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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
研究生

每年有500多名学生获得助学
金和100%的奖学金

一些专业位于世界大
学排名 前列

185个硕士专业在4个校区 765个关于合作和学生
交流的协议

制定个人学习计划

英语课程以及双学位

在高等经济大学学院定期开展国际知名和俄罗斯
公司基本部门

有机会继续在高等经济大学读博或在任何其他大
学学习

数百个研究院、科研中心和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
和
应用研究（从历史研究到宇宙工程研究）

商业孵化基地，职业发展中心，招聘会和实习

由国外顶级科学家领导国际实验室



高等经济大学的研究生如何？

高等经济大学硕士：在本科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水平、拓宽
知识也可以改变专业方向（根据所适应的专业）。

拥有高等经济大学硕士学位—是学生职业生涯起步的关键。 
我们的毕业生在最大的国内外公司、俄罗斯和国外的研究机
构以及国家机关工作。在校期间，学生将有机会在大学的科
学实验室和研究所进行项目研究，参加由该领域专家举办的
培训和研讨会，同时也可以在俄罗斯和国际公司进行实习。

硕士教育既有基础课程，又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现代企业对
此高度评价。

高等经济大学硕士课程不仅由领先的科学家、教授教授，而
且未来企业代表讲师也会来亲自授课。高等经济大学与俄罗
斯和外国公司有几个联合计划，并且已经定期开设了基本部
门。硕士生在校期间便可找到工作机会。

高等经济大学37个研究生专业方向

• 商业信息学

• 东方学与非洲学

• 国家市政管理

• 城市建设

• 设计

• 新闻学

• 外国区域研究

• 创新学

• 信息学与计算机技术

• 信息交流技术和通讯
系统

• 信息安全

• 历史

• 艺术史

• 美术

• 文化学

• 语言学

• 数学

• 媒体交流

• 管理学

• 国际关系

• 软件工程

• 教育学

• 心理学

• 政治学

• 应用数学

• 应用数学与信息学

• 广告与公共关系

• 社会学

• 运动

• 语文学

• 哲学

• 金融与信贷

• 物理

• 基础与应用语言学

• 经济学

• 电子学与纳米电子学

• 法学



高等经济大学双学位项目合作高校

以及其他外国大学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 

• 伦敦大学 
英国

• 巴黎第一大学 
法国 

• 伊拉斯姆斯大学 
荷兰

• 卢森堡大学 
卢森堡

• 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 
意大利

• 昂捷高等商学院 
法国

• 柏林洪堡大学 
德国 

• 兰开斯特大学 
英国 

• 南卡罗莱纳大学 
美国

• 肯特大学 
英国

• 明斯特大学 
德国

• 首尔国立大学  
韩国

高等经济大学硕士课程的相对灵活，这意味可以通过增加选
修课程的数量，减少必修课程的数量达到平衡。 一个学生
最多可以自主选择50％的课程，这有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学
习计划。

高等经济大学高度重视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双学位课程，这
使学生可以同时获得改哦等经济大学文凭和合作伙伴的大学
文凭。

高等经济大学硕士学位的基本原
则是：各种教育课程、领先的科
学家和大型企业代表的 参与以
及高水平教育。



俄语教育水平与我的祖国的教育
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我的意思不仅是俄罗斯大
学在国际排名中的地位，还有专
家培训水平，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同学们。
在俄罗斯学习可以得到更多未来
的发展机会。

苏纳提·马哈茂多夫 
（塔吉克斯坦）

预科

预科课程是为想考研与读本科的学设置的。
学生接受专门的理论培训，可进入高等经济
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课程是提高专业技能的
补充教育。课程结束后，学生对所选课程全
面了解，成功通过测试者将获得高级培训
证书。研究生预科毕业生只有在将预科主要
教育课程毕业证书提交预科办公室后在 fdp.
hse.ru/mag_courses/contact 上才能获得结
业证书。

预科没有入系考试（按照合同）。预科学生
可以结合研究生课程上课。

授课时间：10月-6月  
第一学期：10月-2月  
第二学期：2月-6月

第二学期：2月-6月

教学方式：全日制

授课语言：俄语

签订预科合同时间：9月、1月

详情请见 fdp.hse.ru/mag_courses



• Business Analytics  
and Big Data Systems  
(Moscow)

• System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Moscow)

• Math of Machine 
Learning (Moscow)

• Data Science (Moscow)

• ONLINE Master  
of Data Science 
(Moscow)

• ONLINE Master of Data 
and Network Analytics 
(Moscow)

• Financial Economics  
(Moscow)

