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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手册旨在帮助所有华沙理工大学（WUT）的新生更快更好的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由华

沙理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华理学联）全体编制献上。 

手册共分为生活与学习两大方面。生活方面内囊括了新生可能需要的衣食住行用的信息，学习

方面则包含了有关于大学的选课系统 USOS、大学福利等有用信息。 

希望各位新生能够在这本手册的帮助下更快更好地融入华沙理工大学的生活与学习。

最后，我们华理学联全体人员在这里祝您：学业有成、仕运昌隆~！ 

（本指南内容尚有不足，如若出现缺漏与错误请大家热情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意见来帮助我们改

进。谢谢！ 邮箱：bolanxuelian@gmail.com/admin@ polcssa.org） 

内容编写人员：王纪琨，马煜杰，常诚，付瑞豪，杨兴，姜良通， 赵贷，叶晓阳， 彭博超，吴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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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1. 宿舍申请

新到波兰的学生朋友，在来之前一定都收到了您即将要学习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宿

舍地址，在到达了华沙肖邦机场之后，根据宿舍地址使用公共交通或者出租车到达宿舍。 

到达宿舍后，先要在接待处（Recepcja）或者管理员办公室（administracjia）办理

入住手续，将你的录取通知书或者宿舍安排通知给他就能办理入住。被子，枕头，褥子等生活

用品将由宿舍为你提供。 

网上申请： 

1.进入 https://kwaterunek.sspw.pl/?lang 网站

2．切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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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身份 

--------------------------------------------------------------------------------------- 

--------------------------------------------------------------------------------------- 

点这里确认 

点这里登陆 

这里选择 Curr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里选择 Curr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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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有账号可跳过此步骤） 

点这里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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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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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陆之后 

 

填完后打勾并点
击提交 

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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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宿舍费（转账或直接去宿管那） 

登陆 USOS选
择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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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费账号 

宿舍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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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2. 宿舍网络设置

1. 获得 token

当我们来到华理的宿舍之后，首先要 check-in，关于如何办理入住，前文已有详细介绍，此

处不再赘述。成功办理入住之后，如果想要连接宿舍的网络，首先需要得到自己的 token（通常

是由一串数字组成）。Token 一般是在 administration 或者 reception 处，向工作人员询问后获

得。注意，每个人的 token 都是不同的，但是请注意，当你换住到华理其他宿舍的时候，Token

是相同的，不需要再去要新的 token 了。 

2. 连接网络

得到 token 之后，我们要先用网线（可以从国内带，也可以在波兰买，有时可能可以在

administration 处得到）把电脑连接在宿舍墙上的端口处，注意：有时会有两个端口，其中一个

是电话线。我们可以尝试两个都连一下。成功连接之后，电脑右下角会显示连上了互联网，但是

有一个黄色感叹号。这时需要打开浏览器，登陆网站 net.student.pw.edu.pl 登陆之后，该网页

左上角可以切换成英文界面。 

然后，我们需要把 token 输入到指定地方，然后按照提示注册一个账号（注意按照格式要求

设置账号密码），注册成功之后，刷新网页登陆注册的账号。此时，会出现成功的提示，这就证

明我们已经完成了网络的注册。然后静待大约一个小时（当然有时也可能会很快）左右，电脑右

下角的网络状态提示的图标上的黄色感叹号会消失，这时我们就大功告成可以上网了！如果等待

时间过久，可以重启电脑尝试一下。如果出现什么其他预料之外的问题，导致无法连接网络，可

以考虑和宿舍相关工作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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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 wifi

设置 wifi 的方法和国内设置的方法基本相同。我们需要一个路由器（建议从国内带，当然这

里也可以买到），然后先把路由器用网线连接到网络接口处，登陆路由器官方的网页（不同品牌

的路由器网页不同，可以从网上查询获得），设置好用户名密码后，把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通过

密码连接到路由器，当然也可以用网线直接把电脑连接到路由器上。然后进行步骤 2 即可。关于

路由器设置此处不再详细说明，因为和在国内的设置方法一样，实在不会自行上网搜索即可。如

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联系我们。 

下图是我们注册成功之后显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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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3. 购物

