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e Structure

Tuition

Undergraduate

Master

Ph.D

Language

Chinese Instructed

English Instructed

Chinese Language

Scholarships 

 ¥ 15,000 /year

 ¥ 20,000 /year

 ¥ 25,000 /year

 ¥ 34,000 /year

 ¥ 14,000 /year

 ¥ 12,000 /year

 ¥ 6,000 /year

 ¥ 800 /year

 ¥ 400 /year

 ¥ 

Application All Applicants (Non-refundable)

Single Room (For PhD students)

Double Room (Two in a room)

1,000-1,500 /month

Dormitory

Medical Insurance

Residence Permit

Meals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CSC Scholarship)

Chinese University Program
Available for graduate applicants.

Bilateral Program

Directly apply to the Chinese Embassy.

Sino-US Special Scholarship Program

Special Scholarship Programs

Including EU/AUN/PIF/Great Wall Program.

http://en.uestc.edu.cn/admission/Scholarships_Cost.htm

Fees Category Term and Majors Cost

Chengdu Sister City Scholarship
Available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applicants from 

the Sister Cites of Chengdu.


Chengdu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cholarship
Available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applicant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University Scholarship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cholarship

Including Full and Partial Scholarship. Available for graduate 

applicants.

¥ 420（USD $60）

COST & 
SCHOLARSHIPS





电子科技大学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1956年成立，国家首

批”211工程“建设重点大学，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A类高校。中国高校排名前40位。

中国A类高校中唯一一所以电子信息工程为核心学科的高校，形成了理、工、管、

文、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

学校现有各类全日制在读学生38000余人。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现有教职工3800余人，其中教师2500余

人，教授640余人。

学校2010年开始留学生规模招生，现1000余名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在校学习。

学校设有清水河、沙河、九里堤三个校区，占地面积4100余亩，拥有馆藏丰富的现

代化数字图书馆和一批设施齐备的现代化体育场馆。

在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学校4个学科获评A类，其中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

与通信工程两个学科为A+，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A，光学工程为A-。

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数学8个学科进入ESI前1%，其中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学科进入ESI前1‰。

学校介绍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ttp://www.uestc.edu.cn



项目介绍

本科生

项目

硕士生

项目

博士生

项目

交换生

项目

语言生

项目

学制为4年

学制为2年，主要是英文授课项目

学制为3年，主要是英文授课项目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

取得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

取得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满足论文发表要求，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方可获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

学习期限为一学期或一学年，本校所有英文授课

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均向交换生开放。

电子科技大学向留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汉语言和

文化课程，学习期限为一学期或一学年。

       电子科技大学每学年分为春、秋两个学期。学位（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只

秋季学期入学；非学位（交换生和语言生）项目可在春季和秋季学期入学。电子科

技大学为国际留学生提供以下项目：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ttp://www.oice.uestc.edu.cn/lxcd/zsxm.htm

申请时间：

1月1日-6月30日

申请时间：

1月1日-3月31日

申请时间：

1月1日-3月31日

秋季入学：
3月1日-6月30日

春季入学：
9月20日-12月20日

秋季入学：
3月1日-6月30日

春季入学：
9月20日-12月20日



学位项目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本科英文授课专业列表

研究生英文授课专业列表

申请资格和申请办法详见英文页介绍

学位类型 专业 所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https://www.oice.uestc.edu.cn/lxcd/zsxm.htm

授予学位类型  专业名称  硕士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光学工程

软件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机械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物理学

数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工学

理学

管理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IJING 

CONTACT INFORMATION

Address: No.2006, Xiyuan Ave, West Hi-Tech Zone, 611731, 

               Chengdu, Sichuan, P.R. China

Contact: Ms. Lin Min ; Mr. Dong Liang Ms. Wang Ya ;  ; Ms. Zhang Xiaoyu

Tel（电话）: 0086-28-61831638　0086-28-61831730

Fax : 0086-28-61831637（传真）

Email : admission@uestc.edu.cn (Degree Programs )
                           studyin@uestc.edu.cn (Non-Degree Programs )

（邮箱） 学位项目

非学位项目

Website : http://en.uestc.edu.cn/admission（网站）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ESTC

Online Application : http://admission.uestc.edu.cn/（在线申请）

facebook.com/UESTC1956

twitter.com/UESTC1956

Chengdu, the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top of  China’s New First-Tier Cities..... 

Hometown of  the giant panda....

The starting of  south silk road ....

The best tourism city .... 

The city of  gourmet ghetto .... 

The birthplace of  tea culture .... 

The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awing investment from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 top 500....

“The first plac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cities in the next 10 years”---FORBES 

“China’s China”----TIMES 

Where UESTC is located…

联系信息

电子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地址: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源大道2006号

联系人: 林敏  董梁   王娅   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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