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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简章

亲爱的学生！我代表阿尔泰
国立技术大学向您表示问
候，该大学是俄罗斯历史和
传统悠久的最大大学之一。

我们大学建于1942年。我们大学在其活动
中结合了对技术大学传统的忠诚以及对学习
和科学活动的创新方法。该大学在现代标准
的基础上成功实施了多层次的教育系统，并
且每年对本科和研究生培训领域进行更新，
以提供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新教育计划。对于
大多数雇主而言，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的文
凭是雇佣一名专业人员的重要理由，这是阿
尔泰国立技术大学高质量教育的最好证明。

亲爱的学生！我相信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有
这本小册子。我敢打赌，你正在考虑在俄罗

斯获得高质量教育的可能性。是否成为我们
大学的学生取决于你的意愿，你的毅力和你
的训练水平。祝您迈出专业第一步，并在不
久的将来获得著名大学的文凭，成为您所在
领域的专家和自己事业的专业人士！ 祝你
好运，我们大学见！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马尔科夫 
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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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

阿尔泰国立科技大学建立于1924年，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大学
之一，并在67个领域中培养学士（4年），硕士（2年），研究
生，博士（3年）。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与法国，意大利，中
国，蒙古，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大学在科
学研究计划及学术交流，联合教学计划方面存在合作。 每年
都会有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在各个国际奥林匹
克技术和人文科学竞赛中获奖。
在阿尔泰国立科技大学学习的学生有2万多人，其中超过900

人是外国留学生。
授课老师由73个博士和380个副博士组成。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
学是俄罗斯最好的
100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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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国立科技大学在排行榜

排行榜的名称 名次 日期

QS University Rankings: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251-300 2019年9月

Webometrics Country 
Rank: 128
World  

Ranking: 
4758

2019年9月

在“工程，技术和工艺科
学”领域的大学评级

13 2018年

根据波塔宁慈善基金会对
高等教育机构的评级 

20 2017-2018年

大学在RAEX综合领域的大
学声誉排名，“技术，自
然科学和精确科学”

34 2018年

排行榜的名称 名次 日期

全国国际文传大学排名
 

160-161 2019年

UI Green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Country 
rank: 27

World rank: 
542

2018年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European 
Standard ARES-2019

BB+ (74 名) 2019年

通过信息技术行业雇用的毕
业生的薪水水平对俄罗斯技
术大学的评级（SuperJob）

19 2019年

RUSSOFT：俄罗斯大学对软
件行业的评价

42-51 2017年

评估俄罗斯联邦大学的需求

55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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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饮食问
题，安全状况

阿尔泰国立理工大学为留学
生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每两
到三名外国留学生居住在一个
房间。
房间内设施配套齐全:床，

写字桌，椅子，衣柜，书架，
床头柜，冰箱，微波炉以及电
视机。在每层公寓都配备厨房
以及休息娱乐室

住宿价格:

l $.每年423美元（27250卢布）--舒适型的房间
l $.每年153美元（9890卢布） —经济型的房间
外国留学生同俄罗斯留学生同住一个房间，这是非常有利

的，因为甚至在课下都可以锻炼口语，和俄罗斯人交流。
在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有保安设施，在宿舍周围有食品和日

用品商店，药店，和提供俄餐，清真菜和欧洲菜肴的学生食
堂以及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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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外国留学生开设的预科
班

掌握俄语水平不足的高考毕业生，可以进
行俄语预科班的学习（1-1.5学年）
A1 A2 B1水平
学生进行课程的学习，以便于日后在阿尔

泰国立理工大学的其他院系或者俄罗斯的其
他高校继续学习，留学生学习俄语和必修课
程根据日后的专业有所侧重:

l 工程学:数学，物理，信息技术
l 生物医学:化学，生物学
l 人文学:文学，国情学，历史学
l 经济学:数学，经济学，信息技术，社会

学
每年九月份开学，教学持续到第二年的6月

25日，届时将会进行俄语以及专业必修课程
的考试。预科学习结束，将颁发给学生预科
班学习的证明。

外国留学生进行了预科阶段的学习，可以
通过阿尔泰国立理工大学各个院系的入学考
试，或者是继续按照课程学习俄语:
《俄语和翻译基础》（1-2学年）B2-C1水

平
当学习完本阶段的课程后，可以在各种商

务领域从事翻译工作，在国家机构，在语言
中心，在服务和旅游业工作。
留学生学习俄语语法，国情，商务俄语，

修词学和翻译基础。留学生将大量所学运用
到实践中去-不仅仅是个老师们，还有被邀
请到课堂上的朋友们和俄语母语者。
课程从9月1日起，持续到第二年6月。学

期结束，将颁发给学生补充教育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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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

