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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China Campus Network，简称 CCN）是由 28 所具备综合实

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中国高校在 2016 年 2 月所创立，联盟秘书处位于中国上海市。随着

新成员的加入，目前联盟成员高校已经扩增至 37 所。 

秉承着“教育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的使命，联盟以“提质增效、规范管理、内涵建设、留

学强国”为方针，通过中国高校间教育资源整合，共同打造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体系，并基

于和全球政府、行业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设立多项定制化“政府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项目，致力培养“一带一路”背景下具较强竞争力、符合中外发展需要的优质本土人才。 

至今，CCN已发展成中国最大来华留学生预科培养基地，成为成员高校重要的本科与硕

士生优质生源基地。联盟秘书处将持续携手成员高校推展留学中国教育，让更多马来西亚和

其他国家学子搭上留学中国列车，成就学子留学中国理想，共创留学中国新价值。 

成员大学名单

▪ 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哈尔滨工业大学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北京师范大学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西安交通大学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天津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 山东大学 Shandong University 

▪ 四川大学 Sichuan University 

▪ 华南理工大学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上海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Beihang University 

▪ 东南大学 Southeast University 

▪ 西北工业大学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 北京交通大学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 南京农业大学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北京外国语大学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上海师范大学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Xidian University 

▪ 东北师范大学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江苏大学 Jiangsu University 

▪ 杭州师范大学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 贵州大学 Guizhou University 

▪ 黑龙江大学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 长春理工大学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广西师范大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兰州理工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西安石油大学 Xi'an Shiyou University 

▪ 北华大学 Beihua University 

▪ 南方医科大学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 上海政法学院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浙江工商大学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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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N   

CC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IFP) 

一、 项目背景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立足于国际视野提出的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大构想，而来

华留学生教育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环节，是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新起点。

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然而，现有中

国大学预科班主要着重培养来华留学生更偏向于生活化应用场景的基础汉语能力，使学生难

以使用汉语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加上各国基础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预科作为来华留学

生为适应中国学历教育体系的一种桥梁课程，若无法进行针对式教学的情况下，学生与中国

学生之间原有的差距将会加大。 

为此，借助成员大学丰富的来华留学预科研发和教学经验，联盟以 "校校合作" 模式独

立打造所有成员大学共同认可的标准化预科教育项目，着力实现来华留学生学术基本功、语

言基本功、职业竞争力、文化适应力四大培养目标，提高生源质量，实现在来华留学教育方

面的提质增效。通过此项目，学生有机会参与「中国机会奖学金」(China Opportunity 

Scholarship, COS) 遴选，在本科奖学金录取保证的前提下，达到本科入学标准后被保送进入

一所成员大学进一步延续来华留学梦想。 

围绕《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要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

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的总体目标，CCN 高度重视预科教学体系的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其

学术质量由 CCN 学术委员会、学术管理中心和联盟共建国际预科中心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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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是联盟内最高学术机构，负责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及咨询

等职权。学术管理中心下设课程建设委员会、教学管理委员会及考试委员会，确保所有预科

中心严格遵循 CCN 预科学术质量保障体系和框架进行教学与考试工作，确保了教学质量和

过程符合联盟标准。截至 2020 年，我方于 10 所成员大学校园内及境外五国设立了国际预科

中心，负责预科教学与考试工作。各成员认可预科，且按照“统一预科录取、统一培养方案、

统一考试评估、统一质量保障、统一大学录取”共识，吸纳优质来华留学生。 

 
CCN 预科质量保障体系

 

CCN 国际预科中心分布图 

 

二、 培养模式 

预科总节数 540 节，每节约 45-50 分钟，学习强度大，要求学生有足够的学习时间投

入，以确保其学习成果。组织形式包括讲座、研讨、小组学习等，课余时间学生需妥当安排

时间独立完成作业，以及参与预科中心组织的集体课外学习任务。 

学生完成预科阶段特定专业方向的所有课程，并达到毕业考核标准后，即能进入联盟内

的一所大学开始进行学士学位阶段本科专业的学习。同时，在大一期间通过 CCN Digital 

Campus 线上平台参与 IBP (Post-IFP)，获得针对来华留学生提供的在线课程如高等数学、管

理学类、计算机类等大学课程学习资源、参与课业辅导和答疑等专属活动，以提升学生本科

学习适应性。 

预科方向 

课程板块 
工科 商科 人文 

学术汉语 
数学专业汉语 (48 节) 

物理专业汉语 (48 节) 

数学专业汉语 (48 节) 

经济与商务学专业汉语 (48 节) 

数学专业汉语 (48 节) 

人文专业汉语 (114 节) 

高级汉语阅读与写作 (90 节) 

基础知识 
数学Ⅱ (168 节) 

物理Ⅰ (54 节) 
数学Ⅱ (168 节) 数学Ⅱ (168 节) 

大学先修知识 
数学Ⅲ (168 节) 

物理Ⅱ (54 节) 

数学Ⅲ (168 节) 

经济与商务学 (108 节) 
数学Ⅲ (120 节) 

注：各专业方向单独成班人数要求 12-15 人，课程安排具体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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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录取保证 

本科录取保证 

报读本项目时，学生必须要在申请表上填妥本人在预科毕业后，期望能够进入的 2 所大

学和专业作为本科志愿。该本科专业须与预科方向吻合，且申请人高中成绩已符合申请该校

CCN 学生本科录取资格。预科毕业后已满足所有本科录取资格的学生，将会获得志愿大学

优先录取资格。 

如果学生未能满足两所志愿大学本科录取资格，但预科阶段满足 95% 课程出席率并且

取得预科成绩总平均 60%、预科学术汉语成绩 60%，合格毕业，则可以通过 CCN 大学调配

机制被其中一所成员大学本科录取。 

奖学金等级保证 

为了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优秀生，申请本项目学生可以在就读预科前，根据高中成绩取

得 China Opportunity Scholarship (COS) Conditional Offer，提前获得特定等级本科奖学金

的保证。当进入本科首年时学生已达到文中列出的奖学金录取条件，将保证学生获得所列等

级的奖学金（相关大学须设有该等级奖学金名额）。 

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不参与 COS 中国机会奖学金计划，欲申请者请在 2023

