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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因其卓越的科
研水平与教学质量闻名于世，是
欧洲地区的一张重要名片。学校
主校区位于贝亚特拉镇，该地区
是欧洲地中海沿岸主要的工业与
科技中心之一。从学校搭乘公共
交通，仅需25分钟便可到达巴塞
罗那市中心，这座城市是地中海
沿岸的国际性大都会。 

 

学校的服务涵盖校园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校园里，
共生活着包括学生、教师、研究
人员、行政人员在内将近五万人，
他们享受着校园内全方位的服务。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鼓励创新，推
动就业与创业。学校注重推动科
研发展和各学科间的交流，与相
关企业及包括ALBA同步辐射光源
在内的科研中心开展密切合作。 

 

校内国际学生众多，特别是在硕
士与博士项目中更是如此，这反
映了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国际化
程度。有超过45个硕士项目采用
全英文授课。 

 

在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名》中，巴塞罗那自治大
学位居西班牙第2，世界第147位。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倡导可持续的
校园生活，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推动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学
校也承诺践行负责任的消费理念，
领导推动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
种行动。 

查看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主要的世界排名 

认识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联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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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大学之城

巴塞罗那的生活质量、安全状况
及平等状况在在全球均名列前茅。 

 

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已展现出其
卓越性，如创新能力、生活质量、
现代化程度、经济科技及社会进
步等。 

 

根据《巴塞印记》节目的调查，
巴塞罗那在全球最具创新能力城
市排名中高居第四位。 

在QS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佳留学
目的地排行榜中，巴塞罗那位居
第23位。这一排名参考了如下因
素：学校声望、物价、生活质量、
就业前景及学生群体特点等。 

 

巴塞罗那拥有五所公立大学，三
所私立大学，每年招收超过25000

名来自海外的学生与研究人员，
因此这是一个了解其他文化、拓
展人际关系与职业关系的绝佳城
市。 

在巴塞罗那，40%的硕士

研究生与30%的博士研究

生来自于海外。 

巴塞罗那：大学之城 

巴塞罗那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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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学习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拥有覆盖本科、
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教育体系。 

 

每学年有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一
般于每年九月初开始，次年二月
初结束; 第二学期通常于二月末开
始，六月末结束。 

 

每年九月，学生可以进行新学年
的注册。 

西班牙的评分系统采用10分制，
评分区间为0至10分，10分为最高
分。 

在进行认证前最好向相关

领事馆进行咨询。 

我们建议学生在开始申请

本科、硕士或博士之前，

了解是否需要完成学位对

等认证或相关文件的领事

认证。 

学位对等认证相关信息 

领事认证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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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设有80多个本
科专业，涉及各个领域。这些专
业教学质量高，与国际接轨，且
应用性强，因此得到了普遍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开设有全
英文授课的本科项目。 

如何申请  
 

需要办理的手续有：  

 

• 学位对等认证。 

 

• 在西班牙国立远程大学 (UNED) 

确认满足相关要求并通过其考
试。 

 

• 在入学指导办公室进行申请。 

何时申请 
 

六月可以在线申请本科专业的学
习，有些专业也接受九月提交的
申请。 

联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咨询如何申请本科专业 

查看所有全英文授课的本科项目 

查看所有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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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申请者可以申请官方硕士或者巴
塞罗那自治大学的校方硕士。我
们希望学生能够获得专业且多领
域的高等教育，不仅能将专业能
力运用到工作中，也有能力开始
进行研究工作。 

如何申请 
 

直接向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进行线
上申请。申请者应当上传个人资
料及学术信息，这将是学校进行
选拔的依据。 

 

何时申请 

 
官方硕士从1月开始申请，校方硕
士从4月或5月开始申请。 

查询所有硕士专业  

查询如何申请校方硕士 

查询如何申请官方硕士 

联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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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博士项目旨在教授学生专业的研
究技能，最终完成博士论文。学
制一般为三年，在此期间学生需
完成论文的写作及答辩。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所有的博士
项目中，有两种模式值得一提，
一种是国际博士，一种是工业博
士。 

