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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23 年招收国际学生攻读学士学位招生简章

中国地质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是国家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是国

家“211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国地质大学位于武汉东湖之畔，南望山

麓，学校以地球科学为主要特色，学科涵盖理学、工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艺术学等门类，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个一级学科入选“双一流”建

设学科。地球科学、工程学、环境/生态学、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和

农业科学 8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全球前 1%，其中地球科学与工程学进入前 1‰。根据

最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地质大学在中国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 1位，在世界

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 5位，在中国大陆综合排名第 27位，在世界综合排名第 282位。

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3369人，其中教师 1956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3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 1人，博士生导师 631人，教授 452人，副教授 81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16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9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

29人。学校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3个，国家级

教学团队 6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湖北省教学名师 9人。

学校拥有南望山校区、未来城校区，南望山校区位于武汉东湖之畔，未来城校区坐

落在武汉未来科技城。拥有周口店，北戴河，秭归和巴东四个教学实习基地。学校现有

各类科研机构、实验室、研究院（所、中心）86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个，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科技部地质工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个，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

范基地 1个。学校拥有 1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4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和 69个本科专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31040人，包括本科生 18214人，硕士

研究生 10758人，博士研究生 2068人，国际学生 1022人。

学校在地质学、矿产资源能源、地质工程、地球物理、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地理

信息系统与测绘、材料科学与化学、经济与管理等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和优势，取得一批

重要成果。2010年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38项，获“中国科学十大进展”1项、

“十大地质科技进展”2项、“十大地质找矿成果”2项。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高

被引科学家” 5人，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 9人，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作者 61人。

学校主办的《地球科学》（中文版）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 EI Compendex收录，《地球

科学学刊》（英文版）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 SCIE 收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进入 CSSCI（相关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热忱欢迎世界各国优秀学生报考我校本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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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凡年龄在年满 18-25岁，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成绩优良，具备相当于中国普通高

中毕业文凭，并持外国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均可申请攻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本科专

业。

1. 报名时未满 18周岁的申请人，须在 2023年 9月入学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2. 原为中国公民，后加入外国国籍的申请人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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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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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

二、学习形式及学制

国际学生本科均实行全日制四年学制，采用中文教学（部分课程采用双语或英文教

学）。学生在规定的在学年限之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并顺利通

过答辩，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经学位审查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

三、收费及奖学金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是教育部指定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接受高校，具有接收中国

政府奖学金生的资格。

1．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该项目仅招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攻读本科学士

学位申请者。奖学金资助分为全额奖学金，包含学费、生活补贴 2500元/人月、校内住

宿及综合医疗保险。(2023 年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还未收到通知，请耐心等待）

2. 国别双边奖学金项目：国别双边奖学金项目包含所有层次的培养项目，通常由国

际学生所在国家的使馆和教育部门推荐产生。奖学金资助包括全额奖学金和部分奖学金

两类。为协助优秀国际学生顺利获得学生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馆或教育部门推荐的奖学金

名额，我校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可根据学生申请情况，预先提供申请者《预录取通知书》。

请需要《预录取通知书》的学生提前与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联系。国别双边奖学金项目

申请办法、申请时间须咨询学生所在国中国大使馆或留学生派遣部门。

（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奖学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奖学金直接

向中国地质大学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申请。申请者可在中国地质大学国际学生申请系统

http://admission.cug.edu.cn/member/login.do 中注册申请。优秀本科国际新生奖学金可获

得第一学年奖学金资助，奖学金类型有全额学费奖学金、半额学费奖学金、免除百分之

二十学费和免除百分之十学费。

（三）学费标准

本科生：理工科各专业学费为 22000（约 3350美元）元/人/年；文科各专业 18000

元（约 2750美元）/人/年。



3

所有收费以物价部门最新批复为准，我校将及时公布有关收费信息。

四、报考条件

（一）申请攻读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学士学位学生，须符合以下条件：

1．持有有效护照的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遵守中国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品德良好，尊重中国人民风俗习惯。

3．申请者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最高学历毕业学校提供的官方成绩单（原件及中文或英文公证件）。

（2）国家/地区统一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单。

（3）国际认证标准化测试成绩（如 SAT/ACT/A-Level/AP/IB等）。

4．身心健康，无严重疾病、传染病及严重身体缺陷，符合国家录取规定的体检要

求。

5. 申请中文授课项目要求提供 HSK4级证书复印件(2年有效期内)或其他同等汉语

水平证明材料；中文水平不达标者，需到指定的高校参加为期 1年的汉语补习课程，达

标者方可到校学习专业。注：中文水平达到 HSK3级者才具备中国政府奖学金丝绸之路

项目申请资格，如申请者达到 HSK3级水平但未达 HSK4级，则需增加一年汉语预科学

习，通过预科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专业学习。

（二）申请攻读自费本科学士学位学生按下列规定执行：

1．申请人员须符合（一）中的第 1、2、3、4各项要求。

2. 自费本科生可适当放宽授课专业所需的语言要求，但中文授课专业仍需要通过

HSK4级方可进入专业学位学习，未通过 HSK4级的学生需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参