年 1 月内完成申请手续，且在报名时四选一纳入第三志愿，惟第三志愿不享有录取和奖学金保证承诺。 

四、 大学志愿 

完整的专业目录请查阅 CCN Malaysia 官网专业目录，近年热门专业如下所示： 

理工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机械工程（Mechanical 

Engineering）、大数据管理与应用（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化学工程与工

艺（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物联网工

程（Internet of Things Engineering）、机械制造与自动化（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商科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电子商务（E-commerce）、市

场营销（Marketing）、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金融学（Finance）、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物流管理（Logistic Management）、经济学（Economics）、行政管理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702/ccn-international-foundation-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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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dministration） 

人文方向 

汉语言文学（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商务汉语（Business Chinese）、汉语国际

教育（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汉语言（ Chinese Language ）、新闻学

（Journalism）、数字媒体（Digital Media）、网络与新媒体（Network and New Media）、国

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法学（Law）、视觉传达设计（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五、 中国机会奖学金（China Opportunity Scholarship， COS） 

参与此奖学金计划的院校如下所示，奖学金名额仅为申请 IFP 国际预科中文授课项目且

高中成绩符合要求的申请人进行名额保留。未达到保留名额资格的学生，在预科成绩特优情

况下，可以争取剩下的名额。 

成员大学 等级 资助年限 资助内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1 第一学年 100%学费 

A1* 第一学年 80%学费 

A3 第一学年 50%学费 

A4 第一学年 20%学费 

北京外国语大学 A1 第一学年 100%学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A1 第一学年 100%学费 

A3 第一学年 50%学费 

浙江工商大学 

A2 第一学年 100%学费 

A3 第一学年 70%学费 

A4 第一学年 40%学费 

上海大学 A1 所有学年 100%学费 

上海政法学院 A2 所有学年 100%学费 

天津大学 

A1 第一学年 学费补贴 RMB20000 

A3 第一学年 学费补贴 RMB10000 

A4 第一学年 学费补贴 RMB6000 

南方医科大学 
A3 第一学年 20000 元（相当于 60%学费） 

A4 第一学年 10000 元（相当于 30%学费） 

南京农业大学 A1 所有学年 100%学费 

东南大学 A3 第一学年 10000 元（相当于 50%学费） 



 

China Campus Network Malaysia | 6 

成员大学 等级 资助年限 资助内容 

哈尔滨工业大学 
A3 所有学年 50%学费 

A4 所有学年 20%学费 

黑龙江大学 

A2 所有学年 100%学费 

A3 第一学年 50%学费 

A4 第一学年 10%学费 

广西师范大学 
A2 所有学年 100%学费 

A4 所有学年 30%学费 

长春理工大学 A3 第一学年 50%学费 

江苏大学 

A2 所有学年 100%学费 

A2* 所有学年 50%学费+生活补贴 10000 元 

A3 所有学年 50%学费 

A3* 所有学年 40%学费+生活补贴 10000 元 

A4 所有学年 40%学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A1 所有学年 100%学费 

A3 所有学年 50%学费 

西安交通大学 
A1* 所有学年 50%学费+生活补贴 15000 元 

A3* 所有学年 生活补贴 15000 元 

西安石油大学 

A2 所有学年 100%学费 

A3 第一学年 50%学费 

A4 第一学年 5000 元（相当于 30%学费） 

西北工业大学 A1* 第一学年 50%学费+生活补贴 14000 元 

注：资助年限为所有学年者须每年参与奖学金年度审核；年限为第一学年制者第二年起重新申请在校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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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 University-Enterprise Alliance (UEA) Programme 

一、 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

快速发展、加快成熟并渗透至各行业，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创

新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产业领域。本项目立足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以及

“一带一路”重点发展领域人才需求特点，通过成员高校和中外企业专家“双师制”合作模式，

凝聚合力、搭建平台，共同为全球培育具国际视野、数字思维、行业技能与商业智慧的本地

化复合型人才，推动中国高校实行以企业用人需求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助力企业提高国际

化、本地化水平，帮助来华留学生实现职业梦想，成为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后备军，

实现高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 

 
校企联盟于 2017 年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由

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揭牌成立

 

出席校企联盟成立大会的高校、 

企业代表进行合影 

二、 培养模式 

被录取的 UEA 学生将被安排进行 600 节预科课程，通过预科考核后直接定向进入已录

取学生的特定大学内学习符合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相关大学比较有优势的数字经济特色专业，

并在华留学两年后，于大三阶段接受 Digital China Programme (DCP) 数字人才培训模块。 

通过 DCP 模块，学生有机会与行业专家通过专题讲座探索新中国在数字化建设的发展

脉络，从前沿产业数字化及数字产业化真实案例分析中，建立数字思维和前瞻思维。学生还

会获得实践机会，在导师指导下组织数字创业团队，基于真实的企业产品，从市场研究、用

户洞察、品牌定位、数字营销、投资路演等多维度，提出富有创新创意的数字化商业方案，

展示团队商业洞察和提升商业策划与实践意识，最终达到强化职业竞争力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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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DIGITAL CHINA PROGRAMME  
A programme aims to fully expose students to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beyond classroom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Lectures delivered by industrial experts and 

practitioners are based on REAL-WORLD 

BUSINESS CASE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innovation in 

China in a global context, which aim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GITAL AWARENESS 

and mindset. 

Exposure to  

Real-World 

Business 

Scenarios & 

Best Practices 

REAL PRODUCT PROJECT from REAL 

COMPANIES in the UEA enables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DIGITAL BUSINESS PROJECT in teams, 

gaining HANDS-ON experiences on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Hands-on 

Experiences for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While gaining exposure to real business practice and 

gaining hands-on experience, students are also able 

to be recognized by companies/business owners for 

their project plans or/and outcomes, and provided 

with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working for 

companies, working as partners in students’ home 

countries/regions, receiving INVESTMENTS FOR 

START-UP businesses.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through Link 

with Business 

World 

DCP can be RECOGNIZED FOR PRACTICE 

CREDITS by CCN member universities for degree 

awarding purpose. Practice is a compulsory part of a 

university degree programme. It’s usually scheduled 

to happen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the degree study 

and organiz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with supports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Practice Credits 

Recognized by 

CCN Universities 

EXPERT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WITH 

SUCCESSFUL EXPERIENCES RELATING TO DIGITAL ECONOMY 

1. ZHOU YONG: secretary-general of Alibaba GDT Network; serial entrepreneur 

2. CHRISTIAN KUHNA: design thinking, education specialist; founder and CEO of USCD 

3. NICHOLAS KRAPELS: monetary policy and block-chain innovation specialist; writer; 

educator, and entrepreneur 

4. WANG SHIJIE: consumer research expert; conducted research for Unilever, Yizi, 

Budweiser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brands  

5. RAMES KUMAR: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specialist; founder of In Plain Sight 

Consulting; cooperated with Samsung, Phillips, Castrol, etc. 

