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博士研究生专业
（学制 3.5 年，最长学习年限 6 年）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1. 机械工程 01 机械电子工程

材料与纺织学院、
丝绸学院 2. 纺织科学与工程

01 纺织工程 ※

02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

03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

04 服装设计与工程 ※

05 纺织材料化学与物理 ※

06 纺织产业经济与管理 ※

※ : 可英文教学

招收专业
浙江理工大学所处的城市——杭州，风景优美，被誉为“人间天堂”，

交通便利，离上海仅 1 小时车程。杭州是个国际化大都市，被称为“全
球最大移动支付之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最好的城市”， 
2016 年成功举办了 G20 峰会。

浙江理工大学拥有超过 120 年的办
学历史，是一所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
省属重点大学。

成功申报为多科性、研究型大学，并在浙江省该类型高校分类评价中  
获得第一名
学校有 16 个学院和 1 个独立学院，在校全日制学生超过 27000 名，
其中研究生 3800 余名
开设 65 个本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 个 , 硕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 26 个
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
被誉为“中国著名时装学府”
和全球 30 多个国家，超过 100 所院校和研究所建立的合作机制
超过 140 公顷的花园式美丽校园拥有配套齐全的实验室、图书馆、医院、
活动中心、体育馆、餐厅、宿舍等，为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便利

1) 本科专业
（学制 4 年，其中建筑学专业 5 年）

学院 专业名称（方向）

理学院
1. 应用化学  
2. 材料化学
3. 应用心理学

服装学院
4. 服装设计与工程  
5. 产品设计（纺织品艺术设计） 
6. 服装与服饰设计

信息学院

7. 电子信息工程 
8. 通信工程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10. 数字媒体技术
11. 智能科学与技术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1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 
13. 机械电子工程 
14. 工业工程
15. 测控技术与仪器 
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自动化 

建筑工程学院

18. 土木工程
19.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0. 建筑学 
21. 风景园林
22. 工程管理

生命科学学院
23. 生物技术 ※ 
24. 生物制药 
25.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 工业设计 
27. 美术学（商业插画）
28. 视觉传达设计 
29. 环境设计 
30. 产品设计 
31. 数字媒体艺术

2) 硕士研究生专业
（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理学院

1. 化学

01 无机化学 ※

02 有机化学 ※

03 物理化学 ※

0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05 分析化学 ※

2. 应用心理学

01 工程心理学 ※

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

03 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 ※

3. 数学
01 基础数学 ※

02 应用数学 ※

生命科学学院 4. 生物学

01 植物学 ※

02 微生物学 ※

03 细胞生物学 ※

0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06 生物制药 ※

05 生物信息学 ※

杭州
HANGZHOU

上海
SHANGHAI

学院 专业名称（方向）

 经济管理学院

32. 经济学

33. 经济统计学

34. 金融学

35. 国际经济与贸易 ※ 

36. 工商管理 ※

37. 会计学

38. 人力资源管理 

3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0. 电子商务

外国语学院
41. 英语

42. 日语 

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43. 汉语言文学 

44. 传播学

国际教育学院
45. 服装设计与工程 ※（中美合作）

46.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中美合作）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材料与纺织学院、
丝绸学院

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
02 材料学 ※
03 材料加工工程 ※

6. 纺织科学与工程
01 纺织工程 ※
02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
03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

服装学院

7. 纺织科学与工程 01 服装设计与工程 ※

8. 设计学
01 服装设计理论与实践 ※

02 纺织品艺术设计理论与
实践 ※

9. 纺织工程（专业学位）

01 服装工程数字化技术 ※

02 服装舒适性与功能服装
技术 ※

03 服装企业管理 ※

10. 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01 服装设计 ※
02 纺织品艺术设计 ※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11. 机械工程

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
02 机械电子工程
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
04 精密机械与控制

12. 仪器科学与技术
01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02 精密仪器及机械
03 仪器智能化和无线传感网

13. 控制科学与工程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03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信息学院

14. 信息与通信工程
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3 互联与智能感知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 
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 
03 智能计算与智能系统 ※ 

16. 软件工程

01 软件工程技术
02 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
03 领域软件工程
04 嵌入式软件及应用

17.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学位）

01 嵌入式与物联网技术
02 图像与视频处理技术
03 机器学习与智能应用技术

18. 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

01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

02 计算机图形学与计算机
辅助设计 ※ 

03 计算机控制技术 ※ 
04 智能计算与数据挖掘 ※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艺术与设计学院

