士开展有针
对性的工作的大学。全纳教育是大学的“名片”。

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的
评级，它每年都被列入俄罗斯最
好的100所大学排列。

每年学费
专家——92、000卢布
本科——87、400卢布
硕士——87、400卢布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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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TISBI管理大学

个系

 • 经济
 • 法律
 • 人文
 • 管理
 • 信息技术

招生委员会

 +7 843 294-83-25
 abiturient@tisbi.ru

国际关系部

部门主管
希萨穆蒂诺娃·雷吉娜·奈列夫娜
 +7 843 294-83-07
 international@tisbi.ru

接待外国公民

“我们来自阿尔及利亚”团队——对外俄语城市奥林匹克竞赛
的获胜者“俄语：开始职业”

TISBI管理大学毕业生 第四届全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代表大会，喀山，2019年

远程教育

TISBI 使用自己独特的开发——大学综合管理系统。
学生无需到校参加讲座和通过测试。获得教育和测
试材料的访问、与教师协商和参加课程是通过大学
综合管理系统的个人账户进行的。

全纳教育

 • 教室、公共区域和一些课程适合残疾学生的发展。
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主要教育大楼和邻近地区
 • 正在积极实施和发展针对聋哑人和听力障碍者
的专业教育计划。高等教育项目中聋人远程学习
技术没有类似物

TISBI 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同时加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三个国际教育网络的大学： 
 • UNITWIN / UNESCO教席
 •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
 • UNESCO-UNEVOC职业教育中心

101 hedclub.com

https://www.tisbi.ru/postupit/


俄罗斯大学。TISBI管理大学

“TISBI”管理大学在以下领域对 IT 专家进行基
础培训： 数据传输网络、网络安全、编程、 
系统管理、物联网。

信息技术系学生有独特的机会在思科网络学院
接受免费培训并获得国际证书。

校长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席支持下的教育和商业游戏 
“联合国模拟”

布隆迪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爱德华·比兹曼访问TISBI

在“人有大心”比赛的框架内学生创意中心因参加慈善音乐会
而获奖

国际合作
来自14个国家的18所外国大学、 
研究和教育中心和公司

 摩尔多瓦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  
 德国   拉脱维亚   芬兰   法国 
 莫桑比克   中国   纳米比亚   韩国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   布隆迪   美国 

 哈萨克斯坦

双证项目

 • 本科、硕士 
美国波托马克大学 
 • 本科 

芬兰东南应用科技大学 XAMK 

学术交流

 • 学习对外韩语/俄语 
韩国新韩大学 
 • 学习对外俄语/汉语 

中国长春大学 

 • 实习和实践
 • 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计划
 • 参与ERASMUS、ERA NET Rus Plus 
计划的网络形式的实施
 • 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以及代表FISU等国际组织
 • 学期、暑期/冬季学校
 • 托福和雅思备考试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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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TISBI管理大学

喀山世界技能锦标赛

TISBI 毕业生在部委、大公司担任要职， 
是该地区社会和创意生活中的活跃人物， 
并成功经营自己的企业。

年轻专家在国外工作或继续学习：
 • 鲁斯兰 ·卡比罗夫、毕业于人文学院， 
土库曼斯坦鞑靼斯坦共和国全权代表 
 • 索菲亚·尼科拉叶瓦、人文学院毕业生、 
阿联酋飞机维修公司员工 
 • 佩特尔·马拉哈利采夫、毕业于 IT 学院、获得学士
学位后、他在匈牙利大学的管理学院学习 
 • 古泽利·努里叶瓦毕业于人文学院、在土耳其接
受了一项资助计划的培训 

TISBI招聘机构

 • 提供毕业生和雇主之间的沟通，监测劳动力市场
并组织一些旨在有效就业的职业指导活动： 
 – 参观共和国的企业和主要组织 
 – 与高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会面 
 – 国际公司的介绍和大师班

 • 进行个人成长、职业指导、就业、专业和职业发展
方面的个人咨询。专门设计的培训有助于获得求
职技巧，制定职业发展战略，克服潜在雇主面前
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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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TISBI管理大学

基础设施
 • 喀山市中心的3座教育楼、宿舍、“TISBI”招待所
 • 数字教育技术中心
 • 法律诊所
 • 志愿服务中心，慈善基金会
 • 社会心理中心
 • 学生创造力中心
 • “TISBIZNES”学生创业中心
 • “TISBI Bars”体育俱乐部
 • 学院

“TISBI”招待所位于喀山安静的历史中心。宿舍楼
周围环绕着许多建筑古迹和景点。步行即可到达
公园、广场、博物馆、咖啡馆和餐馆。您可以乘坐地
铁、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有轨电车到达城市的任
何地方。

留学生的适应

 • 教育、医疗、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
 • 组织课外活动
 • 必要的辅导支持
 • 为外国学生提供签证和移民支持

 +7 952 030-03-27
 artykova99@bk.ru

“新生节”节日

学生春

“TISBI”小姐和先生

“春滴”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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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TISBI管理大学

广告

哈姆扎·卡里姆·马赫穆德·穆斯塔法·列法伊， 
埃及。一年级学生

我很高兴我在TISBI管理大学学习， 
因为我早在来俄罗斯之前就听说过它。

我喜欢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 
院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总是帮助我。

我们的团队非常友好。这种环境有助于我在另
一个国家很好地学习。

海达尔·米罗夫

我要对“TISBI”管理大学国际部的共同工作和
提供的各种帮助、个人对待方法和专业精神表
示深深的感谢。非常感谢！

阿齐扎·朱利耶娃，土库曼斯坦。四年级学生

在“TISBI”管理大学完成学业后，我想指出， 
这所大学的老师都很好，而且反应迅速，这在我
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

当我转入TISBI时，我进入了整个流中最好的
组。之前，我曾在另外两所大学学习，可以说在
所有三所教育机构中，我最喜欢在这里学习。
起初，着装要求让我感到惊讶和愤怒。但后来我
意识到，恰恰相反，这是大学的巨大优势，甚至
是一种特点。毕竟，这样的“特点”教育和训练学
生，甚至培养对经典款式服装的品味！

感恩这所大学的一切，我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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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登记
朋友们，我们继续介绍俄罗斯不同地区和大学外国留学生移民注册
的特点。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和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的员工解
释考上喀山大学如何注册，以及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该怎么做。

延长学生签证

不迟于有效签证到期前50天，您必须联系国际系主
任办公室，地址为喀山， 卡尔·马克思， 
68号楼，255室。并提供以下文件：
 • 护照及其带照片和所有可用签证的页面复印件
 • 移民卡及其复印件
 • 注册及其副本
 • 1张3x4厘米的照片

外国学生

 • 支付1、600卢布的国家税款的票据
 • 付费学生的学习协议副本或公费生学生人力资
源部门的证书
 • 有效的医疗保险
 • 继续深造的学生必须提供预科结业证书复印件/
学士学位复印件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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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我们注册移民

在鞑靼斯坦领土上，适用与俄罗斯联邦全境相
同的规定。为了进行移民登记，外国学生从越
过俄罗斯联邦边境之日起（包括入境之日） 
或抵达喀山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给予7个工作
日的时间——抵达日期以机票确认。

在宿舍登记

 • 入住并住在宿舍的学生由大学注册
 • 学生必须在进入俄罗斯领土之日起3天内联
系国际教育项目学院的院长办公室
 • 需要提供护照、移民卡、有效的租房协议、 
学生人力资源部门的证明、有效的医疗保险

在公寓登记

 • 住在公寓的学生由公寓房东进行移民登记
 • 为此，在国际教育项目学院的院长办公室， 
持有学生人事部门的证明和医疗保险， 
向学生发出申请
 • 公寓房东凭此申请、证书和学生文件向移民
局属地机构提出申请

入住宿舍/酒店的学生， 
由宿舍/酒店工作人员办理入住手续

怎么办，如果……

……我在城里迷路了，没有按时回来？
大学宿舍24小时开放，但未满18岁的学生必须在晚
上10点前返回。

... 我被邀请到另一个地区？
在离开喀山5天前向教育和国际院长办公室通知您
的离开情况。如果您将在其他地区注册， 
返回时您必须在居住地重新注册。

... 我丢失了证件？
必须联系最近的警察局并写一份关于证件丢失的
声明。向大学国际院长办公室报失。收到警方关于
丢失护照的证明后，请联系您所在国家/地区的大
使馆，以签发新的护照或证件以返回您的祖国。
如果您是在俄罗斯申请护照，那么在国际院长办公
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您将在新护照上恢复您的
签证。

如果只能在国内获得新护照，则需要联系国际院长
办公室签发过境签证，然后回国获得新护照。收到
新护照后，将护照扫描件发送到国际院长办公室，
收到邀请，在俄罗斯大使馆申请签证并乘飞机到大
学学习。

……我被警察拘留了？
您必须随身携带文件：护照、移民卡和登记。

......我在医院住了几天？
有必要通知大学的学术和国际院长。出院后，领取
住院登记表，并在3天内提交给国际院长办公室进
行新的登记。
如果您住在公寓里，您需要重新申请并在您的住所
地址注册。这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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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延长学生签证

要延长学习签证，外国学生必须在期限届满前 
40天携带以下文件：
 • 护照和所有俄罗斯签证、 
移民卡和登记的复印件（2份）
 • 学习合同和宿舍住宿合同复印件（1份）
 • 1张3x4厘米的照片
 • 同时，要支付一笔金额为1、600卢布 
的国家签证延期费

我们注册移民

对于抵达俄罗斯后的移民登记，外国学生必须联系
大学国际关系部（1-49室）并提供以下文件：
 • 对于非独联体国家——护照复印件和所有俄罗斯
签证、移民卡、宿舍居住协议
 • 近郊国家——护照复印件、出入检查口标记、 
移民卡、学习协议、宿舍居住协议