6. ANDY NGUYEN: marketing specialist; founder of REST Du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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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录取与奖学金保证 

报读本项目时，学生只能在 UEA 专业目录中选择一个特定大学的学位课程进行申请，

并按规定进行 UEA 专项奖学金生遴选。申请通过的学生，既获得对应方向预科录取、有条

件本科录取和奖学金保证。学生完成预科学习并顺利取得有条件本科录取通知书所列成绩，

将获得所列等级奖学金，并按计划直接进入相关大学继续深造。 

四、 专业目录 

理工方向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负责高校 专业排名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 工学，机械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10% 

智能制造工程 工学，机械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国前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计算机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计算机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2% 

智能科学与技术 工学，计算机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2% 

软件工程 工学，计算机类 天津大学 全国前 2-10% 

人工智能 工学，电子信息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2%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化工与制药类 天津大学 全国前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材料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国前 2-1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能源动力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国前 2-10%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注：专业实力数据取自软科排行榜。 

 

机械类  Mechanical   ——————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制造业发展理念、制造模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机械类专业主要研究和解决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电工程及自动化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的应用学科。主要培养能够在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中，从事高新技术产品与智能

制造系统架构设计、应用研究、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专业对数理基础

要求较高，适合对机械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机械类是以数学、物理、化学、力学、材料学、控制学、计算机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为理论基础，以理论分析、物理实验、工程试验、计算机仿真等为手段，研究和解决机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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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运行、控制、管理、使用、维护等方面理论及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和专业。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机械工程导论、机械设计基础、机械控制工程、机

械制造技术、制造执行系统、机械故障诊断、制造技术前沿、现代机器人技术、企业与生产

运作管理、微纳制造技术、三维实体数字化建模、增材制造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智能制造工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传热学、电工技术、电子技术、

机械技术制图、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工

程材料及成形技术、机电系统控制基础等。 

 干什么？ 

机械类专业毕业生可进入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或智能制造行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和

自动化设备装置的设计研究和科技开发、制造工作，也可以从事技术管理与控制、经营销售

等方面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一个新的里程碑，人类社会也被带入了以信息科技

为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此专业主要研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系统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和

应用价值，学生将掌握从事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工程研究、技术开发、运行维护、项目管理

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工作能力，成为在不同领域创新应用计算机知识来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高级专门人才。适合对计算机学习、研发感兴趣，善于逻辑推理及分析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方向包括算法与计算系统研究、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应用。

计算机科学家使用各种数学算法、编码程序和他们的专业编程技能，来研究计算机进行信息

获取、表示、存储、处理、传输过程，并开发新的软件和系统，应用到各行各业。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计算机组成、操作系统原理、

算法分析与设计、计算机网络原理、形式语言与编译、数据库系统、汇编语言、JAVA 语言

程序设计、人工智能、物联网应用概论、嵌入式智能系统、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工程、网络

与信息安全、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离散数学、

微机原理与系统设计、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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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导论、软件工程等。 

 干什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性广、交叉面多，覆盖社会各行各业，这就决定了就业领域

非常广泛，毕业生可以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编程、系统

分析、数据库管理、网络架构、软件开发、研究等信息服务等工作。 

 

智能科学与技术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智能科学与技术是推动现代社会走向智能化的重要支柱。这个专业主要研究智能技术与

信息技术方面的理论知识，学生会掌握一定的智能系统开发、智能信息处理以及智能决策与

管理能力，培养在智能算法设计、智能感知与计算、遥感影像解译与目标识别等领域参与相

关科学工程的研发、管理等工作的高技术人才。适合对计算机技术感兴趣、热爱智能科学学

习研究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智能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将计算机、自动化、智能系统、传感信息处理等融为一体的一个

交叉学科和专业，工程性和实践性很强。智能科技应用已经成为 IT行业创新的重要增长点，

其应用领域有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智能电器、智能楼宇、智能社区、智能物流等等，对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什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结构和算法应用、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微机

原理与系统设计、数字信号处理、最优化理论与方法、计算智能导论、模式识别、机器学习、

图学基础与计算机绘图、深度学习导论、智能数据挖掘、智能遥感技术、智能网络与云计算

技术等。 

 干什么？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能在 IT、新兴金融、工商企业、政府机构等宽泛范围内，从

事智能系统开发与管理、智能办公与家居产品设计、物联网技术支撑、大数据产业研究、信

息通信支撑工作等高技术类工作，也能从事相关产品销售工作，或继续深造。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 

当今世界，软件可谓无处不在。这个专业主要研究计算机与软件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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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生会掌握必要的技术知识及编程实践能力，培养有能力从事软件系统的分析设计与开

发、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工程人才。适合对软件开发和数理基础较好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软件工程是将计算机科学、数学、工程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软件系统的开发

与维护中的一门交叉性的工程学科。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呈现出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态

势，各行业对软件专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市场对网页设计、网络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

序开发等相关人才需求高涨。 

 学什么？ 

天津大学软件工程：计算机系统导论、程序设计原理、离散数学导论、数据结构、计算

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C++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Java 语言程序设计、软件工程、编译原理、形式化方法、软件测试技术等。 

 干什么？ 

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信息服务行业等企事业单位，从

事管理服务、技术研究、软件的分析、设计、开发、维护等工作。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人工智能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基于算法、芯片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融合，其应用已渗

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专业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研究如何让机器人可以模拟人类

思维过程以及做出智能行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机器视觉、机器听觉、机器学习、机器推