外国留学生可自行购买
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费用
为每年45-70美元(3000-
5000卢布)。整个住院期间
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承
担。
校园里有一家能提供专

业医疗服务并且预防疾病
的综合诊所，如果有任何
生病的迹象，可以前往诊
所就医。

医疗保险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的教学楼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的教学楼位于城市市中心。所
有的教学楼都是由过道连接起来的。
外国留学生在新的教学楼里接受高质量的预科教

育。教室内配备现代化的课桌椅、计算机教室、多媒
体设备、语音实验室、会议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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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大学生可以在大学的田径
室内运动场和游泳馆从事各
种各样运动
在大学拥有20多个运动项

目：举重三项全能，举重，
希腊罗马摔跤，游泳，排
球，篮球，冰球等。
游泳馆为访问者提供了6

条25米长的泳道。在工作
日期间，学生在游泳池中上
课，在晚上和休息日，所有
想要游泳的人都可以在游泳
池中游泳。

文化生活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的学生不仅参加大学内部和城市中的
活动，而且当之无愧的代表大学参加全俄罗斯和国际层面的
活动。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创新中心庞
大而友好团队中的一员。每个富有创造力的学生都可以在许
多方面展现和成就自己，例如在舞蹈艺术，音乐艺术，戏
剧，音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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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瑙尔市

目前，巴尔瑙尔市是西伯利亚的
重要的交通枢纽，工业，文化，医
疗和教育中心。巴尔瑙尔市是一个
学生城市。在这里有许多大学：阿
尔泰国立技术大学、阿尔泰国立大
学、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阿尔泰
国立医科大学，阿尔泰国立农业大
学，阿尔泰国立文化学院，俄罗斯
内务部巴尔瑙尔法学院以及俄罗
斯其他城市的大学分支机构和代表
处。城市人口超过850,000。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位于市中

心。附近有休闲公园，河岸码头，
酒店，购物中心。附近还有世界各
地不同美食的咖啡馆（包括维吾尔
族），1人午餐的平均费用为150-
200卢布。
到达学校可以通过任何形式的公共

交通工具到达«阿尔泰国立大学站»,(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环绕城市的费用为
25卢布；出租车:150-200卢布）。大
学为来巴尔瑙尔机场以及托尔马切沃
机场（新西伯利亚机场）的团体的外
国学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巴尔瑙尔市有多家蜂窝电话

运营商：MTС，Билайн, 
Теле-2, Мегафон等。
连接费用100卢布起。

巴尔瑙尔市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

交通

公共汽车 24卢布

有轨电车 23卢布

出租汽车 100-250卢布

娱乐

电影票 100-320卢布

剧院票 200 卢布

博物馆票 0-100 卢布

夜总会 150-300 卢布

游泳池（ 1个小
时）

200卢布

服务

理发店 200-400卢布

化学干洗店 从300卢布

租房子(一室一厅) 8000-14000卢布
（一个月）

食物

食堂的午饭

汤 30-60卢布

第二道菜 50-100卢布

商务午餐 150-250卢布

咖啡馆的午饭（ 
一个人）

300-5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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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地区- 独特的自然和旅游区

阿尔泰地区位于西西伯
利亚的东南部，距中国和
蒙古不远。 阿尔泰地区是
真正的自然宝库。
阿尔泰边疆区全年吸引

着游客。 该地区的主要的
疗养地是别洛库里哈。 在
这里，采用了多种方法将
当地的天然原料应用于治
疗，例如蜂蜜，草药，治
疗矿泥等。
远足是阿尔泰地区一种

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类型。 
在草原，针叶林或山脉中
旅行，能让我们熟悉当地
的自然风光，看到自然的
多样性。 这种游玩的最佳
时间是从六月到八月。
马术旅游可作为独立远

