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上海理工大学国际学生招生  

硕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 
 

一、 学校简介 

上海理工大学以工学为主，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

调发展，是一所上海市属重点建设的应用研究型大学。 

学校办学文脉源于 1906 年创办的沪江大学和 1907 年创办的德文医工学堂。学校包融了沪江

大学的美丽校园及其教育国际化的思想、视野、格局，也包融了沪江商科的发展思维；学校传承

了德文医工学堂以来的百年工程教育传统，孕育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和志士仁人，滋养了一大批学

术精英、工程专家和社会翘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十余万优秀专业人才，享有中国“制造业黄

埔军校”的美誉。学校传承发展“信义勤爱、思学志远”校训，以校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具有学识抱负的合格公民。 

在国家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上海市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上海

理工大学正以未来光学、智能制造、医疗器械与康复工程 3 大国际实验室和系统管理 1 个特色平

台为载体，建设光学工程、系统科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机械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 大一

流学科。学校将抢抓机遇，改革创新，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促进内涵发展，力争把学校建设成

为特色显著的一流理工科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研究生）。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过课

程学习、科研训练两个阶段，着力培养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学术学位硕士生的学制一般为 3

年。 

 

二、 申请资格 

1．拥有外国国籍的公民，身体健康。 

2．申请人的学历和年龄要求∶ 

申请攻读硕士学位者，应当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学习成绩优秀，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 

3．学业成绩十分优异（GPA/CGPA 平均分在 2.4 及以上），学术能力强（本科期间有优质论文发表

者优先）。 

4．如申请奖学金，需未同时获得中国政府其他各类奖学金(如未获 CSC 自主招生、商请提名)。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五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

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申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我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除符合学校的其他报名资格外，还应持有有

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 4 年（含）以上，且最近 4 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 月 30 日前）之

内在外国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国外居住满 9 个月可以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

出境签章为准）； 

祖国大陆（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台湾省居民在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后申请作为国际学

生进入我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的，应满足上述要求。 

6. 满足申请条件细节要求。 

根据来华留学高等教育质量规范，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的中文能力要求应当至少达到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对于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应当满足相应外语水平

要求。 

学科（专业） 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 

人文、社科、法学 4 级 180 分及以上或 5 级 180 分及以上 

工学、理学 4 级 180 分及以上或 5 级 180 分及以上 

注：在中国大学获得中文授课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者，可申请免交 HSK 成绩。 

 

7.具体细则及要求，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三、 申请时间： 

 第一阶段：2021 年 2 月 25 号-2021 年 4 月 30 号（适用于全额奖学金及半额奖学金的申请）； 

 第二阶段：2021 年 5 月 1 号-2021 年 7 月 5 号（适用于半额奖学金申请及自费生申请）； 

 

四、 招生专业目录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021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一级学科）共计 31 个。 

详见留办网站资料下载：http://iso.usst.edu.cn/9482/list.htm   

 

五、 申请流程 

 

第一步：国际学生申请者需在当年 2 月 25 号 -7 月 5 号期间登陆“留学上海”

（http://study.edu.sh.gov.cn/cn/）官方网站或“留学中国”（www.campuschina.org）官方网站或“留

学生办公室”官方网站，按照要求提交所需个人资料； 

第二步：网上申请成功后，并按照招生简章要求，寄送整套纸质申请材料到上海理工大学国际交

流处（留学生办公室）101 室； 

第三步：申请者需关注网站预留邮箱（勿预留 QQ 邮箱）或登录“留学上海”/“留学中国”账号

查询申请进度和状态，查看相关缴费提醒及后期面试的通知。 

其中，“留学上海”后台申请者，待校方“留学上海”后台审核并点击“申请材料接收”后，需

支付 800 元注册费，可在线支付（http://iso.usst.edu.cn/9487/list.htm），请保留支付成功页面，随

申请资料一同寄送至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101 室。 

第四步：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将纸质申请材料分别递交各学院教务办公室审核，待学院

领导签字盖章，同意接受国际新生； 

对于硕博学生，学院还需根据学生提交的《导师接收函》进行确认、匹配和分配； 

第五步：纸质申请材料分别递交教务处和研究生院签字盖章审核； 

第六步：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牵头举行“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评审小组”评审会议，

评审小组由分管国际交流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国际交流处、教务处、研究生院、沪江

学院等相关负责人。评审小组现场评议并投票，选出政府奖学金候选人，评定小组授权国际交流

处（留学生办公室）负责奖学金生的招生录取工作。 

第七步：邮件通知学生登录“留学上海”或“留学中国”，确认录取，前者并要求其点击“确认

就读”； 

第八步：启动办理 JW202 表，报送学校校长办公室，提交至市教委及市外办； 

第九步：寄送《国际新生录取通知书》及 JW202 表；、 

第十步：学生自行申请 X 签证，按时参加资质审查、原件核验、开学报到、入学教育、体检、申

请居留许可、选课等后续流程； 

 