加为期一年的汉语预科补习，达标者方可进入专业学位学习。

五、网上报名及材料递交

（一）网上报名

1. 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申请者在规定时间（2023年 1月 1日-2023年 3月 15日）

内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http://www.campuschina.org）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一名

学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得再补报。

2.学校奖学金及自费生申请，需在规定时间内（2023年 1月 1日-6 月 15日）在中

国地质大学申请网站 http://admission.cug.edu.cn/member/login.do注册申请，并填写报名

信息。一名学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得再补报。

申请材料清单：

1．《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填写）；《中国地质大学外国

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学校奖学金或自费生填写），申请表格需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2.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或预毕业证明（原件及中文/英文公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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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届高中毕业生由本人所在学校出具预期毕业证明；

b) 已毕业高中生提交高中毕业证书；

c) 在读大学生除提供高中毕业证书外，还需提供所在大学的在读证明；

3. 最高学历对应的各学期完整官方成绩单（若原文本为其他语言，需提供经公证的

翻译件）

4. 个人简历（中文或英文）

5. 两名教师的亲笔推荐信（中文或英文），其中一封来自毕业高中

6.自我介绍视频(中文或英文，3-5分钟).

7.半年有效期内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表》复印件（原件自行留存）

8.有效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9.《国际学生经济担保》经费担保人护照复印件及工作或收入证明 （学校奖学金或

自费申请者需提供）

10.HSK 等级证书或 TOFEL/IELTS英语语言能力证书（语言能力优秀者优先考虑）

11.无犯罪记录证明

12.未满 18周岁（截至 2023年 9月）的申请人需提交在华监护人担保书

13. 其他辅助证明材料（如获奖证书等）

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不接受纸质邮寄材料

（二）资格审查

申请期间，国际教育学院会同相关院系导师组将对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者提交的学

历信息和成绩单进行审核，申请者的学习成绩、语言水平、高中阶段综合表现将作为考

核的重要指标，欢迎我校校级交流院校、知名专家推荐学生申请我校。

对于申请材料缺失人员，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将逐一通过留存的邮件信息提醒

补交，请广大申请者在申请期间关注预留联系邮箱，以免延误信息。凡申请材料弄虚作

假、材料提交不完备（或未经公证），以及材料提交时间延误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录取

资格。

六、录取与通知

1．我校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但因名额所限，符合录取条件而不能获得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申请者，经本人同意情况下，我校可优先录取为自费本科生。

2．凭高中预毕业证明或本科在读证明申请入学者，须在报到注册日前或当日向我

校招生办公室出示或提交高中毕业文凭，否则入学资格将被取消。

3．对境外协议学校推荐或国内相关战略合作单位推荐的优秀国际学生，优先获得

奖学金资格。

4. 学校奖学金及自费生录取结果：6月 30日前公布录取名单，7月 15日前对录取

者发放《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表）。为便于录取



5

通知书和签证材料的寄送，请务必预留正确邮寄地址信息。

5. 我校国际学生本科生招生信息及候选人名单查询、录取信息查询等均通过我校国

际教育学院网站（http://iec.cug.edu.cn）发布，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微信平台也可查询有关

信息，请申请者注意经常登录网站查询有关信息。

七、咨询与服务

我校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将及时处理申请者提出的各类咨询问题。

单位名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单位代码：10491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号 邮政编码：430074

联系部门：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人：Wendy老师 吴老师

网址：http://iec.cug.edu.cn 电话：0086-27-67883283

电子信箱：overseas@cug.edu.cn 微信公众号：留学地大

http://iec.cug.edu.cn
http://iec.cug.edu.cn
mailto:overseas@cu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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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23 年国际学生本科招生专业及目录
院系 专业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化学

地质学

资源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石油工程

材料与化学学院

材料化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环境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生物科学

大气科学

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安全工程

地质工程

勘查技术与工程（钻探工程方向）

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勘查地球物理方向）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地球物理学

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业设计

通信工程 (中文/英文授课)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双语班)
市场营销

会计学

旅游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

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统计学

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地理科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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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地理空间信息工程

遥感科学与技术

地理信息科学

测绘工程

珠宝学院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产品设计（珠宝首饰方向）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法学

土地整治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信息安全

网络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海洋学院
海洋科学

海洋工程与技术

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政府奖学金丝绸之路项目招生专业请查看项目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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