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政治系 

这是我们如子留学为大家准备的资料，很多信息官网没有，都是我们联系每个系外办，

研究课表最后和外办核实总结出来的详细内容，很全面，在此之前网上没有详细信息，我们

帮助大家总结出了汉语版本。 

大家要仔细查看每个系开的科目和方向，要明确自己选择的系是学的什么，每一个系的

科目都是我们如子留学根据每年的课表总结，很多官网一般都没有的信息，所以每个系的信

息比较全，大家认真阅读哦～ 

每年都会更新很多系很多科目，请持续关注我们哦，一旦哪个系有更新，我们也会同步

更新内容。 

 
【本科-国际安全 主要研究】 
【本科-国际组织和世界政治进程 主要研究】 
【本科-世界政治区域问题 主要研究】 
【本科-对外政策信息保障 主要研究】 
【研究生-国际安全方向 学习科目】 
【研究生-国际政治 方向学习科目】 
【研究生-世界政治中的区域问题 方向学习科目】 
【研究生-国家利益的信息安全方向 学习科目】 
【RUZI STUDY ABROAD】 
【研究生-国际公共关系方向 学习科目（与新闻系联合教学）】 
【研究生-国际交际战略方向 学习科目（与法国大学合作授课）】 
【研究生-经济外交学方向 学习科目】 

 
 

本科—共四个方向 

国际安全 主要研究： 

 —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因素 
— 国家及国际安全保障 
— 武器监控 
— 国际核安全、太空安全、能源安全及生态安全等问题 

国际组织和世界政治进程 主要研究： 

— 当代世界政治体系 
— 当代世界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 
—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 国际发展的促进 



世界政治区域问题 主要研究： 

—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转型问题 
— 意识形态和宗教因素对区域政治进程的影响 
— 来自如子留学的推荐 
— 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冲突 

对外政策信息保障 主要研究： 

— 信息社会问题 
— 跨文化交流 
— 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关系 
— 政治媒体交流 

公共课程 

1， 俄罗斯历史 
2， 世界历史 
3， 政治学历史 
4， 哲学 
5， 经济学 
6， 法学 
7， 社会学 
8， 政治学 
9， 地理学 
10， 逻辑学 
11， 外语 
12， 文化学 
13， 高等数学基础 
14， 信息学 
15， 现代自然科学观 

普通专业课程和专业学科课程: 

1. 国际关系史 
2. 国际关系理论 
3. 国家安全领域战略管理 
4. 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的当代政治社会经济进程 
5. 数学模型在政治学人文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6. 世界政治 
7.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8. 来自如子留学的编辑 
9.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冲突 
10. 国际安全基础 
11. 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进程 



12. 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实践 
13. 国家安全和工业政策 
14. 世界政治中的中亚国家 
15. 中东冲突：历史、动态、前景及其他 

专题课程: 

1. 国际组织 
2. 国际关系中的系统分析 
3. 信息社会 
4. 政治学和政治哲学 
5. 国际关系的区域问题 
6. 民族政治学 
7. 战略管理及其他 

选修课 

1. 政治学说史 
2. 现代政治学理论 
3. 外交史 
4. 外交礼仪和礼节 
5. 俄罗斯联邦和外国的宪法权利 
6. 国际公法和私法 
7. 国际经济和贸易 
8. 国际金融 
9. 经济外交 
10. 国际管理 
11. 跨文化交际 
12. 公共关系 
13. 俄罗斯对外政策信息保障及其他 

研究生共七个方向 
国际安全方向 学习科目 

必修课 
1， 哲学与科学历史 
2， 外语 
3， 全球发展和现代世界问题大趋势 
4， 国际问题和全球研究学的现代数据库 
5， 来自如子留学的编辑 
6， 21世纪国际关系的区域子系统 
7， 世界政治与全球研究的历史和方法论 
8， 俄罗斯现代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冲突 
9， 世界研究 ：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 
10， 军备控制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 



变化科目 
1， 实施军事政治决策的机制 
2， 确保经济领域国际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3， 政治与战略 
4， 国家外交与世界政治中的交流空间 

国际政治 方向学习科目 
必修课（同上） 
变化科目 
1， 现代世界体系 
2， 区域冲突：分析方法论，稳定理论与实践 
3， 世界政治中的国际交际空间 
选修课 
1， 外交政策规划 
2， 俄罗斯外交政策定位 
3， 国际关系社会学 
4， 现代世界移民过程 
5， 区域一体化模式 
6， 自然资源与能源作为世界政治的因素之一 
7， 战略文化比较研究（英语） 
8， 国际关系传媒（英语） 
9， 信息交互技术（英语） 

世界政治中的区域问题 方向学习科目 
1， 全球区域化和整合过程 
2， 现代世界移民过程 
3， 区域冲突管理与和平维持（英语） 
4， 世界政治问题中的民族宗教维度 
5， 自然资源获取作为区域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6， 来自如子留学的编辑 
7， 后双极世界中国家的转型与主权问题 
8， 暴力文化作为政治生活的影响因素 
9， 世界政治中的能源因素 
10， 区域政治进程的形式分析与预测 

国家利益的信息安全方向 学习科目 
1， 国家形象塑造和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 
2，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服务工作基础（外交部官员授课） 
3， 信息社会中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数字外交） 
4， 信息对抗和混合战争作为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5， 国际新闻的实际问题 
6， 外交关系的信息支持 
7， 论证作为交流策略（英语） 
8， 现代媒体理论与政治媒体术语（英语） 
9， 政治形象学（英语） 

国际公共关系方向 学习科目（与新闻系联合教学） 
世界政治系教授必修学科： 



1， 传播管理学（英语） 
2， 国家与世界政治中外国政治活动的交流空间 

 
新闻系教授必修学科 
1， 对外政策交流理论与实践 
2， 国外媒体责任与观念 
3， 国际新媒体 
4， 国际关系中的公共关系 

 
外语教学科目 
1， 跨文化谈判过程 
2， 国际营销 
3， 危机沟通的国际经验 

 
选修 
1， 现代国际新闻办公系统 
2， 公共关系文本写作 
3， 公共关系项目管理 
4， 公共关系研究 

国际交际战略方向 学习科目（与法国大学合作授课） 
1， 交际战略理论与实践（法国教师授课） 
2， 与媒体合作的战略与策略（法国教师） 
3， 战略文化 
4， 国际交际中的数字技术（法国教师） 
5， 来自如子留学的编辑 
6， 区域通讯（法国教师） 
7， 国际交流项目管理（俄法合作） 
8， 危机沟通（法语） 
9， 战略传播合作（法语） 
选修 
1， 战略伙伴关系策略（法语） 
2， 活动管理（法语） 
3， 游说学（法语） 
4， 欧盟交流（法语） 
5， 国际谈判 
6， 公众交际 
7， 媒体政治传播 
8， 社会学研究方法 
9， 冲突与沟通 

经济外交学方向 学习科目 
 

1， 全球治理 
2， 现代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3， 监测，分析，评估政治风险 



4， 俄罗斯经济外交 
5， 经济外交内容，目标与主题 
6， 经济外交工具 
7， 国际经济外交机构 
8， 各个国家经济外交 
 

参考：https://www.ruziliuxu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