19. 艺术学理论

01 艺术美学

02 艺术史论

03 艺术批评与教育

20. 美术学

01 绘画艺术

02 应用美术

03 美术史论与批评

21. 设计学

01 工艺美术与时尚设计研究

02 环境设计与时尚人居研究

03 工业设计与智造研究

04 视觉传达与时尚数媒研究

22. 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
位）

23. 美术（专业学位）
01 商业插画

02 绘画艺术

24. 艺术设计 ( 专业学位）

01 工艺美术与时尚设计

02 环境设计与时尚人居

03 工业设计与智造

04 视觉传达与时尚数媒

经济管理学院

25. 应用经济学

01 区域经济学

02 产业经济学

03 生态经济学

04 国际贸易学 ※ 

05 金融学

26.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科技与创新管理

02 电子商务

03 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

04 项目管理

05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6 房地产经营管理

27. 工商管理 01 企业管理 ※ 

史量才新闻与
传播学院 28.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01 新媒体与舆情监测

02 新闻实务与深度报道

03 时尚传播与文化创意

建筑工程学院

29. 土木工程材料学

01 土工合成材料

02 道路建筑材料

03 岩土的本构关系

04 土木工程材料力学性能

30. 建筑与土木工程 ( 专业
学位）

05 结构与岩土工程

06 工程项目管理

07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31.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 01 园林植物应用与生态修复

4) 非学历项目

（1）汉语进修生（长期）：
进修时间为一学期或以上

（2）专业进修生（长期）：
进修时间为一学期或以上。学生可选择我校本科、硕士、博士

的部分专业课程，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或在我校教授的指导下完
成实习等。

（3）进修生短期团组：
进修时间和进修内容可根据团组需求量身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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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进修生：无语言要求
2. 学历生 ( 中文授课 )：新
HSK 4 级 180 分及以上
3. 专业进修生 ( 中文授课 ):
有基本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
4. 学历生 ( 英文授课 )( 至少
满足以下其中一项 )：

4.1 母语为英语
4.2 官方语言为英语
4.3 高中或大学教育为英语 
4.4 托福：61（IBT）或 500（PBT） 
4.5 雅思：5.5

5. 专业进修生 ( 英文授课 ): 有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以上为入学基本语言要求，部分专业语言能力有特殊要求，详

见具体招生说明。

1. 报名注册费：300 元
2. 学费：

2.1 汉语进修生：
2.1.1 长期生：7000 元 / 学期；14000 元 / 学年
2.1.2 短期生：610 元 / 周

2.2 本科生 / 普通进修生：
2.2.1 文科：15000 元 / 学年
2.2.2 理工科：18000 元 / 学年
2.2.3 艺术类：22000 元 / 学年

2.3 硕士研究生 / 高级进修生（硕士）：25000 元 / 学年
2.4 博士研究生 / 高级进修生（博士）：30000 元 / 学年

3. 校内住宿费 ( 住宿费按学期或学年支付。每间房配有卫浴、家具、
卧具、空调、冰箱、网络接口等，配有公共厨房和公共洗衣房 ):

3.1 宿舍押金：400 元 / 人（退房时宿舍内物品如无丢失或损坏，
可全额退还）

3.2 费用：900 元 / 月   每个房间（不
含电费）

房间类型（双人间，三人间或四人间）
4. 保险费（保险责任含：身故、意外残
疾、意外伤害医疗、意外住院医疗。保
险责任最终以保险公司解释为准。）

4.1 长期自费生：800 元 / 人·年，费用由学校承担。
4.2 短期生、非自费生：费用由学生本人支付，具体金额视时间

长短而定。
5. 其他费用，如教材费、居留许可申请费等：根据实际费用收取。

1.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登陆：http://

admission.zstu.edu.cn/ 的在线申请系统， 在线注册并申请提交）

2. 带本人签名的护照复印件

3. 已在中国境内者还需提供本次入境的有效签证或居留许可的

复印件

4. 最高学历证书、成绩单复印件（中、英文以外文本需附中文

或英文的译文）

5. 外国人体格检查证明（体检结果 6 个月有效。体检表格下载

地址：http://admission.zstu.edu.cn/Downloads.aspx）

6. 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人，需提交在华法定监护人的相关法律文

件，该文件需经中国驻外大使馆公证

7. 已在中国其他高校就读的申请者需提供由所在学校留学生办

公室出具的学习证明、出勤率和成绩单

8.   HSK 证书复印件或英语水平证书复印件（如有）

9.  照片 5 张（要求：白底彩照、护照照片尺寸。照片可在报到

时递交）

以上为入学申请基本材料，部分专业需提供其他附加材料，详
见具体招生说明。

地    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

留学生办公室，310018

电    话：0086-571-86843679    

电子邮件：admission2@zstu.edu.cn,admission@zstu.edu.cn      

网    址：http://admission.zstu.edu.cn/

微信公众号 : ZSTU-ISO

登陆在线申请系统：
http://admission.zstu.edu.cn/ ， 在线注册并申请提交。

浙江理工大学将提供各种形式的奖学金以鼓励和吸引更多的
优秀留学生来华学习。奖学金包括：中国政府奖学金、浙江
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理工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三大类。

奖学金申请的具体信息，请见学校网站：
http://admission.zstu.edu.cn/en/

语言要求 申请材料收费标准（人民币）

我在浙理。

我在这里。

奖学金

如何申请

（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