如果外国学生没有进行移民登记，将被处以 
2、000卢布的罚款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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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如果您的护照丢失了怎么办

 • 立即联系最近护照丢失或被发现丢失的地方的
警察局以获取事件证明
 • 通知大学国际关系部有关护照丢失（被盗） 
的情况
 • 尽快联系您所在国家/地区驻俄罗斯大使馆或领
事馆，有关签发新护照或临时旅行证件 
（返回证明）的问题
 • 持签证抵达俄罗斯的外国公民必须向内务部移
民局申请丢失（损坏）签证的重新签发，或者如果
需要临时离开俄罗斯，则需要签发过境签证
 • 向登记和签证部门提交新的护照和签证以修改
移民登记（如果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使用新护照进
行登记）或离开俄罗斯（在签发临时旅行证件和
过境的情况下）

如何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表现

 • 如果您在市区迷路且未按时返回——请联系联大
学国际关系部的工作人员
 • 如果被邀请到其他地区——提前通知联大学国际
关系部您的出发时间，告知确切的出发日期和预
计返回日期
 • 如果护照、移民卡、通知单的可拆卸部分损坏、 
丢失、被盗——立即将事件通知签证登记部门并
紧急采取措施恢复您的文件。否则，这将被视为
行政违法。
 • 如果被警察逮捕，请告知他们您是外国学生并联
系大学国际关系部
 • 如果您到了医院——联系大学国际关系部并告知
您在哪家医院。

加布杜拉·图凯喀山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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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国立大学
打算去俄罗斯留学吗？ 您想成为一名高级经理， 
在领先的俄罗斯和外国公司担任领导职位吗？ 您想
在现代大学、在温暖的多国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吗？

选择贝加尔湖国立大学——俄罗斯法律、经济和管
理领域最强大的教育机构之一，吸引外国学生的中
心，国际化教育的关键环节。

117
项主要学 
习计划

29
项学士学 
习计划

2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13
所现代实验室

11
项研究生学习

计划

12
中等职业教育
教育方案

5
项专家学习

计划

35
项硕士学 
习计划

16、000
名学生和 

300名研究生

 ◄独特地理位置：
大学离世界自然遗
产——贝加尔湖很
近（60公里。

  bgu.ru
  vk.com/vkbaikalgu
  instagram.com/baikaluniversity
  twitter.com/BaikalGU
  t.me/abiturientBGU_bot

有关贝加尔湖
国立大学英语
电影 虚拟参观

教育水平
对于邻国 对于非独联体国家
全日制教育 函授和函面授形式 全日制教育 函授和函面授形式

本科 1、350  680 1、480 680

专家 1、350  680 1、600 800

硕士 1、520 790 1、650 1、000

每年学费

 ▲美元价格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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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贝加尔国立大学

55
预科系

90
高等教育(本科 

专家,硕士,研究生)

科研方向
在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发展水平高

 • 国家收入形成的问题
 • 不同复杂程度经济系统管理问题
 • 部门和区域经济
 • 经济学和创业组织
 • 工业和基础设施政策
 • 创新发展和信息技术
 • 宏观经济预测和监管
 • 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和投资促进
 • 自然利用生态学和环境保护
 • 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 系统分析和信息处理方法
 • 语言的范畴和认知
 • 冶金铸造行业新技术
 • 新金属和复合材料及其生产技术

奖学金和资助金

所有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名额范围内上大学的外国
公费生、在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免费
上学。每个月获得奖学金（不管学
习成绩如何在整个学习期间内学生
获得奖学金）

 • 贝加尔湖国立大学指名奖学金
 • 市、地方和联邦奖学金
 • 伊尔库茨克州政府、俄罗斯联邦国家青年事务
署、“贝加尔湖”国际论坛、以及在“聪明人”
和“起点”创新促进基金计划范围内的资助

招生委员会
执行秘书
奥尔加·彭齐纳（Olga Penzina）
  +7 3952 5-0000-5(从8：00 到22：00 小时)
  priem@bgu.ru
  priem.bgu.ru
    伊尔库茨克市、列宁街11、楼4、102室

外国公民名额

2021年招生活动

开始接收文件
文件接收结束

面授和函授形式 函授

预算名额
6月20日

7月10日 9月3日

付费名额 8月30日 9月30日

外国公民入学规则

来自独联体 
国家和邻国

来自非独联体国家

法医学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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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贝加尔国立大学

双证学习计划

 俄中双证学习计划
语言学、经济学、贸易、管理
 • 沈阳理工大学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满洲俄语学院

 俄罗斯奥地利学习计划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
 • 维也纳应用科学大学

 俄法学习计划
学士 “世界经济”、硕士“国际金融”
 • 法国里维埃拉大学

 英语课程 
硕士
国际化管理、国际金融

最热门培训领域

 • 经济学
 • 国际关系
 • 语言学
 • 法学
 • 旅游
 • 新闻学
 • 贸易
 • 应用程序信息
 • 商业信息学
 • 管理

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创业之门”科学演讲会

国际系的“俄罗斯茶”活动

科学讲座

 • 歇洛克·福尔摩斯学校
 • 80天内环游世界
 • 创业之门

参与者以有趣的方式熟悉未来的职业和大学。 
演讲由大学主要教师主持，有时由学生自己主持。

在科学图书馆

预科系

为具有任何语言水平的外国公民设计综合俄语
培训计划 。
 • 短期课程：4-6个月
 • 长期计划：1-1、5-2年

夏季和冬季语言学校“贝加尔湖国立大学俄语课
程”

培训以俄语进行。课程由具有多年外国公民教学
经验的高素质教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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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贝加尔国立大学

国际协会

国外合作伙伴
>40所大学

 奥地利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德国  
 加拿大   中国   蒙古 
 法国   捷克语   日本

商业合作伙伴

俄罗斯和国际雇佣公司、伊尔库茨克州政府、海关、
内政部、财政部、经济发展部、卫生部门等。

 • 大学学生和毕业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
 • 制定和实施旨在促进就业的项目和计划
 • 与企业、组织、机构、就业服务、 
市政管理部门的互动
 • 年轻专家的适应
 • 就业有效性分析

该中心与大学的结构部门积极互动。所有新来的职
位空缺都会发送到相关部门，以通知学生。 
此外，所有职位空缺都发布在该中心的网站、 
VK 和 Instagram 上。

定期举行各种活动：培训、客座讲座、 
与招聘者在线会议。

1. 伊尔库茨克州政府
2. 海关服务
3. 卫生部
4. 联邦税务局
5. 伊尔库茨克州财政部

职业前景

俄罗斯和国际劳动力市场对贝加尔湖国立大学毕
业生的需求很大，多年来他们成功地在该地区的
领先工业企业、俄罗斯保险公司、银行、金融机构
工作。

1. 公司： 俄油、俄罗斯铁路、俄罗斯地质、俄铝

2. 企业：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能源公司、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 
伊尔库茨克航空厂——伊尔库特集团分公司、 
水管、地区商业评估机构、伊尔库茨克国际机场

3. 保险公司： SOGAZ、Alfa保险、储蓄银行生命保
险、国家对外保险公司、RESO-保障、俄罗斯国家
保险、VSK、索格拉西叶、Capital Life生命保险

4. 俄罗斯银行： 储蓄银行、VTB、俄气银行、 
ALFA-BANK、俄罗斯农业银行、奥特克雷季叶、 
赖夫艾森银行

5. 金融机构： 矿业金融公司、“A”投资俱乐
部、FINAM-伊尔库茨克、金融专家、 
BCS Premier伊尔库茨克分公司、开放经纪人

区域就业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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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贝加尔国立大学

基础设施

 • 位于伊尔库茨克历史中心的现代校园
 • 4栋舒适的宿舍
 • 自己的电影院和“艺术”文化休闲中心
 • 10 种科学期刊、出版社
 • 媒体中心、电视演播室
 • 拥有独特藏书量的大学图书馆>10亿种出版物
 • 运动综合场

创意中心

 • “奥尔费翁”合唱团、“Nota Bene”
 • “即兴”吉他手合奏
 • “Drive-Dance”现代舞集体
 • 业余歌曲俱乐部、“库杰瑟”民俗合唱团、 
“弗拉门戈”西班牙舞蹈工作室
 • “Alegea”业余歌曲俱乐部
 • “舞蹈剧院”编舞组
 • “凤凰”诗歌爱好者俱乐部

景点

 • 130街区，其中包括几十座城市建筑和历史古迹
 • 伊尔库茨克奥赫洛普科夫戏剧院
 • 伊尔库茨克州苏卡切夫艺术博物馆
 • 伊尔库茨克地方文化博物馆
 • 莫斯科门
 • 安加拉河的上下堤防

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学生城由位于
城市不同地区的四个设备齐全的
舒适宿舍组成。

贝加尔湖国立 
大学宿舍电影

“艺术”电影院

韩国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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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贝加尔国立大学

齐齐，中国。贝加尔湖国立
大学国际学院学士毕业生，
专业为“对外俄语”

在我们“语言学”组有11名来自中国的学生。 
所有学生都顺利完成学业，有四个人获得了优
秀毕业证包括我在内。

2020年，我成为了年度“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年
度外国学生”竞赛获胜者，直到今天仍然非常高
兴，因为这是双重成就——成为在与中国不同
的文化、语言、心态和传统的国家中的获胜者。

非常感谢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国际学院的所有老
师，为他们所给我们的知识。我们都怀念贝加尔
湖国立大学，想念我们在伊尔库茨克的学生生
活！祝大学成功繁荣，祝老师们健康快乐！