足的替代选择。 提供3至
15天的各种各样的游览。 
骑马旅行时，有机会查看
该地区最隐蔽，人迹罕至
的地方。
 
漂流特别受欢迎。 在阿

尔泰地区，坐落着许多只
需征服的山区河流。阿尔

泰地区度假胜地的滑雪季
节始于12月，持续到3月
底。 积雪的平均厚度为1
米。 温和的气候让人们能
够长时间处在室外，不会
造成体温过低的不愉快后
果。 冬天积极的休息是在
滑雪胜地:在别洛库里哈，
在曼格洛克湖，在阿亚村
附近的梅里山和绿松石卡
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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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 创新

专业：创新项目管理

讲授内容： 技术领域创新活动的组织与
管理。
培养对象： 创新活动管理领域的工程设

计师，工程技术员，专家。
就业去向： 各种企业，领先的创新活动

组织，自营企业。

培养方向：材料科学与材料技术

专业：复合材料

讲授内容： 现代复合材料，其形成
的过程、形状和结构，以及生产、加工
和经营各阶段的转换。
培养对象： 复合材料和材料科学领

特殊技术学院

域的实验工程师。
就业方向： 使用复合材料的企业，如：

航空航天工业，汽车，电子，建筑，生物医
药，能源等。

培养方向：应用物理学

专业：理化材料学

讲授内容： 新一代材料的开
发、设计、创新实施和应用，
用于降低材料消耗，提高现
代技术的可靠性。

培养对象： 计量工程师，工
程技术专家，材料学实践工程
师，化学实验室助理，物理实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欢迎外国公民进入以下
学院学习：

l  土木工程学院

l  电力工程学院

l  信息技术学院

l  生物技术，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育与专业

l  建筑与设计研究所

l  电力工程与公路运输学院

l  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l  未来职业教育与发展研究所

l  外国学生的大学预科培训

教育费用从 93500 卢布到 137500 卢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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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助理。

就业方向： 机械制造企业，材料科学实验
室，科研实验室。

培养方向：机械设计与技术保障

专业：机械工程技术

讲授内容： 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现代CAD
和CAM系统的使用，数控机器，3D打印机和
激光设备。
培养对象： 工程设计师，工程技师，数

控技术程序员。
就业方向： 机器制造业，国防能力保障

机构，为行业提供设备的工业综合体。

培养方向：机器制造

专业1：焊接设备与技术

讲授内容： 焊接生产领域的产品设计活
动，现代设计技术及工艺流程，数学、物理
和计算机建模，焊接技术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等技术手段的使用，控制方法等。
培养对象： 焊接产品专家；使用机械化

和自动化技术设备生产焊接产品的专家；监
管和技术文档制定、标准化操作及认证系统
方面的专家。
就业方向： 与机械制造相关的企业。

专业2：铸造工程机械与技术

讲授内容： 铸件技术，用于满足机器制
造、钢铁铸造等领域的需求，珠宝及艺术品
铸造技术培训。
培养对象： 铸造产品专家， 使用机械化

和自动化技术设备铸造产品的专家。
就业方向： 机械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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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加工机器与设备

专业：食品生产机器与设备

讲授内容：食品生产企业各种工艺设备的
设计与操作。
培养对象：各种规模的食品生产企业负责

人——规模可以从小商店到大公司； (中层
管理者：商店、部门、百货部和服务部、工
程部的负责人)；国家行政和检查机构的专
家和监督员； 食品工程企划部和服务部主
管。
就业方向：小工厂，油厂，肉类和谷物加

