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接收外国公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入学考试目录及形式、最低录取分数线、录取计划一览表 

        
培养方向名称 培养方案名称 培养方案授

课语言 
教育模

式 
2019 年教

育协议录

取名额计

划 

入学考试科目 最低分

数线 
入学考试形式 

01.00.00 数学与力学             
01.04.01 数学 现代数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0 数学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及面试 

01.04.02 应用数学与

信息技术 
博弈论与运筹学（英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2 应用数学与信

息技术 
应用数学和信息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2 应用数学与信

息技术 
运筹学与系统分析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2 应用数学与信

息技术 
经济活动的数学与信息支持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2 应用数学与信

息技术 
在管理中应用数学与信息学的方

法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2 应用数学与信

息技术 
医学诊断领域中的应用数学和信

息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2 应用数学与信

息技术 
数字经济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1.04.03 力学与数学

建模 
力学与数学建模 俄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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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00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02.04.02 基础信息学

与信息技术 
分布式计算技术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2.04.02 基础信息学与

信息技术 
数据库技术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2.04.02 基础信息学与

信息技术 
数字技术与系统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2.04.03 数字程序与

信息系统管理 
信息系统的数学支持与管理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3.00.00 物理学与天文学             
03.04.01 应用数学与

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和数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3.04.01 应用数学与物

理学 
数学与信息技术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3.04.01 应用数学与物

理学 
应用信息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3.04.01 应用数学与物

理学 
大型科学装置操作流程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3.04.02 物理学 物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3.04.02 物理学 基于云端技术设备的凝聚态物理

学/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at 
MEGA-Science Facilities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4.00.00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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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01 化学 化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0.00 地球科学               
05.04.01 地质学 结构矿物学和材料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1 地质学 地质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1 地质学 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1 地质学 地球物理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2 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2 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和数字空间分析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2 地理学 结构、动力学与景观保护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3 制图学与地

理信息学 
地质信息制图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4 水文气象学 危险水文现象：从监测到决策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4 水文气象学 物理海洋学和海洋生物产量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6 生态学与自

然资源合理利用 
地质生态学：监测，环境管理和环

境安全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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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06 生态学与自然

资源合理利用 
极地与海洋研究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5.04.06 生态学与自然

资源合理利用 
生态学。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6.00.00 生物科学               
06.04.01 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6.04.01 生物学 生物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6.04.01 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与植物农业生物技术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6.04.02 土壤学 土壤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09.00.00 信息与计算技术             
09.04.04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14.00.00 核能量与技术             
14.04.02 核物理与核技

术 
核物理与技术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21.00.00 应用地质学、矿业、石油天然气问题及测量学           
21.04.01 石油天然气

问题 
碳氢化合物产地开采活动的地质

生态跟踪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21.04.01 石油天然气问

题 
难采碳氢化合物原料储备的搜索、

勘探和开发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21.04.02 土地规划与

地籍管理 
不动产和用地发展管理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27.00.00 技术系统管理             
27.04.03 系统分析与

管理 
工程-定位应用数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28.00.00 纳米技术与材料             
28.04.04 纳米系统与

材料 
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的基础及应

用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0.00 心理科学             
37.04.01 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1 心理学 心理健康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1 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1 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1 心理学 组织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1 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1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7.04.02 冲突学 冲突管理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0.00 经济与管理             
38.04.01 经济学 经济中的数学方法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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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4.01 经济学 国际贸易系统（英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1 经济学 全球经济中俄罗斯和友好国家的

商业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1 经济学 现代市场的制度分析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1 经济学 应用宏观经济学、经济政治学和国

家管理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1 经济学 组织发展管理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1 经济学 统计, 分析, 审计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1 经济学 公司与创新活动经济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2 管理学 商业分析与大数据(Master in 

Business Analytics and Big Data – 
MiBA)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2 管理学 企业财务(Master in Corporate 
Finance - MCF)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2 管理学 管理学 (Master in Management – 
MIM)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3 人事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4 公共行政与

市政管理 
城市群管理与发展 (Master in 
Urban Policy and Management – 
UPM)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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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4.05 商业信息学 信息商业分析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8 金融信贷 金融业务的保险统计建模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8 金融信贷 风险与保险管理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8.04.08 金融信贷 金融市场与银行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9.00.00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39.04.01 社会学 国际社会学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9.04.01 社会学 社会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9.04.01 社会学 俄罗斯与中国的社会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39.04.02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0.00 法学               
40.04.01 法学 国际商事仲裁（英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医药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经济竞争的法律保护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自然资源利用的法律规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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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4.01 法学 金融市场的律师（金融律师）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企业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民事诉讼与仲裁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公民法，家庭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国际私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对外贸易与海关管理律师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房地产转让法律工作者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公法保护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国际公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法律规范制定领域律师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体育法领域律师（体育律师）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公司劳动与社会关系管理法律工

作者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税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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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4.01 法学 刑法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0.04.01 法学 刑法诉讼律师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0.00 政治学与区域研究             
41.04.02 俄罗斯区域