理以及机器人仿生。适合对电子信息技术及信息系统感兴趣的学生就读。 

 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它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

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学什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概论、认知计算、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知识工程、计算智能导论、脑科学基础、Python/JAVA 程序设计、图学

基础与计算机绘图、集成电路设计导论、智能数据挖掘、智能控制导论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

知识工程、智能网络与云计算技术、大数据与网络信息检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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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在于科研机构、高校讲师、互联网企业软硬件开发人员三

个主要的方向。科研机构主要对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的探究，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实现储备技

术力量。 

 

化学工程与工艺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 

化学工程与工艺是从 19 世纪末化学品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专

业主要研究化学工程与工艺理论基础与实验技能，培养具备以科学方式，解决化工生产过程

复杂化学工程问题的高端技术人才。适合化学基础好，对化学工艺研究和设计感兴趣的学生

报读。 

 是什么？ 

化学工程与工艺包含化学工程和化学工艺两大内容，前者主要是研究化学工业及其相关

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化学和物理过程，后者则是以产品为目标，研究利用已有的化学工程的

研究成果，为化学工业生产提供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合理的方法、设备与流程，把原料

变成产品。 

 学什么？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工程制图基础、化工数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工

导论、化工传质、化学工艺学、化工流体流动、化工热力学、化工反应工程、化工过程分析

与合成、化工机械基础、化工设计、化工传递过程、化工分离过程、分子设计与化工产品过

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反应器设计及应用、化工安全与环保等。 

 干什么？ 

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在化工、能源、信息、材料、环保、生物工程、轻工、制药、食

品等部门，从事工程设计、新产品研制、技术开发、生产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 

 

材料科学与工程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新材料的发现、发明和应用推广与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密不可分。加快发展新材料，对

推动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个专业主要研究材料的

成分、组织结构、加工制备与工艺、与材料性能和应用价值，学生会学习材料科学与工程的

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研究、材料设计、材料性能优化、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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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工艺开发和材料生产管理工作能力。适合化学基础好，对材料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研究材料成分、结构、工艺、性能与用途之间有关知识和应用的学科。

这个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扎实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知识及相关基本技能的高级研究开发

与工程技术人才，学生会掌握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比较系统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技能

和方法，以及具备从事材料领域科技工作能力。 

 学什么？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理论力学、电工与电子技术、材料力学、量子力学基

础、材料热力学、固体物理、高分子化学、材料 X 射线衍射分析、电子显微学、工程材料学

/功能材料学、计算材料学原理、材料科学基础、传输原理、材料物理性能、材料力学性能、

高分子物理等。 

 干什么？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在材料、机械、电子信息、冶金、航空航天等各种行业从

事材料的生产、质量检验、工艺与设备设计、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经营管理工作，或在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既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人与自然发生互动关系的一个

主要方面。人类探索利用新能源及开发新的能源利用技术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这个专业主要

研究新能源的种类、特点、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相关的工程技术，培养具有较强工程实

践和创新能力，能够在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领域中 ，从事相关工程技

术领域的开发研究、工程设计、优化运行及生产管理工作的跨学科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适合物理基础好，对新能源研究、设计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面向新能源产业，主要研究在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

新能源特点、利用的方式和方法、应用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培养从事相关工程技术领

域的开发研究、工程设计、优化运行及生产管理工作的跨学科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学什么？ 

哈尔滨工业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工程图学 C、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电路、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自动控制原理、传热学、新能源发电变流技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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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电机学、太阳能热利用技术、风力机动力学原理与发电技术、光伏系统电气控制与优化

等。 

 干什么？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可在国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相关各类大、中型企业，从事

与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新能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从事和设备制造、检修与维护、

集控运行、生产管理等方面有关工作，也可在科研或教育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 

大数据的应用价值非常大，这个专业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主要研究大数据

分析理论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大数据管理与治理方法。毕业生将成为既懂商业与

管理，又懂大数据分析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毕业生可以到政企事业单位从事数据分析、商业

决策支持等方面工作，相关工作岗位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企业数据官等。适合对

经济、数量分析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主要研究大数据分析理论和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大数据管理

与治理方法。无论是政府机构抑或企事业单位的运作都涉及数据。面对庞大的数据量，相关

单位需要有专业的数据管理人才，通过数据分析，从数据中洞悉有用的信息以制定政策和提

高管理效率。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基础、电子交易与电子支付、

机器学习、优化理论与算法、社交网络与文本分析、数据分析语言基础、数据资源管理、数

据质量管理、消费者行为、商务数据分析、视频数据处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系统工程、

金融大数据分析、电信大数据分析、项目管理与决策等。 

 干什么？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毕业生作为既懂商业与管理，又懂大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可

以到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数据分析、商业决策支持等工作，相关工作岗位包括数据

分析师、数据科学家、企业数据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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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方向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负责高校 专业排名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经济与贸易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经济与贸易类 西北工业大学 全国前 10-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经济与贸易类 东南大学 全国前 2-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经济与贸易类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经济与贸易类 西安石油大学 全国前 20-50% 

电子商务 管理学，电子商务类 广西师范大学 全国前 10-20% 

电子商务 管理学，电子商务类 东南大学 全国前 10-20% 

电子商务 管理学，电子商务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10-20% 

电子商务 管理学，电子商务类 江苏大学 全国前 10-20% 

工商管理  管理学，工商管理类 东南大学 全国前 2-10% 

市场营销 (跨境电商) 管理学，工商管理类 西北工业大学 全国前 2-10% 

行政管理 (电子政务) 管理学，公共管理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10% 

旅游管理 管理学，旅游管理类 东南大学 全国前 2-10% 

注：专业实力数据取自软科排行榜。 

 

国际经济与贸易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 

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贸易与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最

大贸易伙伴。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经济学原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学生将较系统地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

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策略。毕业生将具有较强国际贸易实际能力，能够从事进出口业务、

外贸企业管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跨国经营等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活动的高级专门人才。

适合对经济有浓厚兴趣、善于商业交流合作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应用经济学科专业，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企业国际化经

营、国际投资与全球营销、国际贸易风险分析与规避等，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制定国际化经

营战略，以及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手段。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管理学、国际商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学、

