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 

“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博士留学生 

招生简章 

 

一、 项目简介 

“一带一路”防灾减灾留学生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科研机构，围绕着“一带一路”沿线地震灾害、地

质灾害、山地灾害、洪旱灾害、海洋灾害、气象灾害、沙漠化的分布状况、

活动特征、风险分析、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及减灾决策、国际合作机制方

面开展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培养高层次防灾减灾人才。 

本项目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学生完成培养计划，成绩合格，按规定

发表学术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学校将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博士学位。 

 

二、申请指南 

（一）招生专业、培养单位及导师 

表 1  招生专业、培养单位及导师 

学科

代码 

学科名

称 

招生专

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

称 
研究所(研究中心) 招生导师 

0814 
土木工

程 

081401 

 

 

081405 

 

 

0814Z1 

 

岩土工程 

 

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

程 

 

寒区工程与

环境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

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崔鹏 陈晓清 苏立君 陈宁生 胡

凯衡 何思明 周公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 

 中科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

实验室 

赖远明 马巍 牛富俊 俞祁浩 盛

煜 李东庆 张建明 喻文兵 王大

雁 温智 张明义 李国玉 屈建军 

拓万全 金会军 张耀南 韩致文 

张克存 吕萍 吴青柏 齐吉琳 汪

双杰 刘恩龙 赵林 李韧 谢昌卫 



0705 地理学 

070501 

 

070502 

 

070503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

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山地表生过程

与生态调控重点实验室 

 山区发展研究中心 

 数字山地与遥感应用中心 

崔鹏 李泳 王根绪 吴艳宏 王玉

宽 方一平 李爱农 范建容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 

 中科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

实验室 

 中科院内陆河流域生态水

文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黑河生态水文与流

域科学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遥感重点实验室 

秦大河 程国栋 姚檀栋 车涛 陈

仁升 丁永建 段争虎 冯起 韩致

文 何志斌 黄春林 金会军 靳鹤

龄 康世昌 李新 李新荣 李玉强 

李忠勤 刘光琇 刘晓宏 刘玉冰 

吕萍 屈建军 盛煜 苏永中 拓万

全 王建 王涛 王维真 王新平 

吴青柏 吴通华 肖生春 谢昌卫 

徐建中 徐中民 薛娴 颜长珍 杨

保 杨梅学 宜树华 俞祁浩 袁文

平 张克存 张小由 张耀南 赵晖 

赵林 赵文智 赵学勇 周立华 左

小安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绿洲生态与绿洲农业研究

室 

 区域发展研究室 

 干旱区水循环与水利用实

验室 

 空间对地观测与系统模拟

研究室 

陈亚宁 杨兆萍 李兰海 包安明 

0706 
大气科

学 

070601 

 

070602 

气象学 

 

大气物理学

与大气环境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科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

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胡泽勇、高艳红、高晓清、余晔、

马耀明、康世昌、杨梅学、秦翔、

李韧、孟宪红、陈仁升、 徐建中、

车涛、苏培玺 杨保 

0709 地质学 

070901 

 

070902 

 

070904 

矿物学、岩

石学、矿床

学 

 

地球化学 

 

构造地质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科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

实验室 

 甘肃省油气资源研究重点

实验室 

王琪 陈国俊 吉利民 夏燕青 

周世新 妥进才 王晓锋 王永莉 

范桥辉 李立武 李中平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表生过程

与生态调控重点实验室 

 山区发展研究中心 

王根绪 王玉宽 

http://cw.casnw.net/wwwroot/nlh/index.shtml
http://cw.casnw.net/wwwroot/nlh/index.shtml
http://www.westgis.ac.cn/
http://lpcc.careeri.cas.cn/
http://lpcc.careeri.cas.cn/
http://www.lig.cas.cn/jgsz/kyxt/yyqzys/
http://www.lig.cas.cn/jgsz/kyxt/yyqzys/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甘肃省寒区旱区逆境生理

与生态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极端环境微生物资

源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李新荣 赵文智 赵学勇 刘光琇 

谢忠奎 张铜会 王新平 段争虎 

苏永中 苏培玺 陈国雄 马小飞 

王若愚 陈拓 袁文平 刘晓宏 何

志斌 张志山 李玉强 刘玉冰 肖

生春 左小安 汪万福 薛娴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干旱区生物地

理与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木垒野生动物生态监测实

验站 

张元明 徐新文 杨维康 

0903 

农业资

源与环

境 

090301 土壤学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表生过程

与生态调控重点实验室 

朱波 贺秀斌 唐翔宇 张丹 张建

辉 刘刚才 熊东红 

 