研究 
俄罗斯区域学 俄语 全日制 10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组织与国家机关部门关系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政治与现代信息技术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数字经济时代的政治全球化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应用政治学与当今世界的民族政

治进程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数字公共管理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政治管理与公共政策（英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政治分析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4 政治学 政治精英和领导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美国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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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05 国际关系 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外交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太平洋区域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国际人文关系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关系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世界政治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史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欧洲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金砖国家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波罗的海与北欧问题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公共关系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英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1.04.05 国际关系 策略研究（英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2.00.00 大众传媒与信息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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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01 广告与公共

关系 
媒体交际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2.04.01 广告与公共关

系 
广告与公共关系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2.04.02 新闻学 新闻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2.04.02 新闻学 国际新闻 俄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2.04.02 新闻学 大众媒体中专业言语活动 英语, 俄语, 

中文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3.00.00 服务与旅游               
43.04.02 旅游 旅游目的地管理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5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0.00 语言与文学             
45.04.01 语文学 拜占庭和现代希腊语言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1 语文学 世界文化中的古典与文学和古希

腊罗马传统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1 语文学 外国人民的文学和文化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1 语文学 斯拉夫语言与文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1 语文学 俄罗斯与法国文学：相交一瞥 / 

Littératures russe et française: 
regards croisés 

法语,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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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01 语文学 俄罗斯文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1 语文学 编辑和评论的语文学基础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跨语言和跨文化交流中的德国和

东欧 
俄语, 德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跨文化交流：德俄对话 / 
Interlinguale Kommunikation als 
Kulturdialog 

德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语言和沟通（德语） 德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翻译理论与语际交际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翻译技术创新：法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

利语授课） 

法语, 西班牙

语, 意大利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英语社会政治论述语言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英国与美国语言文化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英语话语及变异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文学翻译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翻译理论、历史和方法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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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集) 

45.04.02 语言学 法律翻译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同声传译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通用与应用语音学 (General and 
Applied Phonetics)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计算机和应用语言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俄语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对外俄语中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化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语言理论和历史以及欧洲人民的

语言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罗马语系语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斯堪的纳维亚学与荷兰学的语言

学问题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外语教学理论及跨文化交际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测试学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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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02 语言学 双语文化空间中的外国语言 (法、

英文) 
俄语, 法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国际关系中的外语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外语以及商业和管理领域内跨文

化交际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国际交际中的媒体话语：语言、文

化和职业专长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高等学校中专业外语教学老师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旅游和观光活动领域的外语和跨

文化交流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5.04.02 语言学 自然科学领域的译者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6.00.00 历史学与考古学             
46.04.01 历史学 历史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6.04.01 历史学 圣彼得堡与列宁格勒州的历史和

文化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6.04.01 历史学 民族的历史和理论，以及民族主义

的问题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6.04.01 历史学 当代西方文明的形成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6.04.01 历史学 历史和文化的空间中的俄罗斯与 俄语, 法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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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品集) 

46.04.03 人类学与民族

学 
民族学评介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7.00.00 哲学、伦理与宗教研究             
47.04.01 哲学 犹太哲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7.04.01 哲学 实践哲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7.04.01 哲学 艺术哲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7.04.01 哲学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国和法国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7.04.01 哲学 俄法哲学对话 俄语, 法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47.04.03 宗教学 宗教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0.00 艺术学               
50.04.01 艺术与人文 艺术评论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4.01 艺术与人文 音乐评论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4.01 艺术与人文 认知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4.01 艺术与人文 自然界与社会中的复杂系统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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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4.01 艺术与人文 策展研究 俄语,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4.01 艺术与人文 跨文化教育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4.01 艺术与人文 键盘乐器的历史演奏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0.04.03 艺术史 艺术学（艺术史）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0.00 文化学与社会文化项目             
51.04.01 文化学 现代欧洲的文化和艺术：俄罗斯、

意大利、匈牙利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4.01 文化学 媒体文化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4.01 文化学 高加索民族文化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4.01 文化学 东方艺术文化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4.01 文化学 俄罗斯文化（英语） 英语 全日制 10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4.04 博物馆学与文

化、自然遗产保护 
博物馆视觉技术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1.04.04 博物馆学与文

化、自然遗产保护 
博物馆协调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4.00.00 造型艺术与艺术的实用形式             
54.04.01 设计 平面设计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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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集) 

54.04.01 设计 环境设计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4.04.04 修复 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品的修复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0.00 东方学与非洲学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民族史（用亚非语言研究）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民族文化（用亚非语言研究）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民族文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国家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用亚

非语言研究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民族宗教（用亚非语言研究）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用

亚非语言研究）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亚非民族语言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伊斯兰学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 俄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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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4.01 东方学与非洲

学 
非洲语言和文化 英语 全日制 1 资料遴选 40 资料遴选 (作

品集) 
 

http://chinese.spbu.ru/files/201903_in_mag_portfolio_C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