国际商务谈判、国际技术与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原理、跨境电商、世界经济贸易地理、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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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管理、中国与丝路国家贸易等。 

西北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营销学、国际投资、国

际金融、服务贸易、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经济法学、外贸函电、国际技

术贸易、进出口报关实务、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 

东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

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经济法、数据库原理、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

外贸口语、外贸函电、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物流管理、博弈论、领导力与团队管理等。 

上海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现代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世界

经济、国际商务环境、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法、WTO 概论、跨国投资

概论、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财务管理、网络银行、证券投资、税收学、经济地理、合同法、

中国对外贸易、服务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全球经营战略等。 

西安石油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

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市场营销等。 

 干什么？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可以到外贸公司、进出口生产企业、涉外机构等单位，从事

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国际投资、国际市场调研与营销策划、国际贸易风险分析与规避、国

际贸易纠纷调解的辅助性工作。 

 

电子商务  eCommerce   —————— 

尽管中国电商起步稍晚，但由于中国将发展电商的核心动力放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上，

使到中国在全球电商领域中脱颖而出。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电子商务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原

理，以及电商技术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会系统地学习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商务活动的

理论与技能，并具备一定的互联网创新创业素质。毕业后，学生能够进入传统工商企业或数

字化企业，成为从事现代社会商务运营、专业管理和技术服务工作的新型专门人才。适合对

网络营销及设计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电子商务是指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这专业主要研究

电子商务经济、电子商务管理、电子商务技术的基本理论。中国电商已经创造出一个庞大的

商业生态，带动了移动支付、快递物流、数字商业服务、原创品牌等多个产业的发展，也重

塑了许多行业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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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什么？ 

东南大学电子商务：管理运筹学、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电商经济学、企业资源规划、

电商与物流系统分析和设计、数据挖掘与商业智能、运营管理、用户界面分析与设计、商业

研究方法、计算机网络、网络企业管理、用户界面分析与设计、全球化采购管理、数据库原

理、国际商务、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商务：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Python 基础、JAVA 程序设计、电子商务导论、电子商务安全基础、网络金融与电子支付、

络经济学、商务网站的设计与开发、网络营销、商务数据分析、群决策与社会选择、互联网

产品用户体验、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江苏大学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网络与通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电子商务网页与网站

设计、网络营销策划与实务、国际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商务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结

构、程序设计 (Java, ORACLE, JSP)、网络零售、消费者行为学、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与设计、

网络广告、信息经济学、营销策划学、电子商务战略等。 

广西师范大学电子商务：管理学原理、电子商务概论、网络技术、信息经济学、供应链

与物流管理、网络零售、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电子商务管理、网络营销、电子支付、会计学

原理、专业导读等。 

 干什么？ 

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电商企业、电商服务企业、互联网企业，甚至是传统企业，

从事电子商务规划与咨询、平台运营及数据分析、战略设计、商务策划、销售渠道建立、跨

境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工作。 

 

市场营销  Marketing   —————— 

市场营销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创造并同他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满足需求与欲望的一个

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个专业的学生将会系统学习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应用等工商管理学

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到市场营销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获得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

基本能力。毕业以后能够到工商企事业中从事营销战略与策划、商务谈判、企业形象设计、

品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适合对市场营销、经济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市场营销主要研究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市场营销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行

市场营销与管理、产品与品牌的推广宣传等，包括市场调查、市场分析、市场定位、营销策

划、品牌推广、市场宣传等，实现在创造、沟通、传播和交换产品中，为客户、合作伙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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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个社会带来经济价值。 

 学什么？ 

西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会计学原理、组织

行为学、系统工程、财务管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国际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学、市场分

析与预测、零售管理、商务谈判、品牌管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服务营销、新媒体营销、

营销企划实务、管理沟通等。 

 干什么？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可以到各类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市场调研、数据分析、营销策划、

广告策划、品牌管理、市场开发、营销管理等工作。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从出海品牌到打造全球化引领品牌，是中国品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未来世界将看到

更多的中国品牌，来华留学生成为出海工商企业最重要人才支撑。这个专业主要研究管理学、

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和内部行为管理

等。毕业生将具备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的能力，制定

企业的战略性目标以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适合对管理知识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工商管理主要研究管理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企业

的经营战略制定和内部行为管理等，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企业管理和经营

决策，制定企业的战略性目标，以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学什么？ 

东南大学工商管理：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组织行为

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数字技术与运营管理、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数字时代

管理设计方法、战略管理、领导力与团队管理、数据库原理等。 

 干什么？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各

类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企业金融、

投资分析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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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   ——————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全球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发展趋势。这个专业面向公共管

理部门、非政府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学生会兼具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知识，

熟悉公共行政事务的治理、经营管理和执行的理论与实践方法。毕业后适合到国家公共机构、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政策研究、行政或人力资源工作。适合对行政理论研究和

统计分析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行政管理研究的主体对象是行政机关，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

运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行政管理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方面将可以

进一步得到优化重组，提高管理预期和行政效率。近年来，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全球公

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发展趋势，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加大了能

熟练掌握信息网络构建与运行技术现代行政管理专门人才的前景。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行政管理（电子政务）：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理论与应用、

公共危机管理、社会统计学、运筹学、管理系统数学建模、政务管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技术

及应用、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电子政务系统分析与设计等。 

 干什么？ 

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并不限政府公务员和政府部门，他们也可以到非政府组织、企

事业单位，从事公共政策分析与研究岗位、企业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的策划、建设、运营、维

护与管理工作。 

 

旅游管理  Tourism Management   —————— 

旅游已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专业从旅游

服务企业的特点出发研究旅游企业管理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学生会系统掌握旅游管理学科

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有关旅游管理问题研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具有运用理论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毕业后可以旅游服务行业从事旅游项目策划与运营、旅游渠道拓

展、旅游投资、旅游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或者投身旅游与休闲行业进行自主创业。适

合对旅游经营管理感兴趣、热爱旅游业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旅游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短期性的生活方式，它是伴随着宗教、游览、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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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以及文化交流等活动进行的。旅游管理是一门研究旅游企业管理、 旅游开发与旅游市

场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等业务领域理论知识的新兴应用型学科，旨在培养适用现代旅游业