何时申请 
 

每个博士项目可能有各自不同的
录取时间。具体时间安排可以在
每个项目的官网进行查询。十月
可以进行注册。 

如何申请 
 

若要申请博士项目，请联系负责
相关项目的系或学院。具体时间
安排及录取要求可在相关项目官
网进行查询。 

国际博士 
 

学生将有一段时间前往其他某个
国家，在当地大学老师的帮助下
进行研究。 

更多信息 

查看所有博士项目 查看申请方式 

工业博士 
 

学生将在与企业合作的基础上完
成博士论文。 

更多信息 

http://www.uab.cat/web/study/phds/international-doctoral-research-component-1345680701500.html
http://www.uab.cat/web/study/phds/all-phd-programmes-1345666995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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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课程与项目

国际学生特别项目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各种
各样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项目。 

 

• 自选课程 

 

• 预设课程 

 

• 个性化项目 
 

• 暑期课程 

交换项目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与世界各地的
许多学校建立了合作协议，特别
是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学校。
在地图上查看所有交换项目。 

 

当前，按照区域来划分，学校有
三类交换项目。 

语言课程 
 

学校于教学周期间开设有加泰罗
尼亚语和西班牙语的入门课程与
提升课程，同时还可以选择参加
短期强化课程或弹性课程。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
知识，使得学生能够理解这门语
言并从课程开始的第一天便使用
这种语言来进行沟通。 

查看国际学生可参与项目 查看交换项目 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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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ab.cat/web/study/summer-uab-courses/uab-barcelona-summer-school-1345694856913.html


在原籍国应办的合法手续

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应当
开始着手向西班牙驻原籍国或合
法居留国的使领馆申请签证。 

 

依据学习时间的不同，签证有以
下类型： 

 

• 不超过90天 (C类) 

 

• 不超过6个月 (D类，代码SSU) 

 

• 6个月以上 (D类，代码SLU)。
持此类签证入境西班牙后应当
在一个月之内申请外国人居留
卡 (TIE)。 

居住在欧洲的非欧盟居民可以在
入境西班牙一个月之内到巴塞罗
那外国人事务办公室更换西班牙
居留。需要准备尚处有效期内的
其他欧盟国家居留卡和西班牙入
境章。如果护照上没有入境章，
则需要在入境后的72小时内在机
场派出所或位于巴塞罗那市区的
派 出 所  ( 地 址 ： Rambla de 

Guipúzcoa, 74) 开具入境声明。 

欧盟居民应办的合法手续 

非欧盟居民应办的合法手续 

到校前                                     到校后 

由于《外国人入境及居留

法》在不断更新，因此后

续入境的学生应当在到达

西班牙之前联系学校内为

国际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

即国际人员帮助中心 (ISS)，

以便得知这一法律的内容

是否有所变更。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programmes/legal-procedures-for-students-from-the-european-union-1345671996825.html
http://www.uab.cat/web/study/undergraduate/undergraduate-offer/non-eu-students-1345668468001.html
http://www.exteriores.gob.es/Portal/en/ServiciosAlCiudadano/Paginas/EmbajadasConsulados.aspx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1345680336078.html
https://goo.gl/maps/PMR843mUP1N2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1345680336078.html


规划在巴塞罗那的生活

住宿 
 

校内：学校内建有学生公寓，名
为维拉公寓，其中共有812个套间。 

 

校外：学校为学生寻找校外各种
类型的住宿提供帮助。 

计算住宿费及生活费 
 

一般来说，按照以下几个方面来
计算每月的花销： 

 

• 伙食费250-350欧 

 

• 购物娱乐费160-220欧 

 

• 交通费60-80欧 

 

• 住宿费250-500欧 

 