工厂，糖果和面条厂，面包和奶酪厂，大型
粮仓，饲料厂，酿酒厂和啤酒厂。

培养方向：蔬菜食品加工

专业：蔬菜原料加工的现代技术

讲授内容：粮食储存和加工技术；面包、
糕点和面食生产技术；发酵和酿酒技术。
培养对象：大型粮仓，面粉谷物厂，烘焙

及糖果厂，酒类和啤酒厂的技术专家。
就业方向：白酒、葡萄酒、啤酒、非酒精

饮料生产企业；酒类产品的批发销售、设
计开发机构；研究、测试中心和实验室；原
材料和产品的认证及鉴定部门；贸易、税务

检查，以及酒精产品监测、生产及营销等机
构；粮食储存、加工及烘焙等领域。

培养方向：公共餐饮的组织与产品技术

专业：公共餐饮产品与技术

讲授内容：公共餐饮组织；餐饮企业的设
计和重建；物流的组织和商品分发；企业效
率监控；职业道德和礼仪。
培养对象：公共餐饮技术专家。
就业方向：餐厅、咖啡厅、酒店综合体。

生物技术、食品及化学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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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动物源食品

专业：乳制品及肉类产品
技术

讲授内容：乳制品及肉
类制品加工生产的有效组
织；创新产能评估；质量
管理文件编写；产品安全
生产监控；科技活动实
施；新工艺设计技术，新
产品的开发与发展。
培养对象： 乳类及肉制

品专家。
就业方向：乳、肉类制

品加工企业；乳、肉类制
品工程的设计机构及企业；负责技术设备安
装、调试及维护的企业；原料和产品质量控
制实验室；奶酪制造研究所。

培养方向：化工技术

专业：化工生产技术

讲授内容：  基础无机物，聚合材料及其
产品，建筑材料，石油、天然气及固体燃
料的加工，能源饱和材料及其产品，医药制
剂。
培养对象：  处理塑料及合成橡胶的技术

专家；新产品及设备模具的设计师；工厂实
验室的化学家。

就业方向： 橡胶制品、
汽车轮胎、香水、化妆品
等生产企业；聚合物加工
及生产企业；以及生产肥
料、干燥的建筑混合物、
无机物合成及石油加工等
行业。

培养方向：化学技术、石
油化工及生物技术中能源
及资源的节约

专业： 生态工程学

讲授内容： 企业生产中
对环境保护的有效组织，

对遵守环境安全法规的监测。
培养对象： 各种企业的生态专家。
就业方向： 环境管理的政府和服务机

构，各种企业，提供环境服务计划的组织机
构，环境文件编制、监控及审计机构。

培养方向：轻工产品设计

专业：缝制产品设计

讲授内容：服装、鞋、皮革、皮毛和各种
皮革制品生产的准备、计划和有效管理。
培养对象：时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裁

缝。
就业方向：服装厂，工作室及私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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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专业：自动化系统的软件和硬件

讲授内容：现代技术的设计和实际开发
的软件和硬件组件的计算机系统，网络，
自动化复合物，各种自动化工具，包括使
用web界面，移动技术，微控制器和其他
手段的微处理器和计算机技术。 设计，编
程，修理，配置和维护计算机系统，网络
和技术设备使用各种计算和微处理器技术
手段。
培养对象：程序员，逆向工程师，自动化

系统的软件和硬件开发人员及其员工，系
统管理员和分析师。
就业方向：公共和私营机

构或组织，多元化生产的企
业。

培养方向：仪器工程  

专业：测量信息技术

讲授内容： 通过使用自
动化工具和管理系统、软
件、信息和测量技术、测量
建模工具和流程，毕业生将
成为许多组织和企业的理想
专家。

信息技术学院

培养对象： 光纤数据接收和传输系统、
用于控制和有效管理道路和铁路运输的卫
星导航系统、工业物联网、燃料工业节能
技术、住房和建筑、智能住宅系统、基于
移动设备的测量技术（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领域的工程师，以及现代医疗设备
的设置、维护和维修方面的专家。
就业方向：与信息技术有关的企业；公

司工程系统开发人员（安全、气候控制、
导航监测系统）；通信企业；电信企业；
与能源和电气有关的企业；与金融机构（
银行）信息化相关的企业；咨询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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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信息技术外包公司；大型医疗集群
等。