发展需要，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 

 学什么？ 

东南大学旅游管理：中国旅游史、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学、旅游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旅游资源学、旅游统计学、旅游心理学、导游艺术、旅游消费者行为、旅游与游憩地理学、

休闲文化与产业管理、旅游服务管理、旅游景区管理、世界遗产概论、世界旅游地理、组织

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等。 

 干什么？ 

旅游管理毕业生能够进入旅行社、旅游咨询公司、景区公园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景

区和度假区的开发与管理、旅游路线的规划设计、旅游产品宣传策划与销售等相关工作。 

  



 

China Campus Network Malaysia | 22 

人文方向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负责高校 专业排名 

汉语言 (商务汉语方向) 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0-50% 

汉语言 (商务汉语方向) 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 天津大学 全国前 20-50% 

汉语言 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 西安石油大学 全国前 20-50% 

新闻学 文学，新闻传播学类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新闻传播学类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新闻传播学类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数字媒体 艺术学，设计学类 江苏大学 全国前 20-50%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设计学类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设计学类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 

注：专业实力数据取自软科排行榜。 

 

中国语言文学类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引发全球掀起 “汉语热”，汉语作为一种

重要的商业用语的实用价值在不断提升。汉语言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基本

知识和基础理论，汉语言文学侧重于研究文学的修养与内涵，涉及诗词歌赋、现当代文学、

民间文学等领域。学生将掌握扎实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理解力，熟悉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

毕业后可以从事汉语应用、中文文案创作、文学评论、商贸洽谈、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工

作的业务能力。适合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汉语言主要研究汉语及语言学、中国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具备系统、扎

实的汉语语言学基础，能够利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从事与汉语言文字处理和语言教学相关工

作的汉语人才。部分高校在汉语言专业基础上，为学生提供经济管理专业知识，使学生可以

具有跨文化交流和经济管理能力，未来能够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商务活动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

才。汉语言文学主要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包括其相关理论、发展

历史和研究现状等，涉及诗词歌赋、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等多个领域。相较于汉语言，汉

语言文学侧重于研究文学的修养与内涵，而汉语言侧重于语言研究。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商务汉语：汉语口语、汉语听说、汉语阅读、汉语写作、中国概况、中国

现当代文学、商务汉语综合、商务对话、商务汉语写作、经济学原理、国际贸易实务、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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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中国文化概论、商务案例综合、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概况、市场营销学等。 

天津大学商务汉语：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听力、汉语阅读、现代汉语写作、中国

概况、计算机基础、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当代中国经济、

商务汉语案例、人力资源管理、经济法等。 

广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汉语综合、汉语口语、汉语听力、汉语听说、汉语阅读、汉语写

作、汉外笔译、外汉笔译、外汉口译等。 

西安石油大学汉语言文学：文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语

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基础写作、美学原理、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等。 

 干什么？ 

汉语言或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根据自身规划，能够在文化教育部门、对外汉语教学

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汉语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也能够在报刊宣传、新闻出版、文化传

播、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传播、文化宣传、文字编辑、文学评论、文学写

作方面的工作。 

 

新闻学  Journalism   —————— 

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新闻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它与传播学、媒

体研究等领域互相关联，学生会学习到新闻史、新闻理论等专门知识，并在新闻业务实践学

习中掌握新闻采访、编写、评论、摄影、策划、编导等基本技能。毕业生可以在传统新闻媒

体行业或数字媒体行业中，从事编辑、记者、媒介经营管理、广告文案创意等工作，成为现

代传媒人才。适合喜欢与人打交道、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学、传播学、文学等方面基本理论和知识，在新闻的采编和传播、

事件评论、新闻嗅觉敏锐力等方面得到技能训练，培养出具备较高的新闻职业素养、有较强

的数据分析的高级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 

 学什么？ 

上海大学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应用、传播学概论、数据挖掘与分析、新闻学概论、

数据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与传播体制、新闻摄影、摄像基础、高级新闻业务、深度报道、

舆情调查与分析、融合媒体报道、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新媒体新闻生产、新闻伦理与法

规、数据可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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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新闻学专业毕业生能在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新闻网站等新闻单

位从事采编工作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管理工作，也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从

事公关策划工作，还可以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较高层次的新闻业务、教学、科研和管

理工作。 

 

网络与新媒体  Internet and New Media   —————— 

全球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高速演进，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迅猛发展。这个专业主要

研究传统媒介和新媒体与信息网络领域的变革趋势，掌握和运用新媒体内容策划与制作、新

媒体与信息网络的传播战略、现代互动营销理论和媒体经营模式等核心概念，能够适应当下

传播科技快速变迁，顺应数字网络信息时代发展趋势下的新型媒体人才。毕业后既能从事信

息传播时代内容方面信息传播工作，同时也能在新闻传播技术方面从事设计制作方面的传播

技术类工作。适合对新媒体、传播传媒、网络营销方面感兴趣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正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结构性要素，社会与人际多方面

的沟通与传播，正逐渐从传统媒介转向新媒体。此专业主要研究传统媒介和新媒体与信息网

络领域的变革趋势，掌握和运用新媒体内容策划与制作、新媒体与信息网络的传播战略、现

代互动营销理论和媒体经营模式等核心概念，培养出能够适应当下传播科技快速变迁，顺应

数字网络信息时代发展趋势下的新型媒体人。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与新媒体：新闻采访与写作、新媒体运营与管理、新媒体数据分析与

应用、网络舆情检测与研判、新闻评论学、传播统计学、新闻摄影与摄像、新媒体营销与策

划、传播与社会热点问题透视、新媒体广告分析、传播心理学、网络空间安全、数字音视频

内容制作、批判传播学、国际传播等。 

上海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互联网发展史、新媒体概论、西方新媒体理论、新媒体与社会、

网络社会心理学、媒介融合、网络与新媒体研究、智能媒体创新与设计、数据挖掘与分析、

数据可视化、网络与新媒体用户分析、新媒体报道与运营实务、舆情调查与分析、数据新闻

理论与实践、智能营销等。 

 干什么？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毕业生能够进入传统广播电视集团、新闻报社等行业从事数字化出版

与传播工作；媒介传播公司的内容管理、策划、受众调查工作；新媒体大数据采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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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教育与科研机构的新媒体研究