卡马拉·伊布拉吉马·索里，
几内亚。贝加尔湖国立大学
国际学院硕士毕业生，专业
为“对外俄语教学理论和方法”

我来到俄罗斯在贝加尔湖国立大学继续硕士“
语言学”方向的学习。首先，我必须在预科系接
受培训才能学习俄语，然后我成为了硕士生。

我选择贝加尔湖国立大学，是因为它在伊尔库
茨克市的大学中评级很高。其次，在大学里， 
我对各个方面的教育质量印象很深刻。

我正在认真考虑考入贝加尔湖国立大学的研究
生院，这将使我成为祖国独一无二的高级专家！

尤莉娅 ·克罗恩普，德国，波茨坦大学，硕士生。“GoEast奖学金”计划下的贝加尔
湖国立大学实习生

2019年，为了继续我的学业，我来到俄罗斯位于美丽伊尔库茨克市的贝加尔湖国
立大学。我选择贝加尔湖国立大学是因为我从德语老师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这座城市和大学的好评。

我想提高我的俄语知识，因此在第一学期我参加了许多不同的课程：实用俄语、语言学入门和许多其
他学科。贝加尔湖国立大学国际学院的氛围非常好：所有学生和老师都友好、开放，随时准备帮助解
决任何问题。我很高兴我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与母语者一起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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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库茨克国立科
研技术大学 

在找现代俄罗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 
学习时可实习、有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团结友好
环境的大学吗？
上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吧。在这里您不
仅获得深刻专业知识、也是所需要的找工作时提
供优势的软硬技能。

12
所学院

200
个学习计划

800
名来自俄罗斯、
美国、澳大利

亚、中国、印度
的老师

> 100
个培训和研 
究实验室

80
所外国大 
学合作

18、000
名学生

14
项英语学 
习计划

1、500
名来自40个世
界国家的外国

学生

2、800

伊尔库茨克国立技
术大学外国学生

提交申请

 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州, 伊尔库茨克

13在俄罗斯
389世界上

及时申请

 • 直到8月20日、英语学习计划和预科系
 • 直到7月20日、俄语学习计划

奥林匹克竞赛、网络研讨会、大师班和测验的公告

在2021年招生运动的框架内，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
技术大学为外国招生组织活动。

  instagram.com/admission_inrtu
  fb.com/inrtu.study.in.russia
  www.eng.istu.edu

为独联体公民提

供2,800个公费
名额

116hedclub.com

https://youtu.be/BKaymZvXMO8
http://www.istu.edu/apply
https://www.eng.istu.edu/


俄罗斯大学。伊尔库茨克国立科研技术大学

教育水平 学士和专家学位 硕士 研究生

开始接收文件

预算名额 6月19日—7月14日 6月19日—8月9日
6月19日—8月10日

付费名额 6月19日—9月24日 6月19日—9月28日

2021年招生活动

外国公民招生委员会

    +7 395 240-52-15
      +7 902 543-09-41(Telegram, WhatsApp, Viber)
    admission@istu.edu
    664074，伊尔库茨克，莱蒙托夫街，83

号楼，I-203室

预科系

俄语教程,10個月
英语教程,10個月
俄语速成班,6個月

每年学费：
60、000—75、000卢布

入学考试： 
不进行

入学考试

本科 — 对外俄语*

硕士 — 主修考试
研究生 — 俄语、主修考试

*要参加公费名额竞赛，您必须通过3门考试： 
俄语、数学和一门专业科目。

每年学费

俄语课程：
本科90、000—154、000卢布
硕士102、000—209、000卢布
研究生113、000—214、000卢布

英语课程：
本科200、000—220、000卢布
硕士200、000—230、000卢布

折扣高达80%
基于入学考试结果的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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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伊尔库茨克国立科研技术大学

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渗透到商业领域。人工智能
在零售、金融、医疗保健、制造、物流和许多其他
行业有300多个潜在应用。

毕业生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可以担任以下职
位：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工程师、 
人工智能工程师、程序员。

在莫斯科的薪水从200、000卢布起， 
在国外则高出3-5倍。

几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一直是经济中最
赚钱的领域之一。毕业生可在各级工程技术岗
位工作。

俄罗斯总工程师的薪水从150、000卢布起， 
国外则高出3-4倍。

管理仍然是国际学生中最受欢迎的学习领域
之一。许多毕业生受雇于人力资源、项目管理、
营销、战略管理。其他毕业生开始并成功经营
自己的企业。

世界各地经理的平均薪水每月从2、000  
美元起。

人工智能学士学位课程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学士学位课程

“国际商务”学士学位课程

英语授课

俄语授课

英语授课每年200、000
盧布

每年133、000
盧布

每年200、000
盧布

“人工智能”

“国际商务”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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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伊尔库茨克国立科研技术大学

职业前景
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与行业合作伙伴密
切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后续就业的机会。合作
伙伴包括大型俄罗斯公司：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
Rusal、Rosneft、Gazpromdobycha、Irkutskenergo
、Irkutsk Oil Company，以及国际公司：Polymetal 
International PLC、Schlumberger、英国石油公司、
哈里伯顿公司等。

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实施“专业开始”计划，这意味
着与3-5年级的学生签订固定期限的雇佣合同。每
个计划参与者都分配了一名导师。诺里尔斯克镍
业公司的管理层支付交通和住房费用。根据实践结
果，学生获得认证。该项目的导师为未来的专家提
供选择学年和毕业论文材料的帮助。

Verkhnechonskneftegaz俄石油的子公司正在
为新来者实施一项三年的发展计划。当员工获得年
轻专家的地位时，公司就承担了他全面发展的义
务。为员工分配了一名导师，在整个计划中陪伴他，
从事他的适应和专业发展。

Schlumberger邀请矿工、地球物理学家、司钻、机
械技术人员、自然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到各个地区和
国家工作。年轻的专家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他们的
职业生涯，他们被邀请接受包括英语在内的培训，
通过考试并升一级。

每升一级，工资就会增加。石油服务公司支付专家
往返工作地点的飞行费用，提供住宿和优惠膳食。
每两年一次，这些人员将获得前往俄罗斯任何地方
的旅费补偿。此外，该公司准备在购买房屋时提供
财务支持。

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学生在 
Polyus Magadan公司实习

En+Group是领先的铝和可再生
电力生产商，在 IT 学院项目的框
架内为专门从事信息技术的伊
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学

生进行培训。培训顺利完成后，毕业生将有保障在
En+Group能源和冶金领域的企业就业。

培训侧重于获得实践经验：旨在解决En+Group企
业生产问题和兼职工作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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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伊尔库茨克国立科研技术大学

热门专业

双证学习计划
英语 

本科
 • “可持续创新经济”, “财政和税收” 
山东理工大学、中国 

硕士
 • “可再生能源”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波蘭 

 • “数字技术、网络和大数据” 
蒙古科技大学、蒙古 

俄语学习计划
 • “MBA：国际商务中的经济与管理”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白俄羅斯 

 英语课程

 • 生物工艺学
 • 人工智能与IT
 • 信息安全
 •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 应用地质学
 • 艺术处理技术
 • 经济学
 • 管理学
 • 新闻学

 • 建筑学
 • 建筑工程
 • 设计
 • 机器制造业
 • 飞机制造业
 • 机器人技术
 • 热能与电力工程
 • 化学技术
 • 冶金工业
 • 创新理论

硕士
 •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
智能
 • 企业信息系统
 • 全球治理和领导
 • 数字电源行业
 • 可再生能源
 • 矿产利用中的信息
技术

本科
 • 电力工业的现代技术
 • 可持续创新经济
 • 国际商务
 • 新闻和媒体传播
 •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
 • 财政和税收
 • 生态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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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伊尔库茨克国立科研技术大学

奥尔吉·奥布姆涅梅·金格斯利, 尼日利亚

当我发现自己被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录取时，我如登天堂。它满足了我的期望：高素
质、热情教师、美丽的校园、优质的教育和好朋
友——我在这里找到了这一切。

我在这所大学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它教会了我
远远超出书本知识的东西，并帮助我开阔了视
野。这里不仅举办各种技术测验和比赛，还举办
许多课外活动。校园里有许多不同的学生，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互相交流和学习。

鼓励学生采取主动并磨练他们的领导技能， 
以学习如何应对校外世界的挑战。得益于现代
实验室设备和各种软件、图书馆，学生可以轻松
访问任何教材。

课程很复杂，但信息量很大，因此我们在进入
竞争激烈的市场时不会迷失方向。总的来说，
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为每个学生提
供了他一生所需要的东西。我很自豪能成为这
所大学的学生！

巴特格列尔·明茹乌尔，蒙古。“数字技术、网络
和大数据”硕士生。

我喜欢在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学习，
因为它提供了获取新知识的绝佳机会。

各种教育模块使我能够了解信息技术的许多领
域并将我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我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好同学，我们喜欢共度时
光。老师们也给我们补习，对需要帮助的学生非
常热情。我非常感谢伊尔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
大学的每个人。

扎达恩本 巴特-埃尔代内，1989年毕业于伊尔
库茨克国立研究技术大学，获得汽车工程师学
位。蒙古国道路交通发展部部长

感谢伊尔库茨克、我的大学、我的老师和同学，
我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西伯利亚人。在这里， 
我们被培养为诚实、豁达、勤奋和坚持实现我们
的目标。衷心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伊尔库茨克大学的毕业生在蒙古的任何领域都
受到高度尊重。

广告

 外国人眼中的
伊尔库茨克国立研
究技术大学

 伊尔库茨克国
立研究技术大学第

一印象

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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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01+

10

  vk.com/politexvoronezh
  facebook.com/groups/1149348761878238
  instagram.com/vgtu_official
  twitter.com/VSTUnews
  t.me/VSTU_today