（二）申请条件 

1. 非中国籍人士。 

2. 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3. 须具有与中国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学历，且此学位为土木工程、地

理学、生态学、地质学、水文学、海洋科学和大气科学学科、专业（其他

相关学科、专业的学生，表现优异者可适当放宽）。 

4. 学业成绩优良、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 

 

（三）申请步骤 

1. 申请人确定符合申请资格 

申请人需确定本人满足本项目的申请条件。 

2. 申请人联系并获得一名导师接收 

招生导师必须来自表 1 所列的培养单位。导师信息可通过国科大英文



网站（点击链接）及各研究所网站查询。 

申请人找到与自己科研兴趣相符的导师后，需向该导师发送个人简历、

研究计划和其他申请相关材料，并在邮件中说明自己申请本项目攻读国科

大博士学位。 

3. 申请人提交网上入学申请 

申请人登录国科大国际学生网上入学申请系统（http://adis.ucas.ac.cn），

根据系统提示，填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材料。需上传的材料如下： 

  普通护照个人信息页扫描件（护照有效期须 2 年以上）； 

  两寸个人护照照片近照； 

  个人简历（需包含科研经历简介）；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 

  硕士及学士学位证明； 

申请人如为在校生，需提交本人就读学校出具的在读预毕业证明，

获得学位证书后需补交。 

  硕士及本科期间的成绩单； 

  英语或汉语水平证明； 

  详细的研究计划； 

  已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最多 5 篇学术论文题录及论文首页复印件

的扫描件（如有），请勿提供未经发表的论文。 

  两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学者的推荐信； 

http://english.ucas.ac.cn/index.php/admission/international-students/application-for-admission
http://adis.ucas.ac.cn/


推荐人应为熟悉申请者研究工作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推荐人不应是

拟接收该生的导师。推荐信需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抬头的纸，并需推荐人

本人签名、注明日期。 

  资助证明（或完成向国科大申请奖学金的相关手续） 

已获得奖学金或有关经费资助的申请人，请附资助证明；拟自费来华

学习的，请附担保人出具的经济担保函及银行证明（原件或公证件）；需

向国科大申请奖学金且符合条件的，请完成奖学金申请手续。 

  报名费缴纳凭证 

4. 申请人提醒导师完成《入学申请表》中导师意见页部分，并经所在研究

所/学院提交给国科大留学生办公室。 

 

注意事项： 

1. 申请人必须确保网上入学申请系统上填报的所有信息和上传的文件

均真实、有效，否则所有后果由申请人承担。 

2. 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研究所/学院提交入学申请材料，亦不得同时

报考两名或更多的导师。 

3. 请慎重选择学习专业和研究方向，应在与导师沟通一致后再提交申

请。入学后，国科大不受理此类型的变更申请。 

4. 申请所需的各种证明、证书如为中、英文以外的语言文本，需附经

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5. 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者，申请不予受理。无论录取与否，

申请材料均不予退还。 



6. 申请人请勿直接向国科大留学生办公室寄送申请材料。 

7. 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奖学金

计划、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其中任何一项的，免交报名费。 

 