六、 向上海理工大学申请的奖学金项目： 

“中国政府奖学金 CSC 高校自主招生项目”和“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SGS）” 

http://iso.usst.edu.cn/9482/list.htm


 

 

    备注： 

奖学金（资助）期限： 

1. SGS: 硕士 3 年； 

2. CSC: 硕士 3 年； 

 

 

七、 向其他机构申请的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CSC）国别双边项目 Type-A 

 

“国别双边项目”系根据中国与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国际组织等签订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协议

或达成的共识而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 

资助类别。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具体请咨询本国留学

生派遣部门。 

各个国家申请时间不同（一般为 1 月初至 4 月初），请直接向本国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及有关部门查

询。录取文件由奖学金受 理机构（中国驻外使领馆或本国有关部门）发给本人。 

 

 

 

 

 

八、申请材料 

1.中国政府奖学金（CSC）： 



●《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中文或英文）：对于具备网上报名条件的申请人，须在留学基金委“来华

留学网上报名系统”网上填写和提交申请基本信息，在提交信息后，请打印系统自动生成的中国政府奖

学金申请表。 

● 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或已就业，需另外提交本人就读学校出具的在学证明/

预计毕业证明或就业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经公证的最高级教育的学历证明、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复

印件和英文翻译件。 

● 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不少于 800 字），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 须提交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 有效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和血液检查报告复印件，此表格由中国卫生检疫部门统一印制。申

请人应严格按照《外国人体格检查表》中要求的项目进行检查。缺项、未贴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

章、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表》无效。检查结果有效期为 6 个月； 

● 学习成绩单。非中、英文本需附上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 年龄不满 18 岁的申请人，须提交在华法定监护人的相关法律文件； 

● 已获得 HSK 成绩报告的，请将复印件附在申请材料中； 

● 《无犯罪记录证明》。 

 

2.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SGS）：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申请表》，用中文或英文填写,http://study.edu.sh.gov.cn/apply 在线提

交并打印纸质版；； 

注：个人邮箱务必准确、常用； 

●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 

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需提交《预计毕业证明》； 

非中、英文本需附上经公证的相应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报名时提供“预计毕业证明”者需在开学报到时提交毕业证书原件核验。

（http://iso.usst.edu.cn/2019/0225/c9514a213129/page.htm） 

●学习成绩单。非中、英文本需附上经公证的相应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者，须提交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汉语水平考试新 HSK4 级以上证书复印件(以英文授课的除外）;  

●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者，毕业院校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用中文或英文书写；(推荐信务必体

现落款签名、推荐人邮箱、座机联系方式、日期)  

●未满 18 周岁申请者需提供监护人保证书； 

（若申请者父母不在中国境内，需要由父母委托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监护人） 

●硕、博学生：《导师接收函》（http://iso.usst.edu.cn/9485/list.htm） 

●有效护照，复印件； 

●报名费 800 元，微信支付成功页面截图或银行回执单；（http://iso.usst.edu.cn/9487/list.htm） 

●相关获奖证书及支撑材料（如有）； 

 

3. 自费生： 

●《上海理工大学招收国际学生（自费生）入学申请表》，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申请表下载详见：

https://iso.usst.edu.cn/2019/1212/c9507a199636/page.htm。  

注：个人邮箱务必准确、常用； 

●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 

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需提交《预计毕业证明》； 

非中、英文本需附上经公证的相应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报名时提供“预计毕业证明”者需在开学报到时提交毕业证书原件核验。

（http://iso.usst.edu.cn/2019/0225/c9514a213129/page.htm） 

●学习成绩单。非中、英文本需附上经公证的相应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者，须提交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汉语水平考试新 HSK4 级以上证书复印件(以英文授课的除外）;  

●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者，毕业院校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用中文或英文书写；(推荐信务必体

http://study.edu.sh.gov.cn/apply
http://iso.usst.edu.cn/2019/0225/c9514a213129/page.htm
http://iso.usst.edu.cn/9485/list.htm
http://iso.usst.edu.cn/9487/list.htm
https://iso.uss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9c/69/9452c49a49f9be5ea0aa610de085/a135dd75-9d2e-400c-b0d9-33e7377d971b.doc
https://iso.usst.edu.cn/2019/1212/c9507a199636/page.htm
http://iso.usst.edu.cn/2019/0225/c9514a213129/page.htm


现落款签名、推荐人邮箱、座机联系方式、日期)  

●未满 18 周岁申请者需提供监护人保证书； 

（若申请者父母不在中国境内，需要由父母委托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监护人） 

●硕、博学生：《导师接收函》（http://iso.usst.edu.cn/9485/list.htm） 

●有效护照，复印件； 

●报名费 800 元，微信支付成功页面截图或银行回执单；（http://iso.usst.edu.cn/9487/list.htm） 

●相关获奖证书及支撑材料（如有）； 

●经济担保函原件； 

 