一个大型的科学和教育、创新、技术和文化中心， 
是俄罗斯工程技术领域的领先大学之一。
成立于1956年。

10
个系

10
项专家学习计划

20、000
名学生

1
所学院

110
项硕士学习计划

> 800
来自世界68个国

家的学生

1
家分校1鲍里索
格列布斯克

48
项学士学习计划

17
项研究生学习计划

沃罗涅日国
立技术大学

每年学费
109、670—215、730卢布

 俄罗斯, 沃罗涅日州, 沃罗涅日

沃罗涅日国立 
技术大学的评级

34在俄罗斯 66在俄罗斯

开门日

新生日

前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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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_vstu

俄罗斯大学。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

11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 100
科学实验室

31
个科学专业

科学

2021年招生活动

从6月15日——为中等职业教育专业
从6月20日——为学士和专家计划
从6月14日——为硕士计划

入学程序规定了入学考试的通过。

招生委员会

  edu.vstu@yandex.ru
  +7 962 325-80-00

建筑学系的绘画课

国际母语日

外国公民入学须知

优先研究领域

 • 新材料和涂层
 • 资源节能技术
 • 生态。废物处理、水净化新技术
 • 经济适用房、建筑技术和公用事业。用复合材料
和有机材料建造廉价住房的技术。热泵
 • 电子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微型机器人，创造独特
的电子设备
 • 运输技术和道路建设。道路建设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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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

职业前景

沃罗涅日州是俄罗斯最发达的工业中心之一。

大学与该地区最大企业的合作为外国学生提供了
以下机会：
 • 提高生产环境中的专业技能
 • 参与实际项目和开发
 • 学生成为专业
 • 职业就业

企业主要专家：
 • 参与授课
 • 是毕业论文设计的导师和顾问
 • 参与国家认证委员会的工作

该大学专注于培养俄罗斯和外国领先高科技公司
所需的能力。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毕业生成功地在建筑、 
施工、工程、电气和其他行业的各个领域工作， 
展示自己作为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和优秀的组织者。

在不同年份的毕业生中，有工业企业的科技、 
工程和管理方面的杰出人物，政府机构负责人。

就业——
98%以上的毕业生

实验室施工实训

在企业实习

“建筑工程师”测试设备大师班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是多个国际教育协会的
成员，包括欧洲建筑大学协会(AECEF)、国际建
筑大学协会和俄罗斯-阿塞拜疆大学协会。

鲍里索夫教授命名的集体使用中心——是该大学的
科学结构单元。使用世界一流的高科技设备在主要
科学领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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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

“Quadra”游览

成就展示

最受欢迎的专业和培训领域

 • 建筑学
 • 施工
 • 独特的建筑物和结构物建造
 •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 信息系统和技术
 • 设计
 • 化学技术
 • 电力和电气工程

国际教育

 • “节能生命周期建筑”英语硕士课程
 • 热那亚大学城市建筑和结构物工程修复双证课程

国际合作

 • 在捷克共和国的机械工程企业 
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实习机会 
 • 参加阿塞拜疆建筑与施工工程大学的冬 
季学校 
 • 为孟加拉国达夫福季尔国际大学的学生举办 
在线讲座 
 • 与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合作的公关冬季 
学校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的主要外国合作伙伴公
司之一是德国Helling公司。在合作协议框架
内，在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无损检测培训示范
中心，设备由Helling公司提供的，设立纳撒内
尔·瑞斯（Helling公司总裁）为大学最优秀学生
的个人奖学金。

与来自28个国家的51所外国大学和组织合作

 • 意大利热那亚大学 
 • 希腊克里特科技大学 
 • 安集延州巴布尔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 
 • 塞尔维亚巴尼亚卢卡大学 
 • 保加利亚国民和世界经济大学 
 • 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马来西亚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的管理层非常重视毕业生

的职业前途。为了帮助他们在毕业后适应劳动力市
场，大学每年都会批准一个委员会来促进年轻专家
的就业。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教育和方法管理部的就业
援助和组织学生实践部与毕业生一起组织潜在雇
主与各个专业领域学生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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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

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西瓜节

学生春

诺鲁孜节庆祝

新生中智力比赛杯

适应

来自以下国家的学生在沃罗涅日国立技 
术大学学习：
 • 邻近国家 
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阿布哈兹、阿塞拜疆
 • 远海外 
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阿富汗、 
尼泊尔、赞比亚、科特迪瓦、叙利亚、越南、埃及、
阿尔及利亚

“交流领域”跨文化交流中心

 • 俄语课程
 • 跨文化交际中的礼仪规则
 • 创意实验室
 • 科研实验室
 • 俄罗斯文化史
 • 俄罗斯法律基础
 • 俄罗斯法律、教育咨询

活动

 • 国际母语节日
 • “学生领袖”竞赛旨在识别和支持积极和有才华
的青年
 • 外国学生团队之间的迷你足球赛“友谊杯”
 • 参与志愿者运动
 • 世界技能系统
 • 非洲日、诺鲁孜节传统庆祝活动

国际学生预科系

 • 俄语培训
 • 适应援助
 • 融入文化环境
 • 工程技术和技术方向教育计划的培训
 • 咨询和方法支持

学费72、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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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

玛丽娅·卢戈弗丝卡亚，摩尔多瓦

在选择大学时，我以学习后的开放前景以及我
将获得并可以在未来职业生涯中使用的技能
为指导。现在我已经上五年级了，在一家建筑
公司工作。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是朋友推荐
给我的。

起初并不容易，但老师们一直支持我们。除了
教育计划之外，他们还分享了职业生涯的经验， 
并以个人经历为例解释了实际问题。

温·普汉加武特赫，柬埔寨

自从我小时候听到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加加林
的故事后，就想在俄罗斯学习。长期学习物理学
和数学，然后去了沃罗涅日。

在国外学习并不容易，这是真的。但我喜欢我们
的大学，正是因为它对待外国学生的态度——
我们随时可以获得帮助。我很快就习惯了， 
甚至以我的专业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我有了
实践经验并设计建筑，但未来我希望开自己的
公司。

恩杰福赫·埃布卡·恩托尼，尼日利亚 

在我的第一个教育中，我是一名建筑师， 
我还决定在沃罗涅日国立技术大学获得工程
师的资格。

起初我不确定我会在俄罗斯呆很长时间。一种
全新的体验，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建筑行业
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我来说变成了一
种职业挑战。现在在我的实践中，我可以比较来
自不同国家的构建解决方案并选择最佳策略。
我热爱我的职业，为了获得新的体验，我准备
免费参与项目。

蓬三南，柬埔寨

我国和俄罗斯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在沃罗涅
日国立技术大学，老师们提供了大量理论知识，
并始终努力引导我们走上创造力的道路。 
当我为一个真实的客户做我的第一个项目时，
我感到责任重大，但一切顺利。现在我想找到自
己独特的、作者的风格，让人们认出我的建筑。
我喜欢模糊新旧之间的界限。尊重该地区的历
史和自然是我的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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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kchgu
  instagram.com/kchgu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卡拉
恰伊-切尔克斯的教育、科学、文化中心、有助于保
护该地区人民的历史遗产、民族特点、语言、加强民
族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培训广泛资格的专家：
除了主要专业外、学生还获得额外的专业。成立于
1938年。

2
所学院

32
项硕士学习计划

2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8
个系

14
项研究生 
学习计划

>200
个合作组织

44
项学士学习计划

12
个科学专业

>6、000
学生、其中>来
自13世界国家
的1000学生

 卡拉恰伊-切尔
克斯阿利叶夫国立

大学频道

 介绍卡拉恰伊-
切尔克斯阿利叶夫
国立大学视频

 卡拉恰伊-切尔
克斯阿利叶夫国立
大学科学日

每年学费
全日制教育

本科82、800—155、400卢布
硕士134、700卢布

函授
本科31、000—62、100卢布

硕士62、100卢布

杰出的外国学生每月可获得高达 
10、000卢布的奖学金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
利叶夫国立大学

 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卡拉恰耶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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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

所学院

 • 语言学
 • 文化艺术

个系

 • 物理和数学
 • 教学法
 • 历史
 • 自然地理
 • 体育
 • 心理学和社会工作
 • 经济与管理
 • 专家高级培训和专业再培训

外国招生

招生委员会

 +7 878 792-73-37
 priem.kom@mail.ru

教育水平 接收文件 入学考试

本科 6月20日-7月20日
对于参加内部考试的人

7月10日
对于那些参加创意或专业
方向考试的人

7月11-29日

硕士 6月20日-7月20日 7月21-30日

预算名额 全日制教育 函授 合计

本科 368 170 538

硕士 78 14 92

2021年招生活动

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
亚、白俄罗斯的外国公民一般可以申请
预算名额。

所有外国招生都可以申请付费名额。

科研实验室

 • 地质生态学和自然管理
 • 教育中的教学法和民族文化研究
 • 多语言和多文化教育 

主要科学学校

 • 高加索和突厥语言的理论、历史和类型学
 • 民族教育学
 • 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心理科学的理论和应用方面
 • 教师培训过程的教育和方法支持
 • 高加索人民的历史和文化

捷别尔达独特地质生态监测实验室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 山区的生物多样性
 • 山区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

网络硕士课程

 • 生态与自然管理，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监测”专业
 • 应用信息学， “经济活动的数学和信息支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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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

外国公民的额外项目

 • 对外俄语：互动形式的教育、远程技术、 
主题游览
 • “俄罗斯大学的社会文化、法律和交流环境” 
适应计划

培训是免费的

热门专业

 • 教学法
 • 心理学
 • 休闲地理和旅游
 • 新闻业
 • 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 经济学中的应用信息学
 • 国家和市政管理中的应用信息学
 • 外语   
 • 自然管理
 • 教育管理
 • 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术
 • 教育领域的创业
 • 教育辅导
 • 管理教育中的社会文化设计和创意活动
 • 装饰和应用艺术
 • 环境设计