培养方向：商业信息学

专业：数字经济

讲授内容：学生将接受全面培训，同时掌
握三个领域的专业能力：计算机科学、经
济学和管理。
培养对象：分析师，在现代信息系统和数

字技术的帮助下设置和解决经济问题的专
家，业务流程自动化、项目管理经理，培
训和咨询专家，经济学家，1C程序员，支
持工程师。
就业方向：商业和非盈利组织，政府企业

和机构，机构和企业的IT部门，经济部门。

培养方向：应用信息学

专业：经济学中的应用信息学

讲授内容：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企业或机
构中开发和维护信息系统。
培养对象：程序员，1C程序员，工程师，

网络程序员，系统管理员，1C顾问，IT专
家，IT部门负责人，分析师，经理，经济学
家，教师。
就业方向：中小型、大型企业、金融信贷

机构、政府机关。 许多毕业生在新西伯利
亚，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区以及国外找到
了工作。

培养方向：软件工程学 

专业：软件和信息系统开发

讲授内容： 计算机程序和
信息系统的设计、编程、测
试、操作。 应用程序的信
息和自动化、项目主题领域
的正规化；软件开发技术和
软件设计方法，考虑到其安
全性、可靠性和质量，面向
各种设备，包括移动设备。 
操作系统、网络技术、软件
接口开发工具、数据库管理
系统；数学建模。



17

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

培养对象： 与信息技术和系
统的开发和实施有关
的任何职位 -- 程序
员、软件架构师、
信息技术领域的
测试专家、系统
分析员、系统
程序员。
就业方向： 

参与开发和实
施信息技术和
系统的组织和企
业。 在莫斯科、圣
彼得堡、俄罗斯联邦其
他城市的领先企业，在美国、法国、英国、
德国的领先计算机公司。

培养方向：信息安全

专业：信息保护的组织与技术

讲授内容： 利用计算机自动化信息和远
程通信系统， 学生学习现代语言，编程技
术和方法，对信息安全合法规范的监管，为
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密码
技术，信息保护手段，信息安全管理方法，
计算机网络管理，提供综合的信息安全基础
知识。
培养对象：安全服务人员，在安装，配

置，维修，软件维护，信息安全的软硬件工

程技术方面的专家；利用条理性、软硬件、
密码技术和信息保护方法确保整体信息安全

的专家；负责审计服务和自动化系统
认证的员工；此外，在信息和技

术方面全方位的理论与实践培
训，可以使毕业生成为系统管
理员，数据库管理员，程序
员，网络应用程序和自动化
信息系统的开发人员。

就业方向：国家和市
政当局，银行和商业结
构，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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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机动车运输技术

专业：汽车和汽车工业

讲授内容：学生进行特殊的专业技能学
习，获得经济地解决工程问题的技能，以及
运输和技术服务团队的组织技能。
培养对象：汽车工程师、车辆安全工程

师、车库经理、车辆维护和维修工程师。
就业方向： 汽车运输企业的技术和商业

服务部门，维修站，保险公司，国内外汽车
制造企业的销售中心如，丰田、梅赛德斯、
本田、宝马、福特、大众、瓦斯、卡马兹
等，以及地区电力部门，或汽车零配件销售
部门。

培养方向：能源工程

专业1： 内燃机 

讲授内容：发电厂内燃机部件的设计与配
备，内燃机制造技术，高效、环保的活塞及
复合内燃机的研究与维护，用于机动车、发
电厂的地面运输及小型机械。
培养对象：内燃机工程设计人员、内燃机

系统工程设计人员。
就业方向：，设计办公室、实验室、企业

车间、各种维修和维护企业，其生产和使用
流动或固定式发电厂所需的内燃机。

专业2：锅炉、燃烧室和核蒸汽发生器

讲授内容： 维护和建造生产、预处理和
消费各种形式能源的机器和装置，包括：蒸
汽和水加热锅炉和废水锅炉；蒸汽发生器；
燃烧室；核反应堆和发电厂、热交换器。
培养对象：构造工程师，设计工程师，结

构分析师，生产和技术部工程师，查验工程
师，工程技术学术会议工程师。
就业方向： 设计办公室，研究、设计、

安装和调试部门，热电厂，电厂的车间和实
验室，小型和中型能源部门。

培养方向：陆运和技术手段 

专业1：汽车和拖拉机 

讲授内容：学生获得技术和数学科学、设
计、计算和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使用汽车