购物商场和超市： 

 安顿好了之后，出来买一些必备生活用品或者衣服之类的是必不可少的，下面的几个比较

大的商场里面都有家乐福或欧尚超市，以及各种服饰，电子品牌，初来乍到的你们来这里是十

分不错的选择,大家在之前给出的公交网站上查询地址就可以获取到达路线： 

1. Złote Tarasy（图 4）地址：Złota 59, 00-120 Warszawa

图 4. Złote Tar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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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kadia（图 5）地址：aleja Jana Pawła II 82, 00-175 Warszawa 

 

图 5. Arkadia 

 

3. Galeria Mokotów（图 6）地址：Wołoska 12, 02-675, Warszawa 

 

图 6. Galeria Mokotów 

 

 

        



12 
返回目录 

4. Wola park （图 7）地址：Górczewska 124, 01-460 Warszawa

图 7. Wola Park 

4. Plac Unii

图 8. Plac U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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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4. 换汇

在新到波兰的同学们到达华沙肖邦机场后，就需要前往自己所在学校的宿舍办理入住手续。

在这之前如果你没有波兰当地货币（兹罗提-złoty）的话，需要先在机场换汇点（Kantor-图

3）换取大约 30-40 欧元的当地货币乘坐出租或者当地公共交通到达目的地。切记不要多换，

因为机场的汇率不好，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我们推荐的几个换汇点兑换。 

图 3.换汇点 

推荐的比较方便的两个换汇点地址： 

1. 市中心后面的商场 Złote Tarasy -1 层

2. 商场 Arkadia 0 层 kantor

 注：目前美元兑换兹罗提汇率：1 USD = 3.74P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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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兑换兹罗提汇率：1 EUR = 4.31PLN（10.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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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5. 出行

波兰的公共交通一般有三种，有轨电车， 公交车以及地铁（目前只有华沙有）。也可以

选择出租车（或者 uber）出行。公共交通的票可以乘坐上述三种交通工具，上车激活（图

6），车上没有售票员，一切凭自觉，不要想着可以逃票，一旦被查票的逮住，罚款在

100PLN 以上。公交票可以在小报亭 Kiosk（图 4），售票机（图 5）以及公交车司机处购买

（司机一般不说英语）， 比如华沙公交票有以下几种： 

1. 20 分钟票（1+2 区）—在有效时间内可以倒车

（正常票） 

（学生打折票—需要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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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5 分单次钟票（1 区）--途中不能倒车，下车就要重新打票 

（正常票） 

（学生打折票—需要学生证） 

3. 90 分单次钟票（1+2 区）--途中不能倒车，下车就要重新打票 

（正常票） 

（学生打折票——需要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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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天票（1 区）-- 一天之内包括夜车随便坐，需第一次上车时激活一次即可

（正常票） 

（学生打折票—需要学生证） 

5. 1 天票（1+2 区）-- 一天之内包括夜车随便坐，需第一次上车时激活一次即可

（正常票） 

（学生打折票—需要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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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末票 -- 周五晚上 7 点到周一早上 8 点之间有效

（正常票） 

（学生打折票—需要学生证） 

7. 团体票 （1+2 区）-- 周五晚上 7 点到周一早上 8 点之间对一起的五人有效

 注：2 区为华沙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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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小报亭 Kiosk 

图 5. 自动售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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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车自觉将票塞入此类机器，机器就会在票上打印上当前时间和有效时间。此时，车票即已激

活。 

如需要从华沙肖邦机场到市中心火车站（Warszawa Centralna）也可以乘坐 SKM

（图 7）城铁直达，车上人少，只需十几分钟即可抵达市中心火车站。出了机场找此标识的地

方即可乘坐 SKM 城铁。 

图 7. SKM 城铁车站和城铁列车 

多数朋友从华沙肖邦机场出来后会选择出租车直接前往所住的宿舍或者住处，在机场出口

处排队等待就好，出口处应该会有穿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安排。切记:正规的出租车司机不会