基础设施

 • 4座教育建筑、教育和实验室建筑
 • 2栋舒适的宿舍
 • 考古博物馆
 • 阿巴扎、诺盖、切尔克斯、斯拉夫和卡拉恰耶夫斯
克文化中心
 • 教科文组织教席分会（科学方向——多语言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
 • 大型游戏室、2个健身房、摔跤馆、健身房
 • “捷别尔达”和“马哈尔”教育和娱乐基地，  
“阿尔黑兹”山地运动俱乐部
 • 驾驶学校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位于共和国度假区最美
丽的角落之一。它可以称为该地区的标志。

考古博物馆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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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

西捷克大学学生参加库班峡谷的历史和民族志之旅，他们在
学术交流框架内来到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

捷别尔达自然生物圈保护区——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
国立大学的合作伙伴

国外合作大学

 • 捷克共和国比尔森西捷克大学 
 • 土耳其埃尔西耶斯大学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艾丁大学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是俄罗斯联
邦在德俄国际体育合作框架内的“攀岩”、 
“山地旅游”和“登山”领域的基础大学。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的毕业生

 • 科学家、公众和国家人物、尊敬的教师、校长、 
人民代表、学校和大学教科书的作者、 
市辖区负责人、部委雇员
 • 俄罗斯联邦诗人、作家、文化艺术工作者、 
著名记者、流行歌手、艺术家联盟成员、著名设计
师、景观设计师
 • 档案员、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物理学家、数学家、程序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
者、总会计师、旅游公司员工、酒店业务代表
 • 荣誉教练，世界和欧洲锦标赛、世界大学生大学
生运动会和俄罗斯锦标赛的冠军

毕业后90%的外国学生第一年在国内就职于
自己的专业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学生和毕业
生就业援助中心

 • 与雇主合作
 • 协助毕业生就业和学生临时就业
 • 为学生组织关于就业问题和适应劳动力市场的
额外培训
 • 协助形成个人教育轨迹和作品集，确认毕业生的
专业能力
 • 举办招聘会、专业介绍、职业日

商业合作伙伴

为了与雇主积极互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
夫国立大学已与合作组织签订了约200项合作协
议。合作伙伴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最大的
基础研究中心和国家自然生物圈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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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

“马哈尔”山地运动俱乐部

 • 发展山地运动、极限旅游和健康旅游
 • 组织体育比赛和旅游活动
 • 为共和国旅游和体育产业培训有竞争力的
登山经理和登山向导

 vk.com/arhyzclub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学生委员会
实施科学和社会项目，让学生生活丰富多彩， 
帮助新生适应新环境。

活动

 • 全俄比赛“年轻一代”
 • 全俄青年教育论坛“Seliger”和“Caspian”
 • 全俄社会项目学生论坛
 • 北高加索青年论坛“马舒克”
 • 高加索运动会
 • 俄罗斯南部科学节
 • 科学日
 • “我是新生”节日
 • 智力比赛
 • “高级美食”美食节
 • 土库曼斯坦中立日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学生国际俱乐部

“绍赫卢克-友谊”学生民族合奏团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项目“勇敢之路：从厄尔
布鲁士到英吉利海峡”。参会者访问了9个国家，在卡拉恰耶夫
斯克、莫斯科、德累斯顿、卢森堡、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的广
场举行了活动

上海合作组织中金砖五国学生之春

“马哈尔”山地运动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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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叶夫国立大学

沙穆哈姆梅特·帕希厄叶夫，土库曼斯坦。物理
与数学学院学生，俄罗斯国家“年度最佳学生”
奖获得者

从第一年开始，我就一头扎进了学生生活。我
学习好，写科学文章，获得较高的学术奖学金，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几年来我领导物理和数学
的学生自治机关。我是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主席， 
也是大学智力比赛的成员。

每天我都会为自己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相信，
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取得很多成就，朝着我为自
己设定的目标前进。未来有很多计划。但我可以
肯定的一件事是——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
利叶夫国立大学学习期间，我所获得的一切都
不能被高估，我将永远感谢我的母校提供的知
识、经验和自我发展的机会。

安娜·奇特伍德，美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利
叶夫国立大学语言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从小就被外语的学习所吸引，梦想着去欧洲， 
见识一下俄罗斯。我考上了卡拉恰伊-切尔克斯
阿利叶夫国立大学的英语硕士课程主要是因为
我欣赏美丽的山脉，壮丽的自然，良好的气候和
成功的旅游业。这些都应有助于促进需要合格
的同声翻译的高水平旅行服务的发展。在老师
和大学行政部门的支持下，我创建了“山间英语
周末”项目，其中有计划在旅游、翻译活动领域
工作的学生以及寻求提高国际交流水平的学生
与母语人士沟通并获得沟通技巧。

亚尔卡普·卡瑟莫夫，土库曼斯坦。自然地理学院学生， “卡拉库姆”舞蹈团创始人，全俄罗斯和地区比
赛的获奖者

成立“卡拉库姆”乐团的决定是在我第一年的时候做出的。我想念我的祖国、传统和文化。和我的同胞
交流，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所以这个想法出现了——为年轻人建立一个圈，在那里我们可以聚集在
一起，想起土库曼斯坦，向当地居民展示我们祖国的文化。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学领导的支持，并决定
成立一个编舞合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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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siberianfederal
  instagram.com/sfuniversity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22
所学院

208
项学士学习

计划

100
项研究生学习

计划

159
个科学实验室

3
所大型科学

学校

40
项专家学习

计划

37
项博士学习

计划

21
个创新企业

4、500
名学生按配额

学习

60
所科学与教育

学校

265
项硕士学习

计划

> 500
项科学和研究

项目

30、000
学生、其中>来
自50世界国家
的900学生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是乌拉尔以外最大的大学。 
成立于2006年，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5个领先教育
机构合并而成。这一事实解释了各种课程和教育服
务的多样化，包括在餐厅管理高等院学习的机会。 
大学校园位于市内5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培训校
区和宿舍。

每年学费

本科149、720—203、770卢布
俄语硕士160、320—217、730卢布
英语硕士250、000—260、000卢布
研究生190、760—198、010卢布

就俄罗斯政府学生名额而言，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在俄罗斯大学
中排名第二。

前15 世界上最好的 

1、000所大学
16

雇主对毕业生的需求

 开门日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克拉斯诺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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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com/siberianfederal
  instagram.com/sibfu_world
  vk.com/internationalsibfu
  twitter.com/SibFUniversity
  t.me/s/SibFU_admission

与外国招生合作部

 +7 391 206-27-79
 admission@sfu-kras.ru

俄罗斯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虚拟参观

2021年招生活动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虚拟参观

 《关于西伯利亚
联邦大学的全部真

相》电影

给西伯利亚联邦大
学招生的信息

给外国公民的信息  西伯利亚联邦
大学国际学生介
绍校园

教育水平 开始接收文件 入学考试

本科 6月20日-8月6日 6月25日-8月16日

硕士 6月20日-8月6日 8月1-8日

研究生 7月1-30日 8月2-6日

全日制入学考试以笔试的形式进行。远程入学考试以计算机测
试的形式而进行。

热门专业

 • 语言学
 • 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 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
 • 数字智能控制系统
 • 炼油和石化
 • 生物工程
 • 银行业

对外俄语

专业： 人文、自然科学、经济、工程和技术

参与俄罗斯俱乐部的工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周
边观光旅游，斯托尔比保护区，剧院和圣诞树装
饰工厂之旅，以及参加其他文化和教育活动。

预科系结业证书，有机会在西伯利亚外国公民培
训和测试区域中心的通过俄语水平考试。

一年课程
九月至八月150、000卢布

暑期课程
7月1日-8月31日40、000卢布

外国学生预科部

 +7 391 206-27-82
 preadmissionrfl@sfu-kras.ru

对外俄语系

 +7 391 206-27-36,206-27-83
 rusinyaz@sfu-kras.ru

韦列妮奇·塔季娅娜·康斯坦丁诺夫娜

(Verenich Tatyana Konstantinovna)

135 hedclub.com

http://about.sfu-kras.ru/campus/vt
https://youtu.be/2xICAx3hS14
http://international.sfu-kras.ru/education
https://youtu.be/gtIvEBtJ5h4
http://structure.sfu-kras.ru/node/2740
https://admissions.sfu-kras.ru/


俄罗斯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国际实验室

 • 生物发光技术
 • 新材料生物技术
 • “Sib-Lab”全球气候变化
 • 基因组研究
 • 复杂分析和微分方程

 英语课程
硕士

 • 石油化工与炼油
 • 数字智能控制系统
 • 数据科学和数学建模
 • 银行业
 • 生物工程

奖学金

 • 秋季和冬季举办的两项主要奖学金竞赛是 
Open Doors Olympiad和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学金
 • Open Doors Olympiad的获胜者有资格获得俄
罗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硕士或博士课程的录
取名额
 • 国家奖学金包括：所选专业整个时期的免费教
育；每月奖学金（在整个学习期间，无论成绩如
何）；提供宿舍（如果大学有自己的宿舍）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生涯中心

 • 就业问题和劳动力市场对某些专业需求向学生、
毕业生及其父母提供咨询
 • 根据收到的专业促进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毕业生
就业和学生假期临时就业
 • 举办招聘会、职业日、雇佣公司的个人介绍、 
大师班、培训研讨会
 • 形成毕业生、求职者、雇主、 
空缺职位列表的数据库

  +7 391 246-99-41
  skarelina@sfu-kras.ru
  career.sfu-kras.ru
  vk.com/careerist_sfu
  t.me/career_lift