四．电力工程和公路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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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履带式机器的计算
机建模。 理论知识是
俄罗斯领导企业通过
实践的获得的。
培养对象：汽车、

拖拉机和其他移动机
器的设计和计算、制
造、测试、操作、
维修和维护方面的专
家。
就业方向：汽车和拖

拉机厂、汽车运输企
业、汽车和拖拉机维
修站、保险公司、调
谐公司、电力结构。

专业2：农产工业综合
体的技术手段 

讲授内容： 以农业
机械为例设计、制造
和维护机械，在各种
农业机械和设备的设计和操作中开发有效的
技术解决方案。 在俄罗斯农业工程的主要
企业以及农业设备实施组织的服务服务部门
通过实践时，获得了实际工作经验。 该部
设有学生设计局，在该局工作的学生可获得
更多的专业活动经验。
培养对象： 设计和计算方面的工程工程

师、生产方面的技术专家、测试方面的工程

师 - 研究员、农业机械
和其他运输技术机器的
操作、维修和保养方面
的工程师。
就业方向： 生产农业

设备和其他类型运输和技
术机器的企业，以及经营
或服务该设备的企业。

培养方向：运输过程技
术 

专业：流量组织和安全

讲授内容：制定有效
的车辆和行人行动安排
计划；在交通管理方面
应用最新的信息和技术
系统，并利用计算机程
序发展这些系统；发展
现代的交通管制知识系
统；了解公路的运作规
则； 管理运输和物流流

程；检查道路交通事故。
培养对象：组织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运

输方式、货物和乘客运输、国际运输、运输
管理、道路设计、维护和运营方面的专家。
就业方向：交通警察机构；处理交通安全

和组织的组织；后勤中心；销售服务；道路
和维修组织；机动车运输企业；道路学校；
专家局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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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土木工程

专业1：公路建设

讲授内容：设计、施工、修理、检修、
重建、道路运行和道路上的人工结构 ( 小
型、中型桥梁及涵洞) 。
培养对象：道路建设的技师、工长、现场

主管、生产部工程师、实验室工程师、工程
设计师。
就业方向：道路的设计，施工和维护机

构，用于测试道路建筑材料的建筑实验室，
市政机构或研究所。

专业2：工业和民用建筑

讲授内容：建筑业中，各种结构的建筑物
的建造、运营和重建。

五．土木工程学院（建筑技术学院）

培养对象：建筑场地的技师，工长及设计
部门的设计师。
就业方向：建筑设计部门，设计监查部

门，设计部，建筑综合体企业，建筑组织管
理机构，住房和社区服务机构，技术监督和
检测机构，国家和商业建筑机构。

专业3：建筑材料、部件和构造材料的生产
和使用

讲授内容： 根据材料市场的评估，建筑
材料及构造材料的设计、生产和应用，产品
和结构。
培养对象：生产建筑材料和构造材料的技

术工程师，技术专家，生产材料的企业门市
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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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生产各种建筑材料、钢筋混凝
土结构的工厂，设计、建筑和装配部门、贸
易组织等。

专业4：建筑中的救生工程系统

讲授内容：设计、建造、运行和重建各种
建筑物和设施的工程系统：供水和排水系
统，供暖，供热，供气，通风和空调，以
及”智能屋”系统。
培养对象：供水系统，污水系统，气体供

应，热供应，通风系统的设计人员，安装人
员、建造人员和操作人员。
就业方向：建筑的设计、建造、安装及运

营机构、市政机构及分机构等。

培养方向：独特建筑物和构造体的建造

专业：高层、大规模建筑体及构造体的建造 

讲授内容： 大规模建筑体及构造体的设
计、建造、运营和重建，包括：收集及系统
化分析工程系统及设备的原始数据；按照顺
序、规范和标准编制项目；施工质量控制；
编制技术文件；施工对象结构的安装，测试
及调试。
 培养对象：工程设计师，建筑及安装材料

的制造商，设计及建造领域的首席专家。
 就业方向：设计、建造、安装及维护机

构，市政机构负责建筑的部门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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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力学院