合计：每月住宿费及生活费为720-

1200欧 

学费 
 

注册费中包含了与学业相关的所
有费用，按学分数来计算。在公
立大学中这笔费用不包括住宿费
和生活费。可以使用官网上的学
费计算器来计算大致费用。 

申请预定维拉公寓 

申请校外住宿 

使用学费计算器 

到校前                                     到校后 

https://vilauniversitaria.uab.cat/en/choose-your-flat/what-are-you-coming-to-the-uab-to-do/
https://vilauniversitaria.uab.cat/en/get-to-know-the-vila/off-campus-accommodation/
http://www.uab.cat/simulador-matricula/index_en.html
https://vilauniversitaria.uab.cat/en/


奖学金、助学项目、实习及以学生身份工作

奖学金与助学项目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官网上可以
查询奖学金项目 

www.uab.cat/grants-financial-aids  

 

除此之外，也可以查询到其他组织
机构的招募简章等。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就业指导
处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学生可以通
过学校的就业指导处享受到一系
列就业、兼职和实习的便利资源。
一些企业或组织会在学校内寻找
适合他们的专业人才，而这一部
门则会帮助学生进入到这些企业
或组织工作。 

 

如何申请工作许可 
 

非欧盟学生如果想要在西班牙工
作，可以申请一份工作许可。在
不与上课时间冲突的情况下，学
生可以凭这份许可参加全职工作，
最长时限为三个月。它的有效期
与合同到期时间或外国人居留卡
到期时间一致，但可以进行更新。 

申请工作许可 

到校前                                     到校后 

http://treball.gencat.cat/en/ambits/estrangeria/index.html
http://treball.gencat.cat/ca/ambits/estrangeria/cerca_tramits/tramits/autoritzacions_compte_altri/aut05a/
http://www.uab.cat/web/servicio-de-ocupabilidad-de-la-uab-1345718609476.html
http://www.uab.cat/web/servicio-de-ocupabilidad-de-la-uab-1345718609476.html
http://www.uab.cat/web/becas-ayudas-1276168992788.html?language=en
http://www.uab.cat/web/beques-i-ajuts-1276168992788.html?language=en
http://www.uab.cat/web/beques-i-ajuts-1276168992788.html?language=en


如何到达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若要规划到达学校的路线可以查
询官网交通信息页。 

 

在该网页上，学生可以查看地图，
查询到达学校的各种方式，这些
交通方式的费用，以及其他相关
的信息。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主校区位于
贝亚特拉镇。在以下链接种学生
可以找到分布在该校区内的所有
院系及设施： 

初到学校 

到达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后

学生首先可以前往国际学

生帮助中心 (ISS)，它主要

是为外国学生、教师及行

政人员提供服务。 

校内服务 院系信息 

各系国际交流处 

到校前                                     到校后 

此外，各院系内设有为国际学生
提供服务的办公室，学生可以在
那里获取院系内的相关信息。 

http://www.uab.cat/web/life-on-campus/services-1345666366658.html
http://www.uab.cat/web/study-abroad/undergraduate/undergraduate-offer/university-faculties-and-schools-1345667079493.html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programmes/exchange-offices-1345671998722.html
http://www.uab.cat/web/home-1273127135994.html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1345680336078.html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1345680336078.html
http://www.uab.cat/web/home-1273127135994.html


国际人员帮助中心 (ISS) 

到校前 

 
• 提供实用信息，解答相关问题

（关于住宿、医疗保险、生活费等） 

 

• 提供各类签证信息 

 
• 为国际硕士奖学金获得者提供帮助 

到校后 
 

• 帮助所有外国学生、教师及行
政人员了解后续办理事项 

 

• 登记到校的交换生及受邀的学
生、教师及行政人员 

 

• 提供外国人需办理手续（获取
外国人居留卡、欧盟居民登记
等）的相关咨询服务 

 

• 分发欢迎包裹，内有各种实用
信息 

 