教研室课程 油气所初级炼油实验室班

韦尼阿明·索科洛夫物理和数学科学博士的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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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伙伴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培养符合智力要求和世界标
准的高素质专家，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
力。毕业生可以在俄罗斯的任何地区工作， 
包括在北方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就业机会

本科

硕士

“INSTITUT PAUL BOCUSE 高等美食学校”
俄罗斯唯一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项目， 
为酒店业的专业人士提供高等教育。

《数据分析与数学建模》
学生获得数学建模和分析领域的基础知识，在学习
过程中使用先进技术并提高建模和编程技能。

“导师”
一个独特的，俄罗斯第一个培训通用专家的计划，
该计划能够与各种类型的学生和小学生一起工
作——从学龄前儿童到老年人。

《数字智能控制系统》
基于现代微处理器、微控制器和可编程集成电路
（FPGA、PLD、SoC）的嵌入式智能控制系统开发培
训。在培训过程中，学生获得使他们能够在高专业水
平上进行智能嵌入式控制系统开发全周期的技能。

《石油化工与炼油》
毕业生可以在 Rosneft、Gazpromneft 等多家公司
的最大炼油厂和石化厂之一任职。在西伯利亚联邦
大学教师、炼油厂专家和国际商务培训师组成的高
素质团队的帮助下，学生将获得必要的专业技能和
能力，以在石油行业进一步发展。

“银行业”
该计划对那些希望在银行、专业金融机构和基金管
理、证券公司、跨国公司或企业财务管理和独立财
务咨询职位从事职业的人特别有价值。

《生物工程》
该计划下的大部分培训在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现代
化、设备齐全的生物发光生物技术实验室进行， 
该实验室由诺贝尔奖获得者 Osamu Shimomura 
教授领导。这是世界上从事生物体发光基础研究的
最强大的科学家团体之一。

毕业生可以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寻求职位，继
续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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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交际处

 • 邀请和签证
 • 移民登记

阿尼西弗洛娃·娜塔莉亚·阿纳托利耶芙娜
  +7 391 206-39-44

“BUDDY PROGRAM”辅导计划

 • 帮助外国学生和教育课程的听众适应大学和国
家的新情况
 • 参加在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校园和城市举办的文
化、体育和其他活动

学生文化中心

巴塔洛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csk@sfu-kras.ru
 +7 391 206-47-93
 vk.com/csk_sfu

外国人在俄罗斯上学独特电子准备课

 • 必备文件和物品清单
 • 有关迁移规则、天气、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 宿舍等简要信息
 • 培训完成后进行强制性迷你测试、以保证
 • 内容的掌握

该课程有俄语英语中文和阿拉伯语版
     

外国公民社会文化适应部
叶戈罗娃·索非亚·亚历山大罗夫娜
(Egorova Sofia Aleksandrovna)
 oska@sfu-kras.ru
 +7 391 206-26-67
 +7 902 966-13-60
 vk.com/internationalsibfu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校园是城中之城—— 
24座教育楼和30 栋宿舍
语言中心、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
84个运动小组、体育场、迷您高尔夫球场、 
电子竞技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学院青年中心、 
人民友谊中心、文学社、合唱团、摇滚社、 
智力比赛联盟 创意团队

 • 智力联盟
 • 弹唱诗人俱乐部
 • 声乐工作室
 • 摇滚俱乐部
 • 剧团
 • 舞蹈团体
 • 器乐俱乐部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里亚特民族文化自治区“Altan-Gerel”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女子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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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曼努埃尔·戈麦斯·佩纳多，西班牙

我与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有一次我来这里交换了一个学期，并意识到这
是我的地方。大学里有一个西班牙语语言中心，
他们在那里为我们提供一切帮助：从文书工作
到解决日常问题。我在这里感觉很好：西伯利亚
联邦大学校园是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喜欢
的地方。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去游泳池，在森林
里散步——它就在大学旁边。

我学俄语学了五年。一开始很困难。我不明白
什么是“通过”，“成绩单”，“免考”是什么意思，
但现场交流是填补空白的最佳方式。每天我都
在学习新单词，写下我在街上听到的表达方式， 
并对用俄语表达想法的多样性感到惊讶。

现在我正在完成我的硕士学位，并想留在俄罗
斯——不是在被游客宠坏的莫斯科，而是在这
里，在平静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在西伯利亚
联邦大学担任老师。

塞巴斯蒂安·萨季瓦，哥伦比亚

二十岁时，我意识到我想彻底改变我的生活：
搬到另一个国家，在国外接受教育，更多地了
解另一种文化。我选择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并非
偶然，我想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西伯利亚联
邦大学。外国人通常将俄罗斯与寒冷的天气和
熊联系在一起。是的，这里很冷，但大自然很美！ 
我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

起初，俄罗斯使我对其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 
但我认为就是好人让我爱上了这个国家。来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我研究了俄罗斯的文化
和传统，进行了一种研究，以了解它是一个什么
样的民族——俄罗斯人。是的，他们很严肃， 
但这很正常，在这样的天气里，很少有人能一直
微笑。尽管如此，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友好的学
生环境中，老师、同学和路人总是试图提供帮
助。我在这里交到了很好的朋友。

原来我选择的学习方向没有英语授课，所以我
学习了俄语课程。学习中并没有语言障碍：老师
们说得很清楚，明白我是小组中唯一的外国人。
俄语是一门美丽而难懂的语言，但俄罗斯是一
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您决定来这里，您需
要学习说俄语。

广告

校园里的外国学生：“格列米亚恰亚·格里瓦”生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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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杰尔查文坦
波夫国大学

选择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您就选择了提供个
人自我实现、职业成功和富有成效的专业活动的
教育。

它是该地区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成立于1918年。

8
所学院

40
所领先的 
科学学校

4
个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

> 150
个教育项目

4
个系

4
所科研大学

14
种科学期刊

13、000
名学生

1
个军事训练中心

75
个研究中心 
和实验室

5
名俄罗斯联 
邦荣誉科学家

2、800
来自世界 

67个国家的学生

73«国际化»

每年学费

本科——159、000卢布
专家——159、000卢布
硕士——159、000卢布

临床医学研究科——189、000卢布
研究生——164、000卢布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校长斯特罗莫夫会见外国学生

  +7475272-34-34
  post@tsutmb.ru
  international@tsutmb.ru
  tsutmb.ru

 俄罗斯, 坦波夫地区, 坦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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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国际合作
与全球34个国家的合作伙伴签订了

132份合作协议

双证学习计划

 • 2+2格式的“语言学” 
（专业“俄罗斯语言和跨文化交流”） 
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 

 • 3+1格式的“经济”（专业“金融和信用”） 
和“旅游业”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经济管理学院 

学术交流项目

 • 国际斯拉夫大学“Gavrilo Romanovich 
Derzhavin”，北马其顿 
 • 卢森堡大学，卢森堡 
 • 中国海南大学 
 • 捷克共和国卡洛夫大学 

从6月18日开始
 • 招生活动
 • 入学阶段
 • 入学期限 

2021年招生活动

入学考试
 • 全日制
 • 在线——通过您的个人帐户进行测试

专业或创意方向的额外入 
学测试只能当场进行。

招生委员会

  +7 475 253-22-22
  abiturient@tsutmb.ru

>1,700 个预算名额

本科 / 专家 硕士 研究生

 • 44个学士学位培训领域和9个专业
 • 42个硕士学位培训领域
 • 18个研究生培训领域
 • 16个住院医师专业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外国毕业生

 英国   德国   卢森堡  
 北马其顿   巴勒斯坦   中国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捷克语  

 波兰   塞尔维亚   摩洛哥  
 突尼斯   越南   莫桑比克  
 吉尔吉斯斯坦   美国   法国  
 约旦   希腊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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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40个商业伙伴
受欢迎专业

 • 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 生态和自然管理
 • 信息通信技术和通信系统
 • 临床心理学
 • 经济与管理
 • 社会学
 • 法学
 • 国际关系
 • 广告和公共关系
 • 服务
 • 旅游业
 • 新闻业
 • 师范教育
 • 语言学
 • 语文学
 • 体育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医学研究所被列入世
界卫生组织名单

医学生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科学实验室的课程

教育和实验室设施：专业实验室和教室、解剖博物
馆、教育博物馆的珍奇物品的收藏、认证和模拟中
心、“Doctor Profi”多学科临床中心。

医学教育

 • 医务   
 • 牙科 
 • 儿科
 • 16项临床医学研究科计划

医学院的外国学生

在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为来自印度的学生进
行 FMGE（外国医学毕业生考试）考试前准备。 
评估测试使具有外国医疗资格的印度公民有权在
其国家开展医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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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暑期和冬季学校

学校参与者在专业范围内扩展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深入学习俄语，熟悉该地区、俄罗斯文化、 
传统和历史。

“我说俄语”语言文化学校
 • 俄罗斯语言和文化课堂
 • 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课外研究
 • 坦波夫州博物馆游览
 • 主题之夜
 • 大师班

预科系

在预科学习可以让外国申请者掌握B1-B2级别的
俄语，适应俄罗斯的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 
并确定大学学习项目的选择

学习时间：1年

培训专业： 生物医学、人文、自然科学、经济。

费用：65,000卢布起

在线申请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申请入学的文件清单：
1. 护照，护照的公证翻译
2. 学历证明文件，证明书的公证翻译

填写招生申请表 在申请人个人 
账户中提交申请

教育文件必须在俄罗斯合法化和认可

语言文化暑期学校

活跃青年国际暑期学校“我们在多样性而统一”

143 hedclub.com

http://eng.tsutmb.ru/admission/how-to-apply.html
http://abiturient.tsutmb.ru/lichnyij-kabinet-abiturienta.html