 

九、硕士研究生项目《导师接收函》介绍 

针对申请我校硕、博项目的学生，申请者需要先获得《导师接收函》，我校提供模板下载、导师信息链

接、指南说明、学科专业介绍与重点推荐导师等板块。 

 

详见网页： 
https://iso.usst.edu.cn/9485/list.htm 

 

 

十、学费一览表 

硕士： 

文科 24000 元/年，理科 30000 元/年，工科 35000 元/年 

 

注：以上为学术学位学费标准，学费标准仅供参考，学费标准经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物价局报备批准。 

 

十一、入学时间及注意事项 

时间请参考《上海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2021 年 9 月初左右（具体时间根据当年学校安排为准）。 

 

奖学金获得者须按《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入学日期报到，办理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报到者，应直接向有关学校请假。

未经学校批准而逾期不报到者，按自动放弃学籍处理，所获得的政府奖学金的资格亦自动取消。 

 

入境后，请立即到学校办理报到手续，到达上海后一周内完成健康检查（预约健康检查网址：

https://online.shhg12360.cn/sithc/，请提早一个月以上预约），并在 30 天内到当地公安局办理居留手续。 

http://iso.usst.edu.cn/9485/list.htm
http://iso.usst.edu.cn/9487/list.htm
https://iso.usst.edu.cn/9485/list.htm
https://online.shhg12360.cn/sithc/


 

入学时学校将核验 HSK 证书、学历、学位证书原件等材料。未提交相应证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凡出现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将取消报考、录取或入学资格; 入学后发现的，开除学籍。 

 

十二、联系方式（含申请材料寄送地址） 

 

1. 学院（咨询有关专业、学科点、导师等）  

请联系申请院系教务办，联系方式等详情请登录 https://iso.usst.edu.cn/9485/list.htm 查看《各学院

联系方式及专业、导师介绍（研究生院 版）》。  

 

2. 上海理工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咨询有关申请资格、奖学金类别、申请流程及方式等细节） 

 

地址：中国上海军工路 516 号，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 101 室（思福堂 101） 

联系人：留办 张老师 

邮编：200093 

联系电话：0086-21-55270087 

传真：0086-21-55270783 

邮箱：fso@usst.edu.cn 

网址： 

http://iso.usst.edu.cn，http://isoe.usst.edu.cn 

 

（注：申请材料（纸质材料）请在规定的时间内邮寄至：上海理工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101 室） 

 

 

 

注:  

本简章所涉及日期和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东八区）；  

本简章所涉及费用均以人民币结算；  

本简章内容如有变动，请及时关注上海理工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官方网站更新及信息发布；  

本简章内容以上海理工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最终解释为准。 

 

 

 

 

 

 

常见问题解答：（FAQ） 

https://iso.usst.edu.cn/2019/1212/c9507a199632/page.htm 

校园风采展示： 

https://iso.usst.edu.cn/9496/list.htm 

 

 

 

 

 

 

 

 

 

 

https://iso.usst.edu.cn/9485/list.htm
http://iso.usst.edu.cn/
http://isoe.usst.edu.cn/
https://iso.usst.edu.cn/2019/1212/c9507a199632/page.htm
https://iso.usst.edu.cn/9496/list.htm


附件： 

国际招生导师联系方式 

网站信息索引  

一览表 

 

 

1.管理学院: 

http://bs.usst.edu.cn/szdw/list.htm  

2.管理学院(英文)： 

https://bs.usst.edu.cn/Eng/2020/0717/c6699a226041/page.htm 

3.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光电学院）： 

https://oece.usst.edu.cn/sssds/list.htm（硕士） 

https://oece.usst.edu.cn/bssds/list.htm（博士） 

4.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能动学院）： 

https://ndxy.usst.edu.cn/7166/list.htm 

http://ndxy.usst.edu.cn/7163/list.htm 

5.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学院）： 

http://me.usst.edu.cn/3344/list.htm 

6.外语学院： 

https://waiyu.usst.edu.cn/2019/0520/c5547a145627/page.htm 

7.环境与建筑学院（环建学院）： 

http://sea.usst.edu.cn/1636/list.htm 

https://seaen.usst.edu.cn/2019/1030/c5608a195583/page.htm 

8.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版院）： 

https://ccad.usst.edu.cn/yjspy/list1.htm 

http://ccad.usst.edu.cn/szdw_6914/list.htm 

9.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http://yiliao.usst.edu.cn/4168/list.htm(硕士) 

https://yiliao.usst.edu.cn/4169/list.htm（博士） 

10.理学院： 

http://lxy.usst.edu.cn/2261/list.htm 

1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clxy.usst.edu.cn/3602/list.htm 

12.马克思主义学院： 

http://mksxy.usst.edu.cn/2720/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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