工作等相关工作。。 

 

数字媒体艺术  Digital Media Art   —————— 

数字媒体作为信息载体，具有传统传播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个专业基于数字媒体艺

术理论与信息技术，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艺术、能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方法和工具进行

艺术作品加工和创新创作的复合型应用设计人才。毕业后的学生可以往信息化产业，从事数

字娱乐产品设计、软件界面设计、数字媒体广告与传播、动画影视等虚拟设计方面的工作。

适合有一定的美术功底，有艺术创作能力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数字媒体艺术融合当代艺术与技术，主要研究设计学、艺术学、数字媒体、计算机技术

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艺术处理和创作的方法和技巧，涉及媒体

艺术与未来互动、智能产品与信息设计、数字娱乐与创新体验等方面的设计。 

 学什么？ 

上海大学数字媒体艺术：数码造型、数码色彩、影像表达、图形创意、创意思维、实验

短片、动态影像艺术、虚拟空间交互设计、混合媒介设计、服务设计与商业模式、社会创新

设计、大数据综合设计、互动装置艺术、共享创新课、信息可视化设计等。 

江苏大学数字媒体：数字媒体艺术概论、故事创作、影视产业概论、影视非线性编辑、

数字影视包装、数字游戏设计基础、可视化编程设计、增强现实应用设计、影视广告制作、

功能游戏设计、影视摄像、影视特效创作等。 

 干什么？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生广泛就业于互联网、广告、游戏、新媒体、数字文化产业等各

类领域，从事数字媒体创作、数字产品设计、影视特效及后期、游戏及交互应用设计相关技

术应用、运营或管理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 

这个专业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通过文字、图形、色彩、造型等基本要素进行设计创作，

将信息变得可视化，最终传达给受众并对受众产生影响的过程。学生会系统学习视觉传播专

业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在设计创新，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社会交流沟通能力等方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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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锻炼。毕业后从事广告、展示、媒体、出版等平面设计类工作，同时也可以往多媒体信

息设计领域发展。适合有艺术功底、较高审美能力和设计创意动手能力的学生报读。 

 是什么？ 

视觉传达设计是指设计者基于特定的设计目的，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归纳后，以文字、图

形、色彩、造型等基本要素进行设计创作，在可视化信息传达给受众时能够产生对设计目有

促进作用的过程。一个高质量的视觉传达作品不但会对观者在视觉上产生瞬间冲击，激发和

强化他们跟商家品牌和产品在情感上的联系，甚至可以激发潜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商家

带来关注和实际利益。 

 学什么？ 

上海大学视觉传达设计：造型基础、形态构成、设计色彩、插画基础、摄影基础、VI 设

计、字体设计、版式设计、包装与材料设计、书籍设计、设计思维、视觉环境与感性传达、

符号与传达记号学、公共导识设计、广告与招贴设计、网络媒介传达、企画与创意等。 

 干什么？ 

视觉传达设计对于社会各行各业属于基础性需求行业，其就业前景不仅仅只是传统认知

的平面设计范畴，而是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跨界的设计服务，比如与环境、会展、文创、数码

等领域的交叉与设计拓展岗位，主要涉及广告及相关服务业等行业。 

五、 “一带一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目专项奖学金（UEA Scholarship） 

奖学金名额仅为申请 UEA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目申请人。 

成员大学 等级 资助年限 资助内容 

广西师范大学 
A0-1 全部学年 100%学费+住宿+生活补贴 12000 元 

A2 全部学年 100%学费 

哈尔滨工业大学 
A3 全部学年 50%学费 

A4 全部学年 20%学费 

江苏大学 

A0-2 全部学年 100%学费 

A2* 全部学年 50%学费+生活补贴 10000 元 

A2 全部学年 100%学费 

A3 全部学年 50%学费 

上海大学 A1 全部学年 100%学费 

东南大学 A0-1 全部学年 100%学费+住宿+保险+生活补贴 15000 元 

哈尔滨工业大学 
A3 全部学年 50%学费 

A4 全部学年 20%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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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大学 等级 资助年限 资助内容 

西北工业大学 

A0-1 全部学年 100%学费+住宿+生活补贴 15000 元 

A0-2 全部学年 100%学费+生活补贴 15000 元 

A1* 全部学年 50%学费+生活补贴 15000 元 

天津大学 

A0-2 全部学年 20000 元学费+生活补贴 14000 元 

A1 全部学年 20000 元学费 

A3 全部学年 10000 元学费 

A4 全部学年 6000 元学费 

西安交通大学 

A0-2 全部学年 100%学费+生活补贴 15000 元 

A0-2 全部学年 100%学费+生活补贴 9600 元 

A0-2* 全部学年 100%学费+生活补贴 6000 元 

A1 全部学年 100%学费 

A3 全部学年 50%学费 

西安石油大学 

A0-2 全部学年 100%学费+住宿 

A2 全部学年 100%学费 

A3 全部学年 50%学费 

西安石油大学 

A0-1 全部学年 100%学费+住宿和生活补贴 14400 元 

A2 全部学年 100%学费 

A3 全部学年 50%学费 

注：资助年限为所有学年者须每年参与奖学金年度审核；年限为第一学年制者第二年起重新申请在校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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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PPLY 

一、 重要日期 

入学批次 申请截止日期 预科教学日期 进入本科 

春季 B3 路径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2023 年 8 月 19 日 2023 年 9 月 

注：无法在上述开学日期入学的学生，最迟在 5 月 22 日前提出申请，并统一在 6 月 5 日插班入学。 

二、 申请人资格 

1．持大马有效护照，身心健康、品行端正，愿意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大学校纪校规。 

2．高中毕业或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有良好的学习能力与合格成绩。入读文商科学生须

有数学成绩；入读理工科学生须有高等数学、物理和化学成绩。 

3．具备一定中文水平，在文凭考试中具中文成绩。否则，须通过 CCN 汉语水平面试或

提交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独中统考学生免除 HSK。 

注：对于申请人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国外，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或原为祖国大陆（内地）、

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后移民国外并获得外国国籍的申请人，须符合中国教育部教外函〔2020〕12 号文件中的规

