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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签发 

1) 收到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发放的 CAS 

CAS 是签证申请时最为关键的一份支持文件，CAS Number 是唯一的，也是签证申请需要的最

关键的信息。  

2) 准备签证材料 

请仔细阅读本指南最后一页的《签证申请材料清单列表》确保里面提及的材料都已按要求准备

就绪。 

存款 

在申请 Tire 4 学生签证时，要求提供资金证明已保证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在英国的学费及生活费，

如果在申请 CAS 前已支付部分或全额学费，则此部分费用会在 CAS 上有所体现，故资金证明

金额仅要求显示余下学费金额及相应生活费即可。 

生活费成本按 £ 1015 每月计算，具体金额如下： 

4 周语言课程:         £ 1015 (1 months) 

6 周语言课程:          £ 2030 (2 months) 

8 周语言课程:         £ 2030 (2 months) 

12 周语言课程:         £ 3045 (3 months) 

本科, 研究生, 博士: £ 9135 (9 months) 

请注意：上述生活成本是按课程类别单独进行计算的，请申请人根据自己申请时长自行合并计

算，例如：四周语言课申请联合签证的学生（拿 Joint CAS），生活成本合计：

£ 1015+£ 9135=£ 10150，以此类推。但切记，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签证通过率，帮助签证的老

师会按经验建议申请人资金达到一定数额，若该数额于按上述方法计算的金额不一致，二者请

选择较高的金额，确保签证的通过率。 

银行存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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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在本人名下： 

A. 存款证明需要原件； 

B. 存期需要连续并且不短于 28 天（为确保万无一失，建议存满 30 天）； 

C. 存款证明需在有效期内（签证前前往银行开具即可，无需过早准备）；  

D. 存款银行须是英国内政部 Home Office 认可的银行机构（非农村信用社）；  

E. 存款证明需包含  

• Your name 姓名 

• The account number 账号 

• The date of the statement 日期 

• The bank’s logo 银行标识 

• The amount of money available 存款金额 

F. 资金证明不能出现 Frozen（冻结）字样 

注意：提交的存款证明需包含上述所有信息，打印在银行存款证明专用抬头纸上，同时具有银

行签章以确保真实性。 

 

 存款在父母/监护人名下： 

如使用父母/监护人名下存款，除上述材料外还需要提供： 

• 出生证明或收养证明或法庭官方出具的监护文件 

• 父母/监护人出具的授权信，确认双方监护关系及同意使用其存款（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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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可以使用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名下的存款，他们不能成为官方的出资者。 

若存款非英镑，还需注意 28 天内的汇率波动情况，务必确保在汇率波动下存款金额仍然是足额

的。Home Office 推荐汇率查询网址： www.oanda.com/currency/converter/  

若不确定存款是否足额，或者存期是否符合要求，可以将存款证明及存单扫描邮件发送至： 

immigration@hud.ac.uk 签证团队的老师可以帮助检查，切记在邮件中写上自己的姓名及大学学

号。 

担保信 

如果你受政府、领馆、雇主或者跨国公司的资助，那么需要这些部门使用其官方抬头纸出具一

封担保信，必须包含以下信息，并盖章： 

• 姓名 

• 资助方姓名及官方联系方式 

• 担保信出具日期 

• 提供资助期限 

• 资助金额或者承诺支付被资助人全额学费和生活费的官方声明 

相关材料证书 

需提交 CAS 上所提及的全部材料原件，如该原件非英文版则需要提交相应的官方翻译件及证书

原件。另外在抵达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大学注册时也需要带上这些证书的原件及翻译件。 

  

https://www.oanda.com/currency/converter/
mailto:Immigration@hud.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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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签证 – 支付移民健康附加费 (IHS) 

准备提交签证申请 

申请人在申请前应登录 Home Office 官网，仔细阅读如何申请 Tier 4 签证，具体指导链接如下： 

https://www.gov.uk/tier-4-general-visa  

接下来你需要在线申请，请务必仔细阅读！ 

在非 UK 国家申请 Tier 4 签证  

请参阅《如何在非 UK 国家申请 Tier 4签证》该文件将指导你完成网上申请！ 

移民健康附加费 (IHS)  

国际学生及其家属需要支付健康附加费，然后方可使用英国国民医疗保障系统。 

该费用为£ 150 每人每年， 费用总额根据签证长度计算。 在发放签证时，英国签证与移民局会

根据你课程结束的时间相应的延长一段留英时间，这部分时间的费用将包含在内计算。想了解

更多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IHS 概述: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overview 

IHS 计算: https://www.immigration-health-surcharge.service.gov.uk/checker/type  

在申请签证时请确认已支付 IHS 费用，如未支付你的签证将有可能被拒。 

4) TB 肺结核 (Tuberculosis) 检查  

在英国学习时长超过 6 个月的申请者，请在递交签证申请前完成肺结核检查，申请时需提交相

关检查文件。  

5) 预约提交材料 

当完成网上申请之后，你需要选择预约一个时间递交材料以完成申请。这一步骤会在你完成网

上申请之后自动进入，预约当天你需要提交一下材料原件： 

https://www.gov.uk/tier-4-general-visa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overview
https://www.immigration-health-surcharge.service.gov.uk/checker/type


