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理工大学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创立于1940年，是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2017

年，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QS“世界大学500强”中，位列世界大学第389位。

      北京理工大学专业以理工科为主，工理管文协调发展，多数专业排名进入中国高校前十名。近年来，通过不断推动国际化办学战略，构建人

才培养国际化“大社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营造国际化学习和生活环境，学校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在校国际学生已超过

2,500人，分别来自149个国家。

本科中文授课大类专业设置
在加强基础和通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增加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了解，入学一年后根据兴趣和专业要求，可在大类专业所覆盖范围内选择确认专

业。

申请资格
1. 高中毕业或以上学历，具备大学申请资格，身体健康，愿意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并持有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2. 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未满18岁，需提供在中国北京的监护人证明。

申请办法
申请人需登录留学北理报名系统（http://apply.isc.bit.edu.cn）进行网上报名，填写报名表并网上缴纳报名费。报名系统将于规定时间开通。

申请材料（*为必传项）
＊ 1.护照（照片页和中国签证页）

＊ 2.高中成绩单（需公证，需中文或英文版本）

＊ 3.高中毕业证（需公证，需中文或英文版本）

航空航天与机电类

车辆类

信息科学技术类

理学与材料类

经济管理类

社会科学类

设计学类

宇航学院、机电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经济学、社会工作、法学、英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机械与车辆学院

设计与艺术学院

光电学院、信息学院
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材料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
生命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



＊ 4. 汉语或英语水平证明（中文授课：HSK5级（180分或以上）；英文授课：雅思≥5.5、托福≥80）

＊ 5. 个人陈述/学习计划（800字以上）

    6. 新生奖学金申请表（若申请北理工新生奖学金，请到http://isc.bit.edu.cn/resourcesoffices/resources/download/index.htm下载奖

        学金申请表，填写后上传至此附件）

    7. 未满18岁申请者必上传材料（若未满18岁，请根据http://isc.bit.edu.cn/docs/20191112073811708937.pdf要求，上传所有材料）

    8.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请按要求前往医院体检后上传http://isc.bit.edu.cn/docs/20171129065654650029.pdf）

    9. 资金担保证明（银行开具的存款证明）

    10. 无犯罪证明（需前往当地警察局开具）

    11. 其他附件（申请设计学类专业的同学还需提供至少2幅美术作品）

审核流程：
提交网上申请并等待初审→支付报名费→综合面试→预录取→缴纳保证金→正式录取
审核结果将在申请系统中更新。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5日

学习期限及相关费用
本科生：4年      报名费：600元      保险费：800元/年      居留许可：550元/年

中文授课学费：23000元/年；英文授课学费：30000元/年    

住宿费：中关村校区：双人间1350元/月  四人间900元/月
               良乡校区：双人间900元/月   

奖学金类别
1. 中国政府奖学金（仅限中文授课）
通过中国驻申请者所在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使领馆接受申请的时间一般是每年11月至次年4月，请注意提前查询。

填写《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时，选择Type A，并在“申请院校”一栏的第一志愿填写“北京理工大学”。

2. 北京理工大学新生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提供给申请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包括第一年学费，分为全额奖学金和半额奖学金。特别优秀者可免除四年学费。

申请办法：

A. 报名参加我校本科新生奖学金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材料审核情况决定是否获得奖学金及额度。考试科目：数学、汉语（中文授课专业）、英
语（英文授课专业）。考试时间和地点官网另行通知。

＊ 经合作高中老师推荐，且通过申请材料和面试的申请者，有机会免笔试优先获得奖学金

B. 对于来自未设立奖学金考试考点国家或特殊原因无法参加考试的申请者，请在http://isc.bit.edu.cn/ → Resources → Download中下载新
生奖学金申请表，填好后上传到申请系统附件中。根据材料申请和视频面试情况决定是否获得奖学金及额度。

3.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和“一带一路”奖学金
分为全奖、半奖和四分之一奖。全奖免除全部学费，半奖免除一半学费，四分之一奖免除四分之一学费。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面向全体在校全日制自费本科外国留学生。北京市外国留学生“一带一路”奖学金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校航

空航天类、车辆类、信息科学技术类、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进行全日制本科学习的自费外国留学生。



About BIT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uccessfu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the 2018 QS University 

World Ranking, BIT ranked 389th in the world, 76th in Asia and the top10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China. It has been one of the key univer-

sities in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and the first batch of universities which has entered the national “211 Project”, “985 Project” and the “Top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BIT has a traditional focu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developing into other areas such as management and humanities. By adopting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in “BI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IT is gaining more 

influence in the world and is now regarded as one of the best destin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Currently, BIT is home 

to more than 2,5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149 different countries. Welcome to joi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nglish taught program

Qualification
1. High school graduate or above who is qualified to apply for university; non-Chinese citizens with valid foreign passport and in good health;  

    observe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Aged between 18 and 25; Applicants under 18 should provide certificate of guardian who has Beijing residency.

On-line Application: http://apply.isc.bit.edu.cn

Application Materials:
＊ 1. The Photocopy of Passport (photo page and China visa page)
＊ 2. The Certified/Notarized Copy of High School Transcripts (Chinese or English version )
＊ 3. The Certified/Notarized Copy of High School Diploma (Chinese or English version )
＊ 4. The Valid Report of Chinese o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For Chinese Medium: HSK5 (180 or above); For English Medium: 
         IELTS≥5.5 or TOEFL≥80)
＊ 5. Personal Statement/Study Plan (no less than 800 words)
     6. BIT Freshmen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For applicants who will apply for BIT Freshmen Scholarship, please download from 
         http://isc.bit.edu.cn/resourcesoffices/resources/download/index.htm and upload it in the attachment after filling out)
     7. Applicants under 18 must upload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t http://isc.bit.edu.cn/docs/20191112073811708937.pdf  
     8. Physical Examination Record for Foreigner (Please go to hospital for a physical examination as required in      
         http://isc.bit.edu.cn/docs/20171129065654650029.pdf and upload it in the attachment)
     9. Financial Guarantee Letter (The certificate of bank saving)
     10. Non-criminal Record (Issued by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11. Other documents (Students in design major should provide no less than 2 art works)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 Engineering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ation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