• 为相关团体提供服务（海外学
习项目、国际交流访问等） 

在校时 
 

• 帮助学生协调各部门手续，处
理相关问题 

 

• 接受更新学生居留的相关咨询 

 

• 接受办理学生工作许可的相关
咨询 

 

• 接受更新居留及工作许可的相
关咨询 

 

• 为国际硕士奖学金获得者提供
帮助 

国际人员帮助中心 (ISS)

位于市民广场，为外国学

生、教师及行政人员提供

外国人需办理手续的相关

信息和帮助。 

到校前                                     到校后 

http://www.uab.cat/web/mobility-international-exchange/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international-welcome-point-13456803360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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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后办理相关合法手续

已在其他欧盟国家获得学习
许可的学生如何获取居留 
 

居住在欧洲的非欧盟居民可以在
入境西班牙一个月之内到巴塞罗
那外国人事务办公室更换西班牙
居留。需要准备有效期内的其他
欧盟国家居留卡和西班牙入境章。 

 

如果护照上没有入境章，则需要
在入境后的72小时内在机场派出
所或位于巴塞罗那市区的派出所 

(地址：Rambla de Guipúzcoa, 74) 

开具入境声明。 
 

医疗保险 
 

所有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高校就读
的学生都应当购买医疗保险。国
籍不同，相关手续也会有所不同。 

获取学生居留卡 
 

外国人居留卡是学生在西班牙学
习期间有效的临时居住许可。这
种许可的最长有效期为一学年，
但只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每年
都可以进行更新。将在西班牙停
留超过六个月且已获得学习签证
的学生可以进行申请。 

 

在进入欧盟国家后的30天内应当
进行申请。 

获取学生居留卡 

欧盟学生适用医疗保险 

非欧盟学生适用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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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学生可以凭自己的注册信息获取
学生证，这是学生本人的身份证
明。用这张卡可以享受校内各种
不同的服务，且就读期间这张卡
始终有效。 

 

学生可以用学生证上的学号 (NIU) 

及各自的密码，登陆使用学校的
线上应用。 

九月新学年开始时，学生可以前
往入学院系的教务处进行注册。 

 

注册费由银行代扣*。如果需要在
出国前预付学费，请向教务处咨
询付费方式。 

 

*学生可以在西班牙所有银行开立
账户。尽管每个银行有各自不同
的条款，但开卡时均需要提供本
人护照或居留卡。 

本科注册 

官方硕士注册 

校方硕士注册 

学生证相关信息 

各系教务处 

联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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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学生准备的活动

国际学生欢迎日是为了迎接国际
学生的到来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 

 

它为期一周，期间有各种各样的
活动、讨论会、讲座等，让学生
能够对学校的学术、社交、文化
等方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
它也能让学生认识更多来自西班
牙或其他国家的学生。 

 

这项活动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在
九月和二月的新学期开始之时。 

“同伴计划”指的是安排当地学
生为国际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使其能更好地融入到学校的学术、
社交及文化氛围中。 

 

“双人自行车计划”为学生提供
练习不同语言、了解其他文化习
俗的机会。学生不仅能够拥有一
名语伴，还能参加各种各样的活
动，这有助于双方锻炼口语，共
同提高语言水平。 

 

 

每年，学校会安排国际学生前往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些地方进行
参观，这不仅能让学生进一步了
解这一地区的文化和现状，也能
推动交换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查看国际学生欢迎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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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如果想要咨询相关问题，你可以
通过电话、邮件、社交网络或通
过填写官网 (www.uab.cat/en) 上的
咨询表联系我们。 

 

如果想要咨询办理合法手续的相
关问题，你可以联系国际人员帮
助中心 (ISS)。 

电话: +34935811111 

 

邮箱: informacio@uab.cat 

 

Facebook: facebook.com/uabbarcelona 

 

推特: @UABBarcelona 

 

   咨询处地址: Plaça Cívica  

   (Campus de Bellaterra)  

   08193 Cerdanyola del Vall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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