定并额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 申请材料 

只需提交清晰彩色扫描件。所有文件内容必须是中文或英文，否则需呈交外文原件扫描

及中文或英文翻译扫描。申请 IFP 项目须提供文件 1-6；申请 UEA 项目则呈交全部文件。 

1 CCN 申请表格 点击此处下载表格 

2 护照照片 近期白底免冠头像照片，尺寸 3.3 ㎝×4.8 ㎝ 

3 护照扫描 有效期至少一年，将第二页(签名页)和第三页(个人信息页)扫描在同个页面  

4 毕业证书 高中起有效的学历证明，在籍生请提交校方开具的预毕业证明函件 (范本) 

5 学年成绩单 高中首年起每一学年的成绩单 (国中成绩翻译件范本) 

6 文凭证书 如 SPM、IGCSE 或者 A-Level、UEC 等，接受应届毕业生以预考成绩替代 

7 教师推荐信 至少一封，由毕业学校教师开具，信函需附上教师签名、职位和联系方式 (范本) 

8 个人陈述 内容涵盖个人背景、学习动机、学习计划、未来展望，1,000 字为佳 (范本) 

9 奖状及证书 如有，能体现出学习相关专业能力与潜力的皆可提交 

注：必要时，本方将要求申请人提交其它材料。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download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download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download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download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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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关费用 

1．手续费与项目费用：手续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若申请未通过则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志愿，无须重复支付手续费；项目费用含预科学费±DCP 数字人才培训模块学费。 

入学批次 项目 
手续费 

（申请阶段） 

项目费用（接受录取时） 

大马学生 其他国籍学生 

春季 B3 路径 
IFP 项目 400 马币 26,800 人民币 30,800 人民币 

UEA 项目 400 马币 36,800 人民币 41,800 人民币 

2．本科学杂费：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需要本人承担开销，以下数据仅供参考。 

开销 细分 预算（人民币/每学年） 

本科学费 
文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专业 14,000 – 39,900 

理学、工学、艺术学专业 16,600 – 30,000 

杂费 

大学宿舍 5,000 – 30,000 

大学教材 400 – 1,000 

医疗保险 600 – 800 

居留许可 400 – 800 

生活开销 12,000 – 18,000，视学生消费习惯 

注：个别成员大学大学宿舍类型与住宿费用，请查阅官网此页。 

五、 申请与入学 

1 提交申请 将申请材料电邮至 apply@ccneducation.com.my 1，并提供手续费汇款凭证 

2 材料检查 确认申请材料完整性后，由 CCN Malaysia 向联盟秘书处进行内部申报 

3 资格审核 确认入学资格及奖学金资格，正常情况下在两周内确定审核结果 

4 收到结果 获得电邮通知，取得 CCN Offer 和 Scholarship Conditional Offer (T&C apply) 

5 接受录取 获得结果后的两周内，通过回复电邮的形式进行确认 

6 缴纳费用 缴付项目学费后，学生可取得录取文件正本 2，用于办理入境签证 

7 开       学 在指定 CCN 国际预科中心接受预科教育，并在毕业后同年 9 月进入本科阶段 

注 1：本办事处不会以 GMAIL 或其他电邮地址接收申请材料，请提防冒充者；注 2：IFP 项目学生可取得预科录取通

知书，UEA 项目学生可取得预科与本科预录取通知书。 

 

特别声明：本简章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马来西亚办事处负责解释， 

若有未尽善处，本办事处可随时增删之。制定日期：2/1/2022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news-detail/235/CCN+%E4%B8%AD%E5%9B%BD%E5%A4%A7%E5%AD%A6%E5%A4%96%E5%9B%BD%E7%95%99%E5%AD%A6%E7%94%9F%E4%BD%8F%E5%AE%BF%E8%B4%B9%E6%B1%87%E6%80%BB%EF%BC%882022%E6%9B%B4%E6%96%B0%EF%BC%89
mailto:apply@ccneducation.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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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CCN 成员高校名单（部分） 

大学校名 所在城市 
985／211 

／双一流高校 

软科 

中国排名 

2022 

QS 
亚洲排名 

2023 

QS 
世界排名 

2023 

浙江大学 杭州 √ 3 6 42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 4 10 46 

复旦大学 上海 √ 5 6 34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 10 58 302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 13 59 21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 15 121 443 

东南大学 南京 √ 16 120 461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 17 57 262 

天津大学 天津 √ 21 65 307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 √ 24 130 551-56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 √ 41 401-450 1400+ 

上海大学 上海 √ 46 81 422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 49 301-350 801-1000 

江苏大学 镇江  73 182 1400+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  122 760+ 1400+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36 760+ 1400+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  142 760+ 1400+ 

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  171 760+ 1400+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  250 760+ 1400+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 语言类-1 291-300 801-10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 财经类-3 351-400 1201-1400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财经类-9 760+ 1400+ 

南方医科大学 广州  医科类-7 760+ 1400+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  政法类-6 760+ 1400+ 

注：完整成员名单请查阅 CCN 马来西亚办事处官方网站，入选国家 "211 工程"、"985 工程"、"双一流" 建设的高校，都是中国

实力顶尖、具备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府。 

附表 2：近三年奖学金申请结果 

指标 2020 届 2020 届 2021 届 2022 届 

预科毕业率 100% 100% 100%  

本科录取率 
985／211 高校 92% 100% 100% 

非 985／211 高校 8% 0% 0% 

奖学金情况 

100%本科学费＋津贴 46% 68% 68% 

100%本科学费 54% 5% 15% 

50%本科学费 0% 27% 15% 

自   费 0% 0% 2% 

  



 

 

 

 
为推动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CCN 联盟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 

发起成立“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校企联盟以及阿里巴巴全球跨境电商联盟。前者由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进行揭牌，后者由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杨军与阿里巴巴副总裁黄明威进行揭牌。 

在前行的路上，CCN 联盟始终在海内外获得中外政府官方与机构的支持与合作。 
 

 

 
CCN 联盟秉承“请进来、走出去”结合原则，诚邀海外师生来华参观联盟成员大学及各类重点实验室 

以感受中国高教科研水平、参观预科中心考察预科授课情况、走访中国企业体验中国科技生活模式； 

邀请专家到访大马为师生分享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验，为独中、国中教师进行数字经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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