俄罗斯大学。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基础设施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校园包括11栋宿舍， 
位置便利，靠近教育建筑、社会、文化和体育设施。
布置舒适的客房专为2-3人设计。
 • 11座教育建筑
 • 配备现代设备的科学实验室
 • 纳米中心
 • “杰尔查文”技术园
 • 该地区最大科学图书馆
 • “杰尔查文”出版社
 • “Profi 医生”大学诊所
 • 教育剧场
 • 博物馆和展览中心

适应

 • 外国学生的辅导、法律、心理支持
 • 社会文化和语言适应

运动

 • 体育宫
 • 运动休闲综合体
 • 健身中心
 • 溜冰场
 • 体育场
 • 游泳池
 • “加尔德姆”娱乐中心

出色事件日历

 • “杰尔查文大会”全校毕业晚会
 • “杰尔查文英里”田径越野赛
 • “杰尔查文滑雪痕迹”体育节
 • “年度人物”个人成就大赛
 • “学生之春”业余创意节
 •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民族文化” 
国际学生节

该大学最精彩和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学
生节“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民族文化日”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足球队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体育活动

>25个体育小组和俱乐部：
 • 夏季和冬季的全能项目
 • 男女排球
 • 男女篮球
 • 田径
 • 足球、啦啦队、电子竞技
 • 曲棍球

 杰尔查文坦波
夫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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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希科恩把·菲尔列蒙，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美
国，纽约）担任法律顾问

我于2016年毕业于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
获得法学学位。感谢高素质的教师，从第一步
开始，我就为改进和进一步的专业发展做好了
准备。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不断前进和发展。由于我
在俄罗斯接受的教育，我得以在美国继续我的
学业。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致力于全球水和
人权政策改革。

吴平，海南大学俄语系主任、教授

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
挥了决定性作用，我在这里读了研究生，2003
年我进行了论文答辩。

在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学习不仅扩大了我
的专业视野，而且使我获得沉浸在多元文化教
育环境中的重要经验，通过学习俄语、社会,  
科学体验科学和创造性自我丰富。

今天，我是中国一流大学之一海南大学俄语系
的负责人，并积极支持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
学与海南大学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互动。在我
看来，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大学值得高度评价，
因为它在不同国家和人民代表的相互理解和尊
重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了职业发展、个人发展
和获得跨文化接触技能的绝佳机会。德希夫·伊涅斯，突尼斯

我接受教育的第一阶段是杰尔查文坦波夫国立
大学。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普通医学”专业的
基础医学知识。在这里，我开始学习俄语，这对
我的专业活动有所帮助。我是莫斯科国立谢切
诺夫第一医科大学“心脏病学”专业的一年级研
究生。我可以用俄语与我的病人和我的同事顺
利交流。我交了很多俄罗斯朋友，他们成了我
的第二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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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com/togu_politen
  facebook.com/Politen
  instagram.com/togu_khabarovsk

96-97

太平洋国立大学 
5

所学院

8
项专家学习计划

> 100
教授

> 14、500
名学生

> 1、000
名外国学生

12
个系

87
项硕士学习计划

> 420
名副博士

> 100
项学士学习计划

33
项研究生学习

计划

> 120
名博士

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大学之一，该地区国际教育
领导者。培养广泛领域的专家：工程和技术、经济、
人文、社会学、建筑和设计、教育学和师范等。

成立于1958年。

 俄罗斯, 坦波夫地区, 坦波夫

每年学费

本科——178、000—210、000卢布
专家——172、000—230、000卢布
硕士——186、000—250、000卢布
研究生——220、000卢布

 太平洋国立大学
适合任何人的大学

 虚拟开放日

821世界上

2137世界上

86在俄罗斯
639
自然科学

731
技术科学 50 在俄罗斯

93在俄罗斯

146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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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太平洋国立大学

科学

 • >20所科学学校
 • 19个科研实验室
 • 11个教育和科学实验室
 • 5个科学和方法局
 • 17个研究和教育中心

小松培训中心

外国公民办公室

  studyatpnu@mail.ru 
独联体国家和邻国公民

  study@pnu.edu.ru 
海外公民

  +7 421 272-07-12
  哈巴罗夫斯克，太平街,136号楼,241室

入学规定和名额数

教育水平 学士和专家学位 硕士

开始接收文件

预算名额 除了配额 6月19日-7月16日 6月19日-8月23日

付费名额 6月19日-8月27日 6月19日-8月27日

入学考试

预算名额 除了配额 直到7月25日 直到8月27日

付费名额 直到8月30日 直到8月30日

2021年招生活动

必备文件

 • 入学申请
 • 外国护照复印件（翻译成俄文经公证）
 • 上次接受教育的文件复印件（带有经过公证的俄
语翻译/合法化标记/认可证书）

外国公民预算名额数

根据俄罗斯政府规定的配额，每年 >200个名额

>2021年为同胞和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公民与俄罗斯公民平等的基
础上提供1,700个名额

双证学习计划

本科
 • 管理 
中国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   
中国长春吉林建设大学 
 • 建筑学  
中国长春吉林建设大学 
 • 运输过程技术 
中国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 

硕士
 • 管理 
法国蒙彼利埃第二科学技术大学 

学习过程

147 hedclub.com

https://pnu.edu.ru/ru/applicant/info/rules/


俄罗斯大学。太平洋国立大学

基础设施

 • 两个校区的10 栋宿舍
 • 7座教育大楼和1座实验室大楼
 • 太平洋国立大学图书馆——藏书量160万本
 • 企业孵化器
 • 博物馆
 • “Politent 中心”购物和娱乐中心
 • 学生综合诊所
 • “小桦木”保养院
 • 游泳池、水疗中心 太平洋国立大学宿舍

“设计”专业外国学生
太平洋国立大学——莫斯科科学与实践会议的参与者

外国公民大学预科培训计划

科目： 俄语、科学演讲风格、专题

专业： 人文、经济、工程和技术、生物医学、自然科学

预算（配额）和合同名额入学。

全日制或远程学习方式。

学费136、000卢布

国际协会

国际暑期和冬季学校

科目： 俄语、经济学、生态学、实用装饰艺术
 • 课堂课程、大师班、实地课程
 • 文化和游览项目

持续时间1-4周

日本学生俄语冬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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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太平洋国立大学

太平洋国立大学毕业生

学习过程国际合作
92所国外合作大学

 • 学术交流项目
 • 双证项目
 • 国际奖学金和助学金
 • 夏季和冬季语言课程
 • 在国外实习

专业成长和职业支持中心

活动

 • 招聘会、会议展销会
 • 校友和公司介绍
 • 公司生涯日子
 • 参观企业和组织
 • 与公司经理和主要专家的职业指导会议
 • 教育计划、大师班、研讨会和培训

580+
每年580 

多个职位空缺

80 %
毕业生就业

> 360
场涉及雇 
主的活动

 关于学生和毕业
生职位空缺的新闻

“太平洋国立大学最佳毕业生”大赛

 • 展示自己的专业成就
 • 形成专业的作品集和有吸引力的简历
 • 向一群感兴趣的雇主介绍自己
 • 获得通过小组面试的经验
 • 获得真实的工作机会
 • 列入干部储备

毕业生实习项目 在俄罗斯工作： 
有用的信息和网站

合作
>300 合作雇主

地理： 哈巴罗夫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滨海边疆区、堪察加、库页岛、阿穆尔和马加丹地
区、楚科奇自治区、雅库特、布里亚特和俄罗斯其他
地区。

远东地区经济主导部门： 工业（采矿和加工）、林业、
建筑、运输和通讯、贸易和公共餐饮 。

社会文化领域： 教育、社会保障和消费者服务、 
科学、管理、住房和公共服务、银行业、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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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太平洋国立大学

外国毕业生协会

帮助与大学保持联系，作为交流经验的平台，
发挥毕业生的专业和创造潜力

  afg.pnu.edu.ru
  +7 421 237-52-65
 alumni@pnu.edu.ru

学生生活

 • 19个学生公共组织
 • 24个创意工作室
 • > 每年200 项教育和休闲活动
 • > 每年200 场体育赛事
 • 9个学生媒体
 • 25个运动项目
 • “友谊”国际俱乐部

“友谊”国际俱乐部

 • 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援助
 • 教育的国际化
 • 建立和加强不同国家学生之间的友好关系
 • 扩展有关不同国家的语言、历史和习俗的知识
 •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智力
 • 组建团队和协会以开发、讨论和实施他们自己的
项目

  pnu.edu.ru/ru/ic/pic
  vk.com/pnu_interclub
  instagram.com/pnu.interclub
  fb.com/pnu.interclub
  011098@pnu.edu.ru
  +7 421 222-43-79
  +7 914 429-05-63

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援助

学生友谊

国际繁荣

“世界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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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太平洋国立大学

泽维尔·弗朗索瓦·哈宾舒蒂，卢旺达

在家乡，我在理工学院担任计算机技术教师。
我被邀请参加研究生课程。我申请并被太平洋
州立大学选中。

起初我在工程组的预科系学习。我学了俄语、
演讲风格、数学、物理和俄罗斯地理。最难的是
学俄语。

在卢旺达，我们对俄罗斯知之甚少。仅知道它
是一个超级科技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五个
国家之一。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并不担心。我读
过关于这个国家的信息，知道警察在这里工作
得很好。如果您是合法来的，那么每个人都会
很高兴接待您。

俄罗斯的教育体系比我们存在的时间更长， 
所以更发达。这里教师有更多的升级的机会， 
有图书馆、实验室。这很棒。

马克，韩国。语言学、翻译
研究和跨文化传播学院

退伍后（韩国很多年轻人一二年级后就去服
役） ，我认真考虑过学俄语，找到了学生交流项
目。我从几所大学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