• Strategic Corporate 
Finance (Moscow)

• Financial Analyst  
(CFA Program Partner)  
(Moscow)

•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Moscow)

• ONLINE Master  
of Finance (Moscow)

• ONLINE Master  
of Business Analytics 
(Moscow)

• Linguistic Theory  
and Language 
Description (Moscow)

• Global and Regional 
History (St. Petersburg)  

•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xt Analytics  
(Nizhny Novgorod)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Moscow)

• Cognitive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From Neuron  
to Cognition (Moscow)

•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Moscow)

• Politic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Moscow)

• Politics. Economics. 
Philosophy  
(Moscow)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Moscow)

•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Eurasia  
(St. Petersburg)

•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Moscow)

MASTER’S PROGRAMMES 
IN ENGLISH



• Data Analytics  
for Politics  
and Society  
(St. Petersburg)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oscow)

• Arts and Culture 
Management  
(St. Petersburg)

• Governanc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oscow)

• Finance  
(St. Petersburg) 

•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oscow)

• Global Business 
(Nizhny Novgorod)

• Management  
and Analytics  
for Business  
(St. Petersburg)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 Petersburg)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asia  
(Moscow)

•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Asia 
(Moscow)

•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Asia  
(St. Petersburg)

• Economics, 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Asia  
(Moscow)

• Mathematics  
(Moscow)

• Applied Statistics 
 with Network Analysis 
(Moscow)

• Mathematics  
(Nizhny Novgorod)

• ONLINE  
Computer Vision 
(Nizhny Novgorod)

•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Moscow)

• Critical Media  
Studies  
(Moscow)

• International  
News Production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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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经济大学硕士课程校区