（四）申请时间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需向国科大申请奖学金的，请

在奖学金申请截止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奖学金申请手续。 

（五）录取及入学 

国科大对符合所有入学条件的申请人予以择优录取。《中国科学院大学

录取通知书》、外国来华学习签证申请表（JW202 表）等相关材料将邮寄给

学生本人。 

被录取者应持申请入学所用的普通护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录取通知

书》、《外国来华留学人员签证申请表》、《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及所有体

格检查报告原件前往中国驻留学生所在国使（领）馆办理来华学习类签证。

请保存好录取通知书及 JW202/201 表原件，以供入境后申请居留许可使用。

请勿免签或持其他类别的签证入境。 

被录取者应按《中国科学院大学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日期和指定的地

点报到入学。未能按时报到的，应事先征得学校同意。 

（六）专业课程 

    第一学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院参加基础课程学习，包括汉语课

程及中国文化课程。第二学期在相关研究所参加专业课程学习。专业课程

按照留学生培养方案设置，均为英文授课。 



（七）毕业论文 

博士生需开展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选择一名对此研究课题感兴趣的

导师对其进行指导。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学生应提交博士论文研究计划书，

进行正式开题报告。第五学期提交中期计划，进行正式报告。毕业前，提

交英文毕业论文（中文摘要）并参加最终的论文答辩。 

（八）费用 

1. 报名费 

人民币 600 元。 

2. 学费 

免收学费。 

3. 外国来华留学人员综合医疗保险费 

一年期：人民币 800 元/人；半年期：人民币 400 元/人。 

4. 住宿费 

学生公寓双人间：人民币 900 元/人/月。（各所情况不一样，是否注明

根据培养单位条件提供） 

5. 其他费用 

门急诊医疗费根据医疗保险方案由保险公司赔付。 

伙食费、交通费以及培养计划之外的实验、会议、培训等所需费用均

由本人按需支付。 

 

注意事项： 

1. 国科大账户只接收人民币、美元或欧元。 



2. 国科大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中国科学院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银行账号：11001059200053002790 

银行国际代码：PCBCCNBJBJX 

3. 向国科大账户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汇款用途及学生姓名、国籍和护

照号码。 

 

三、奖学金 

    本项目入选学生可获导师及培养单位推荐，申请以下 4 类奖学金。 

1. 中国科学院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奖学金计划 

该计划为世界各国优秀青年来华攻读博士学位提供全额奖学金资助，

每年资助 140 名。该项奖学金内容包括免交学费、报名费，提供生活费（含

伙食、住宿、交通、保险等费用）。该计划详细内容、申请资格、申请办法

详见国科大英文网站（http://english.ucas.ac.cn）。国科大是该计划资助机构

之一。符合条件者，可按照其申请办法提交相关材料。 

2. 中国政府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下设的国别双边项目、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中

国—东盟大学组织奖学金项目、太平洋岛国论坛项目等资助来华攻读硕士

学位、博士学位研究生。奖学金内容包括免交学费、注册费，提供生活费、

校内免费基本住宿和医疗保险等。详细内容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

站（http://www.csc.edu.cn/Laihua/）。 

http://english.ucas.ac.cn/
http://www.csc.edu.cn/Laihua/


国科大是中国政府奖学金院校。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可通过本国有关部

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推荐，直接向基金委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时间

一般为上年 11 月至当年 4 月。各个国家申请截止时间不同，请注意提前查

询。申请时如需提供国科大预录取证明，请提前与国科大留学生办公室联

系。 

申请者亦可通过国科大推荐，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但此类中国政府

奖学金推荐名额较少，且仅限于目前未在中国学习的优秀外国青年。申请

办法详见国科大英文网站（http://english.ucas.ac.cn）。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 

该奖学金为外国优秀青年来国科大攻读博士学位提供全额奖学金资

助。资助内容包括免交学费、提供基本住宿、生活费和医疗保险四项。详

细内容、申请资格、申请办法详见国科大英文网站（http://english.ucas.ac.cn）。

符合条件者可按照其申请办法提交相关材料。 

4．研究所国际学生奖学金 

该奖学金为相关研究所为“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学科攻读博士学位留

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资助。资助内容包括免交学费、提供基本住宿、生活

费和医疗保险四项（我们的医疗保险是学生自费）。详细内容、申请资格、

申请办法详见各研究所网站。符合条件者可按照其申请办法提交相关材料。 

四、联系方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80 号 

邮政编码：100190 

http://english.ucas.ac.cn/
http://english.ucas.ac.cn/


联系人：解语晨 

Email：iso@ucas.ac.cn 

电话/传真：+86 10 82672900 

网站：http://english.ucas.ac.cn/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联系人：张宇  姚彩云 

联系电话：86-02885242396 

电子信箱： yzb@imde.ac.cn 

通讯地址：中国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网址：http://www.imde.ac.cn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联系人： 蔡英  陈辉 

联系电话：86-09314967630，86-09314967618 

电子信箱： caiy@lzb.ac.cn，chenhui@lzb.ac.cn 

通讯地址：中国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320 号 

网址：http://www.nieer.cas.cn/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联系人：周斌  邹婷 

联系电话：86-09917885476 

电子信箱： zhoubin@ms.xjb.ac.cn 

http://english.ucas.ac.cn/
mailto:yzb@imde.ac.cn
http://www.imde.ac.cn/
mailto:caiy@lzb.ac.cn
http://www.nieer.cas.cn/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818 号 

网址： http://www.egi.ac.cn 

 

 

http://www.egi.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