我对哈巴罗夫斯克一无所知，只知道那里有一条
阿穆尔河。而且，说实话，我比较害怕种族歧视。

不过我喜欢在哈巴罗夫斯克生活和学习。 
这里的人真的非常乐于助人。

艾哈迈迪·阿里·雷扎， 
阿富汗。经济与管理学院

选择一所大学，我访问了俄罗斯的许多城市， 
并选择了哈巴罗夫斯克太平洋国立大学。 
在这里，我是唯一来自阿富汗的学生，这促使我
结识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第一年我仅学了俄语，因为一点也不会说，连打
招呼都不会。现在我可以有自信地前往市中心，
毫无问题地进行交流。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数学，经济理论，哲学， 
但由于某种原因，根本没有信息学，不过它在我
未来的职业中是必要的。因此，我自己阅读和学
习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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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俄语
俄语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
多其他深受全世界喜爱的作家的语言。学习俄语
将帮助您轻松融入教育过程，在俄罗斯感到宾至
如归，结交新朋友，打开通向俄罗斯文化的广阔
世界的大门，并帮助您在专业上成长。

来自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喀山国立建筑工程
大学、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的专家介绍不同国
籍的学生在学习俄语时面临的困难，并为更好地
掌握俄语提出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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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 在俄罗斯家支持下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

抵达和适应

来到俄罗斯，学生首先面临与不会俄语或掌握俄语
能力差有关的问题。抵达后，学生通常会遇到高年
级学生——他们的同胞，他们会在开始分组学习之
前帮助完成所有组织活动。

然后国际教育项目学院院长办公室在任何问题上
为外国人提供各种支持。学生可以随时打电话或亲
自向院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请求，并就教育、
住宿、文件办理、高等教育计划的继续教育、医疗保
健、城市活动等方面进行咨询。

民族特色

俄语确实很难学。外国学生在面对诸如可变性、 
同义词、反义词、近音词、特定语言功能风格的词汇
使用以及正式/非正式等特点时会遇到困难。然而，
尽管困难重重，外国人在掌握俄语方面还是相当成
功的。

根据工作经验，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来自美国、 
印度尼西亚、卢旺达、尼日利亚等国的英语学生学
习俄语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犯的错误最少。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来说，俄语更难学。他们有
与元音相关的语音错误。例如，用“футбул” 
代替“футбол”，用“но”代替“ну”，用“рока ” 
代替“рука”，用“живот”代替“живет”。类似的
情况也出现在辅音发音：“бребодаватель”而不
是“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Шешня”而不是“Чечня”。

至于越南学生，由于俄语和越南语的差异，在语言
系统的各个层面都出现困难：语音、音位、句法、 
形态和词汇。

学习困难

大多数情况下，外国人在学习俄语时面临以下困难：
 • 字母表，即辅音Ж、Ш、Щ、Ч、Ц的读音 

元音的发音和使用（特别是对于说阿拉伯语的学生）

适应老师的声音，初级阶段对俄语母语者的误解

“软硬音符”的存在，“你、您、我们”单词中“ы” 
的发音

Yandex Translator 的错误翻译， 
歪曲了词素或短语的含义

语法，尤其是俄语的变格系统

带前缀的运动词：“войти ”-“выйти” 、“обойти”
、“перейти ”、“зайти”、“прийти-уйти”等

难以识别俄语的手写字母

母语的负面影响导致难以正确理解俄语的变
格系统、表达时间方式（на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за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через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

最困难的时期是大学学习的第一年。教育以俄语进
行，一般科学学科的学习与掌握俄语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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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的方法。我们的建议

 • 每天刻苦学习俄语
 • 对外俄语、音碟的各种培训计划
 • 在线平台：Moodle、Microsoft Teams
 • 中间测试（允许识别和系统化错误）、能力测试
 • 使用插图材料
 • 使用特定主题来练习，在课堂和自学中定期使用
语音练习
 • 口语练习
 • 对所学的材料持续测试

语言教学

在主题课程中，在教授语言时，会使用著名诗人的
诗歌，例如谢尔盖·叶赛宁《白桦树》、爱德华·阿萨
多夫《幸福是什么？》、亚历山大·普希金《冬天的早
晨》、伊万·克雷洛夫的寓言、谚语、俗语，成语，歌
曲，看电影和卡通片。

要学习俄语，我们建议使用E.N.Bogatova的“对外
俄语：基础和第一课程”（2020 年）、“对外俄语：初
级”（2018年）的教材进行学习。

任何俄语课都很有趣，因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
每个人都可以“出自己奇特的说法”。 
例如：“Моя мам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Если я не заплачу свои деньги 
за колледж, меня уволят”，“Купец сказал 
мне, что …”，“Он не будет слышать от 
меня…”、“Мы сейчас с секретаря”、“Почему 
меня жарят из группы？”、“Спасибо за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с нами”。有一次，其中一名学生想
出了以下短语：“俄语就是数学。”

大学活动

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为外国公民进行认证测试：
对外俄语测试初级(A1)、对外俄语测试基础(A2)、 
对外俄语测试认证第一级（B1）、获得俄罗斯公民身
份的测试，“俄语”模块综合考试。作为“我的祖国-
我的故乡”摄影比赛、“我的母语是我的宝藏”学生
作文和诗歌比赛的组织者。

十年来，国际教育项目学院每年都组织以对外俄语
全俄奥林匹克竞赛“俄语：职业的开始”， 
来自不同大学的外国学生参加。

为外国学生组织博物馆、剧院、博尔加古城、 
斯维亚日斯克岛城和喀山其他文化古迹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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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在对外俄语课程中，通常形成多达16人的多国学生
组。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叙利亚、突尼斯、哥伦比亚——这是其
公民曾在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的 对外俄语课程
中学习过的国家清单。

当然，属于印欧语系，俄语对于熟悉拉丁字母的外
国人来说更容易，相反，对于没有欧洲字母经验国
家的公民来说（汉语、阿拉伯语、印地语），俄语的第
一课变得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特殊的
图形和语音练习。

语言学习成功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内在动机。这里
应该注意那些已经获得学士学位并希望继续在专
业领域学习的学生。

在国外学习一门语言有巨大的优势，因为不仅可以
沉浸在语言环境中，而且是沉浸在陌生国度的文化
和生活中。

在 对外俄语课程中，不仅要让学生熟悉俄语的语法
规范，还要让他们熟悉习俗，讲述节日和传统的历
史（谢肉节、圣诞节、复活节），熟悉文化古迹（冬宫、
莫斯科大剧院、休尤姆比克塔）、历史人物（彼得一
世、伊凡雷帝、凯瑟琳大帝）、诗人、作曲家、作家 
（柴可夫斯基、普希金、图凯）。

看来，在课堂上，老师只能顺便介绍一下这些信息。
但是那些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真正感兴趣的人随后
会自己在俄罗斯各地旅行，参观博物馆和剧院。 
这说明了外国人对我们国家、俄罗斯语言和历史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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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

伟大而强大的俄语！是的，对外国人来说不是最简
单的语言。但是，许多从鲍曼喀山国立兽医学院外
国公民大学预科培训中心的俄语课程出色毕业的
学生的例子激励了许多人来找我们学习这种困难
的语言。

其中有很多复杂的，甚至不可理解的东西。变格是
任何外国人的绊脚石。如果您设法应付这些情况，
那么学习俄语进程会更快。句子中的词序也给外国
人的头脑带来完全的混乱。词序取决于我们想说什
么而可变。除了必要的单词排列之外，还要在语调
上做出必要的强调。

在这一切中，中心具有多年经验的高素质教师将帮
助您了解和掌握所有材料。我们认为让学习俄语的
外国学生熟悉俄罗斯文化、文学、历史、传统、仪式
和习俗很重要，因为缺乏这些知识将成为外国人适
应俄语环境的严重障碍。在该中心中学习希望在本
校或任何其他俄罗斯大学继续深造的外国学生、 
硕士生、研究生。

培训以10人为一组进行。在课堂上，使用专门为外
国学生准备的教科书和教材，使用现代方法和技术
技巧。所有课堂都配备了优良的材料和技术设施。

学生都被提供宿舍。宿舍住宿是付费的，住宿付费
不包括在学费中。预课学生的培训是在合同基础上
进行的。2021年的培训费为78,000卢布。成功完成
学业并通过对外俄语考试的学生将获得一级证书。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
培训了来自不同国家的600 多名学生。地理范围广
泛：英国、阿尔及利亚、土耳其、马其顿、埃及、 
摩洛哥、科特迪瓦、喀麦隆、布隆迪。

玛丽亚·多姆尼科娃为插图作者

感谢喀山国立研究技术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对外
俄语系系主任阿尔拉·阿多莉福弗娜·凯比娅伊年、

喀山国立建筑工程大学外国学生工作的领先专家
费利克斯· 沙米列维奇·阿赫梅特申，鲍曼喀山国立
兽医学院预科培训中心的主任久莉切赫拉·伊利娅

索弗娜·法伊济叶娃为有关“移民登记”和“对外俄
语”主题的专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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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折扣
在贝加尔湖国立大学

贝加尔湖国立大学照顾未来的学生！ 因此，为了让他们在大
学里舒适地学习和降低成本，制定了灵活的折扣制度。

本科 / 专家

硕士

研究生

贝加尔国立大学

折扣类别

 • 为未获得国家统一考试几个足以通过
分数的招生、为有个人成就的学生提供
折扣

 • 基于入学考试结果的折扣
 • 社会折扣
 • 企业折扣

为远海外公民

折扣
达 45 %

http://bgu.ru/abitur/bach/price.aspx 
http://bgu.ru/abitur/mag/price.aspx 
http://bgu.ru/abitur/asp1/pri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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