4
个校区

800+
全额和部分奖学金

25-50%
学费资助



莫斯科校区

大纲
2021/2022 

学年学费 
（卢布/年）

全日制

方向  

数学

数学 (英语） 390

数学与数学物理 390

高经与教育中心合作硕士 390

方向  

应用数学与信息学

生物医学数据分析 390

数据科学（英语） 390

机器数学教学（英语） 390

系统分析与数学技术 390

金融数据分析 390

应用统计网络分析方法（英语） 390

机器学习和高负载系统（线上） 370

应用和网络分析硕士（线上）（英语） 1200  
所有教学期间

方向  

应用数学

工程信息系统管理与工程 390

科学与工程超级计算机建模 390



方向  

物理

物理 390

方向  

城市建设 

城市空间发展管理 390

方向  

信息学与计算机技术 

电脑系统与网络 390

方向  

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工程（英语） 390

系统程序设计 390

方向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网络物理系统 390

方向  

系统通信技术与通讯系统

物联网与网络物理系统 390

方向  

电子与纳米电子学 
纳米电子学与量子技术 390

方向  

创新学

公司研发与创新管理 390

方向  

心理学

科学教学与评估（英语） 390

认知科学与技术：从神经元到认知（英语） 390



谘商心理学：人格学 390

应用社会心理学（英语） 390

积极心理学 390

商业心理学 400

心理分析与心理分析商业顾问 430

心理分析与心理疗法 400

系统家庭心理疗法 390

方向  

经济学

农业经济 390

经济学与经济政治学（英语） 390

人口学 390

统计建模与精准计算 390

金融经济学（英语） 430

世界经济学 390

国际金融政策 390

经济分析（线上） 300

方向  

管理学
商业评估分析师 390

国际商务（英语） 430

国际体育管理与营销 390

国际税收行政 400

零售业管理 410

生产系统和运营效率 460

战略管理与咨询 400

科学、技术与创新管理（英语） 390



数字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400

营销：数字技术与营销传播 400

国际管理学（英语） 460

投资项目管理 430

影响经济学：酒店与旅游业管理 400

营销管理（线上） 315

方向 

国家与市政管理

教育发展 390

国家与市政管理 390

人口与发展（英语） 390

健康管理与经济学 390

方向 

商业信息学

商业信息学：数字企业与管理信息系统 400

商业分析与大数据分析（英语） 400

电子商业与数字创新 400

数字销售管理（线上） 315

方向 

金融与信贷

公司财政战略管理（英语） 390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90

企业财务 410

金融工程 410

金融分析师（英语） 400

商业分析硕士（线上）（英语） 1280  
全部教学期间



财务学（线上）（英语） 1280  
全部教学期间

方向  

社会学

人口学 390

综合社会分析 390

社会市场分析应用方法 390

公共与商业社会学 390

比较社会研究（英语） 390

方向  

法学

民事与刑事律师 390

历史、法律理论与法律哲学 390

公司、国家与非营利部门的合规与法律风险
防范 390

公司律师 400

国际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 400

国际企业合规与商业道德 390

数字法 400

国际与国家体育法 390

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一体化法（英语） 400

制药与生物技术法律法规 390

公法 390

金融、税收、海关法 390

私法 450

司法与执法律师 390

教会、社会和国家。宗教活动法律法规 390

世界金融市场律师 420



方向  

外国区域研究

亚洲经济、政治与商业（英语） 390

日耳曼：历史与现代 390

方向  

政治学

政治分析与公共政策（英语） 390

应用政治学 390

政治、经济、哲学（英语） 390

方向  

国家关系

国际关系：欧洲与亚洲研究 390

方向 

广告与公共关系

综合通讯 390

数据通讯 390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交流 390

方向  

新闻学 

数据新闻学 390

方向  

媒体交流

数字媒体制作 390

大众传媒管理 390

动画电影制作 390

批评媒体研究 390

国际环境中的新闻制作（英语） 400



方向  

教育学

师范教育 390

学校中教育艺术以技术现代教学设计 390

方向  

语文学

俄罗斯文学与比较语言学 390

文学技巧 390

方向  

语言学

外语与国际文化交流 390

民族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的语言政策 390

方向  

基础与应用语言学

电脑语言学 390

语言学理论与语言描述（英语） 390

语言文化交流中的对外俄语 390

人文科学数字方法 390

方向  

历史学

古典与东方考古学 390

现代史 390

中世纪研究 390

俄罗斯穆斯林（历史与文化） 390

方向  

哲学

哲学人类学 390

哲学与宗教史 390



方向  

美术

现代艺术应用 400

方向  

艺术史

艺术文化史与艺术市场 390

方向  

文化学

视觉文化 390

应用文化学 390

东西方之间：文化史与知识史 390

方向  

设计

设计 400

室内设计 390

传媒与数字设计 390

时尚学 390

方向  

东方学与非洲学

现代亚洲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英语） 390

面授函授教育

方向  

管理 

高等教育管理 330

方向  

国家与市政管理

教育管理 330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330



方向  

政治学

在学校社会科学知识教学中的当代社会科学 300

方向  

语文学

在学校文学教育中的当代语文学 300

方向  

历史学 

在学校历史教学中的当代历史科学 300

方向  

应用数学与信息学 

数据科学硕士（线上）（英语） 1 155 000  
在全部教学期间



线上硕士大纲

• 数据科学硕士  
(Master of Data Science) – 俄罗斯第一个线上英语硕士学
位，在Coursera平台上实施。

• 商业分析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nalytics) – 该计划以为学生提供在
公司分析的新领域中提供特殊经验和职业机会为目标。

• 计算机视觉硕士  
(Master of Computer Vision) – 学生将学习深度学习的高
级方法，以担任工程师和计算机视觉科学家。

• 应用网络分析师  
(Master of Data and Network Analytics) –  
该计划是为任何专业的毕业生设计的；学生将探索应用
数据分析并掌握最新的实际问题解决工具。

• 金融 (Master of Finance) – 根据CFA©学院的教学大纲计
划实施包括对金融服务市场最新创新的研究。

其他针对毕业生的线上机会

• 国际教学实习  
«Study Tour Experience»

• Class Experience 硕士毕业生



如何参加

所有文件都可以在线提交。录取过程是完全免费的。

在针对外国公民的单独比赛中接受申请的截止日
期：8月10日

请注意，您需要在8月10日之前将作品集上传到
您的个人线上帐户

学年开始：9月1日

（某些项目在10月1日）

了解有关入读高等经济大学大学的更多信息：
admissions.hse.ru

在admissions.hse.ru网站上创建一个个
人账户

• 最多选择两个教育计划

• 在您的个人帐户中填写在线申请

• 上传作品集

• 在您的个人帐户中等待结果，并确认
您同意接受培训

• 提交所需文件 在admissions.hse.ru
网站上的第4步

奖学金和助学金

每年，外国学生都会收到大量助学金和奖学金，这些钱可
以部分或完全覆盖学费

*并非所有学习课程都提供奖学金。 



admissions.hse.ru 
电话: +7 (495) 531 0059

邮件: inter@hse.ru
微博：www.weibo.com/hseuniversity

知乎： www.zhihu.com/org/gao-deng-
jing-ji-da-xue-hse-university

https://www.zhihu.com/org/gao-deng-jing-ji-da-xue-hse-university
https://admissions.hse.r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