培养方向：电力及电气工程 

讲授内容： 电力系统与电网运作，包括
电站和变电站，电力工程和企业、组织和机
构的电网运作，低电压和高电压电气设备，
电气装置、电力电子设备、电气绝缘材料和
结构。
培养方向：负责电气安全、电气保护、技

术节能和提高能效的专家，以及可再生能源
工厂和综合体的设计。
就业方向：能源、工业。

专业2： 电力驱动与自动化 

讲授内容：控制能量流动的自动装置和系
统；电动机器；电加热装置和设备；工业、
家庭和农业方面的电力驱动、机械自动化及
技术体系；自动电力系统、转换装置；电力
驱动装置；技术和辅助装置；数控机器程序
管理，及其自动化系统的监控和诊断。
培养对象：电路方案的开发工程师，电力

驱动工程师，转换技术领域的专家，微处理
器控制系统的开发人员。
就业方向：能源、工业。

专业3：电力供应

讲授内容：供电及分配电网的电气装置，

电力学院

包括直接向工业设施、其技术体系，以及所
有技术用途的企业、城市和地区、农业区和
工业，提供电力降压和转换的变电站。
培养对象：电力系统维护服务的专家和管

理人员；能源安全专家、工程师。 电力领
域的研究人员；创造自主能源及利用自然流
动能源 ( 例如来自风或太阳的能源 ) 运作
的发电厂。
就业方向：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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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经济 

专业1：世界经济

讲授内容：国外经济活动；出口及投资合
同的准备、实施和分析；外汇交易、国际支
付。
培养对象：国外经济活动专家、海关代

表、经济学家、公司经理、物流、营销专家
等
就业方向： 进出口货物及服务公司、外

国经济公司、银行货币部门、银行国际结算
部门、从事国际运输及其他活动的运输和物
流公司。

专业2：数字金融

讲授内容： 区块链的数学机制，货币和
加密货币的信用操作，真实与虚拟货币流通
的会计业务，电子支付，保险系统的远程监
控，电子银行等。
培养对象：业务开发专家、业务分析师、

金融技术专家、数字营销专家。
就业方向：电子服务市场、商业环境等。

培养方向：管理

专业1：生产管理

讲授内容：基于经营决策在经济

方面的可行性，对企业财务和金融进行全面
的分析。
培养对象：经济学家，经理，经济分析

师，企业经理。
就业方向：任何组织中的经济职位。

专业2：小型企业管理

讲授内容：培养个人能力，全面的专业知
识，确保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可持续的
发展。
培养对象：业务分析师、业务顾问、项目

和部门经理、企业家和业务团队成员、部门
主管、分部门经理等；培养能创立和发展自
己的业务，并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毕业生。
就业方向：各种组织及合法的中小型企

业。

七．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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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建筑环境设计 

专业：体系结构环境的集成设计 

讲授内容：复杂的环境设施的设计，具有
配套设施的农村和城市住宅设计；公共和工
业建筑的内部和公司风格设计，景观设计。
培养对象：建筑设计师，大学教师，城

市、地区的首席建筑师等。
就业方向： 建筑与设计讲习班、工作

室、局、设计机构；建筑和设计教育领域 ( 
大学、学院等 ) ；组织和管理领域 ( 建筑
和建筑委员会等 ) 

培养方向：体系结构

专业：架构设计

讲授内容：生活的建筑组织在建筑物和结
构、城镇和住区。 为住宅、公共和工业建
筑开发有效的建筑解决方案，并为农村和城
市设施开发城市解决方案，同时考虑到监管
要求。
培养对象：毕业生可以从事以下工作：项

目活动和建筑师工作；大学的研究和教学；
组织和管理工作，并成为城市、地区等的主
要建筑师
就业方向：建筑讲习班、学院、局、设计

机构；建筑教育领域 ( 大学、学院等 ) ；
组织和管理领域 ( 建筑和建筑委员会等 )