Tier  4 签证申请指南（非 UK 国家）  - July 2017 | 8 

 

 护照 

 证书原件（包括翻译件） 

 两张护照尺寸照片（签证中心可以现场拍摄） 

 你或者父母/监护人的资金证明（如使用父母的资金需同步提交出生证明及授权信） 

 资助人信函（如需要） 

 ATAS 证书（如需要） 

递签当天还需要当场采集生物信息（指纹）并有可能被要求参加面试。  

6) 参加面签 

面签将由英国工作人员主持（通过视频）全程需要使用英语，有可能被问及的问题如下： 

• 你的教育经历 

• 为什么想前往英国学习 

• 为什么选择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 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 该专业的课程 Module 

• 未来的工作规划以及该课程将如何帮助你完成这一规划 

• 在英国的学习规划 

你的英语水平也将作为评估的一部分，如若在面试过程中出现连线问题致使你无法听清问题一

定要马上提出。为了能顺利的通过面试，你必须提前详细了解所申请的专业课程内容，这些内

容在大学的官方主页上都有展现，大学的网址如下： 

www.hud.ac.uk  

https://www.hud.ac.uk/about/academicschools/  

面签视频材料及所有申请材料将被提交到签证官处，由签证官作出决定。一般来说之后不会再

有要求，极少情况下会被要求二次面签，二次面签的签证官与第一次不同但所提问题与第一次

相同，可能只是为了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因此你需要准备的更细致。  

http://www.hud.ac.uk/
https://www.hud.ac.uk/about/academic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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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签证官 (ECO)审核做决定 

签证官在审核完所有材料后将做出最终决定：发放签证或拒签。如果他们对于几次面签的材料

仍有疑问，便会联系申请人前往英国领馆在询问一些信息以帮助决定是否发放签证。  

8) 签证发放 

如果签证被批准，那么： 

你将收到一张有效期为 30 天的签证页，粘贴在你的护照上（使用 Single CAS 单独申请语言期间

签证的学生将获得完整签证）你需要在签证起始日期后 30 天之内抵达英国。在收到签证的同时

你还将收到一封来自 Home Office 的信，上边写明了你在抵达英国之后需要进行的重要操作，这

封信必须带去英国。 

抵达哈德斯菲尔德之后需要在十天内尽快前往 Post Office 领取新的签证卡，如下图所示。  

 

这张卡叫做 BRP 卡，如上图所示与信用卡有些相似，卡上会有你的照片及生物信息。这张 BRP

卡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学习期间均有效。 

9) 从签证申请中心 (VAC)领取护照及签证 

当 Tier 4 签证被签发后，你可以从签证中心取回护照签证及其他材料（取回方式包括自取及快

递两种）之后便可准备前往英国。 

10) 制定计划前往哈德斯菲尔德 

以下链接可以帮助你在出发之前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关于即将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学习生活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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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ud.ac.uk/international/leaving-for-the-uk/  

11) 签证被拒 

如果签证被拒，请立刻联系中国办公室，我们将帮助你立刻联系 Immigration Team，请将以下信

息发送至 application@hudchina.com： 

• 你的姓名及学号 

• 拒绝入境通知书（完整扫描件） 

12) 申请部门考虑出具新的 CAS  

请注意：CAS 不能重复使用，在重新递交新的签证申请前必须向大学重新申请新的 CAS。大学

会审核拒签理由。如果拒签理由是因为没有提交完整且正确的材料亦或是没有按要求准备存款，

大学将考虑发放新的 CAS。 

新的 CAS 将由大学的签证移民团队在收到你发送的拒签材料之后进行审核，在完成审核程序后

决定是否发放。在审核期间有可能会需要你提供额外的材料比如新的存款单、存款证明或相关

材料，这样做同时也可以增加再次签证的通过率。学校会对时间进行衡量以确保你会有足够的

时间去申请新的签证，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学校。 

有时，学校也会建议你提交一份行政复议函，简言之就是对拒签提出申诉。这种情况一般发生

在签证官给出的拒签理由需要重新审议，轻易提交新的申请很有可能引起再次拒签。因为如果

签证团队评估认为重新申请已经有可能会被拒签，则不会发放新 CAS 但会指导你如何进行下一

步操作。因此在收到拒签信息后及时联系国际办公室是非常重要的! 

 

BACK TO TOP 

 

 

 

 

 

https://www.hud.ac.uk/international/leaving-for-the-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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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申请材料清单 

你是否已做好准备递交一份 Tier 4 申请？ 

请在后面的方框内打钩若首栏材料已准备好： 

 

护照或其他有效的旅行身份证明

大学发放的CAS

CAS上要求的所有资料的原件，例如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等

（若上述资料非英文则还需要提交相应的翻译件）

打印出来的ATAS证书 - 如需要

（是否需要请参考CAS内要求）

2张护照尺寸的照片，背面写上名字

肺结核检查结果，如果在要求国家列表上

（中国在要求表中）

银行存款证明或资助担保人信函

若使用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名下资金或银行证明，则还需要提供

   •出生证明原件

   •授权同意书

如果你未满18岁 - 需提交父母或其他合法监护人同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