八．建筑与设计研究所

培养方向：设计

专业：图形设计 

讲授内容：在印刷、城市广告领域创造具
有竞争力的设计产品。 发展一个整体项目
的世界观和概念思维、掌握艺术技能和形象
观。
培养对象：广告、印刷领域的平面设计

师。
就业方向：印刷厂，出版社，创意讲习

班，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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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五个步骤来完成录取过程：

步骤1：填写AltSTU申请表
请下载表格，填写并发送电子邮件至

imos2013@inbox.ru
步骤2：如何获取邀请函
要获得邀请函，我们需要以下文件:
l 护照复印件（有效期至少在进入俄罗

斯领土之前1.5年）翻译成俄文;
l 中学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的副本（包

括学科详细信息）翻译成俄文。
该文件可以扫描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我们。 请注意，文件应正确扫描，以便可
读。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提交的文
件的任何问题。
邀请函由警方发出，发出邀请函需要20个

星期天。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邀
请函的副本，您可以在您逗留的国家的俄罗
斯大使馆或领事馆获得邀请函原件。
步骤3：签证
在收到DSTU的邀请函后，您应该联系最近

的俄罗斯大使馆或领事馆，并根据使馆要求
提供文件。
步骤4：抵达确认
在收到俄罗斯大使馆或领事馆的签证后，

您应该在来俄罗斯前，至少提前10天通知我
们您的抵达日期和时间。
步骤5：抵达，入学和开始课程
原始文件和完整的第一年付款收据。

每个学生必须在抵达俄罗斯联邦后的三天
内在大学注册。 国际学生注册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将帮助学生完成注册流程。 之后，
国际学生将提交教育证书到国际教育，咨询
和监测中心。 当所有正式流程完成后，您
可以开始上课。
需要提交的文件:
l 护照（有效期至少1.5年进入俄罗斯

领土之日起）及其所有页面的复印件。
l 海关盖章的移民证。
l 中学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原件（由外

交部和俄罗斯大使馆合法化或加盖加注），
并附有学科详细信息和经认证的翻译副本。

l 6张护照尺寸照片（30x40毫米）。

九．如何申请
AltSTU 为将要在俄罗斯大学学习，俄

语能力不强 / 不充分的申请人提供俄语
预学位课程。我们提供俄语作为外语的强
化课程，以及获得未来学位课程所需的一
些科目:
*工程和IT;
*商业和经济;
*人文;
*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
*自然科学。
所有拥有中学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的学

生都可以在没有入学考试的情况下入学。 
所有文件都要合法化：外交部和俄罗斯大
使馆的加注或邮票。

九．如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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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信息

俄罗斯的学年,一般持续10
月并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
学期:9月1日至1月31日,第二
个学期:2月1日至6月30日。
学期之间有假期。
 想要学习学士和硕士课程

的外国中学应届毕业生必须
通过入学考试或心理、能力
方面的测试。这些考试通常
从7月开始。因此，我们建议
最迟在3月开始提交邀请。
 从9月到11月，外国公民

以团体形式报名则可以在没
有入学考试的情况下加入俄
语训练班。
 进入大学以后，您就拥有

和其他学生一起参加讲座、
研讨会和实际课程的权利。
一堂课(一对)包括两个学
时。一个学时为45分钟。
您将在学院的系主任那里

获得学生证和记分册。学生
证必须一直随身携带-这是您
进入教育机构的通行证，也
且是参观许多博物馆，去剧
院和电影院时打折的基础。
在考期期间，不要忘记带学

生证和记分册去参加测验和
考试。学生证是您个人身份
的鉴别器，教授会把您在测
验或考试中获得的成绩在录
入记分册。考试和测试将以
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进行。  
学生必须出勤，这非常重
要！
 在俄罗斯，高等教育有以

下几个评分顺序:

•优秀
•好
•满意
•不满意
•及格/不及格
最低通过分数是3分（满

意）和及格。只有学生在每
一门课程上均获得及格分数
时，才被允许升级并获得文
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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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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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国立技术大学国际合作理事会

网址：www.altstu.ru

地址：656038, 俄罗斯联邦, 阿尔泰边疆地区, 
巴尔瑙尔市, 德米特洛娃街 73号

联系电话：8（3852）29 87 62

电子邮箱：imos2013@inbox.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