进来接机口来拉客，机场内如果有人问要不要出租车直接拒绝，那些人开的就是黑出租车，到

时候打车费会很贵，自己走到机场出口等待正规的出租车就好（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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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除了在飞机场火车站等地方，如果您需要出租车的话请打电话预约，一般客服都会

讲英语，告诉他你要去地方的地址，什么时候需要，和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即可。下面给大家推

荐几家华沙出租车公司： 

1. Ele Taxi –电话：228111111

2. Sawa Taxi – 电话：226444444



 22 
返回目录 

3. iTaxi Warszawa—电话：737737737 

 

 如果实在不想打电话，以上这些出租车公司的官网叫车或者手机搜索出租车公司的

app 下载叫车都可以的。 

 

  在知道了如何乘坐交通工具后，下来看一下公交站牌的时间表（图 8），这样就可以

知道某趟公交什么时候到达，之后的站点名字了，注意： 有轨电车和公交车的时刻表一

样。 

 

图 8. 公交站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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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 8，数字 175 下方的矩形中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当前公交站的来车时间，其右边的

矩形框内是周末或者节日的当前公交站的来车时间；最右边的矩形框内是这条线路全部的站点，

由黑色标出的站点为当前车站，下一站即是本站下方的站点，反之，本站上方的站点即是已经

走过的站点；本站前方的数字有数字 0，之后每站前面都有数字，这些数字为本站到此站所需

要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表，要去哪，需要多久，就一目了然了。 

华沙地铁目前只有两条线，M1 和 M2（图 8.1）, 比如在坐 M1 的时候， Kabaty 和

Młociny 是 M1 线路最两端的两站，所以 Kierunek Kabaty （kabaty 方向）和 Kierunek 

Młociny （Młociny 方向）就代表了地铁的两个方向，M2 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在坐车的时

候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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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华沙地铁的两条线路，M1 和 M2 

另 外 ， 推 荐 两 个 手 机 公 交 查 询 软 件 ， 或 者 登 陆 网 站

www.jakdojade.pl , map.google.com 进行查询: 

1. Jakdojade (ios--收费，andriod 版--免费)

2. Google map (ios 和 andriod 版--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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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要每天坐车的同学，最划算和方便的方法就是办理一张公交月票卡（图 10），三

个月的学生票最划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拿到学生证之后再买学生打折套餐哦，不然

被查票的看到你没有学生证但是使用了学生月票还是一样会被罚款的，或者你随身带着你的录

取通知书也行。如果你在华沙，到市中心火车站（Warszawa Centrala）就可以办理（图

9），别忘了带上你的护照和一张护照规格照片， 办理公交月卡是免费的，你可以选择直接充

钱一个月 110PLN（学生半价 55PLN）或者三个月 280PLN（学生半价 140PLN）的套餐，

使用前在打票机或地铁入口处激活一次，同时可以从打票机（图 6）中看到到期日期，并且绿

色指示灯亮起。 之后上车就不用再激活了，但是在坐地铁的时候需要用公交卡通过入口，如

果在坐地铁或者想在打票机查看到期日期时发现打票机的黄灯亮起，即表示公交卡即将过期，

如果红色亮起，说明已经公交卡过期，请重新充值。当然如果学生卡有芯片直接充值学生卡也

是可以的。  

 

图 9. 在华沙市中火车站的旅客服务点办理公交月卡，带上护照和一张护照规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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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公交月卡 

华沙市中火车站的旅客服务点（Punkty obsługi pasażerów）的工作时间为： 

周一到周日：6：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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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6. 景点 

华沙（Warsaw），波兰的首都，马佐夫舍省（Województwo mazowieckie）的省

会，是波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一大城市。 

华沙坐落于维斯瓦河两岸，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如今，拥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

中心与年代久远的老城景点交相呼应，构成了欧洲独有的一道风景线。这里四季分明，缤纷的

秋天，雪白的冬天，五彩的春天，热闹的夏天，无不彰显着这座城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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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缤纷的老城 

矗立着齐格蒙特柱碑的城堡广场是老城最显著的特征。15 世纪哥特式圣约翰教堂伫立在

狭窄却不失风味的 Swietojanska 街道，教堂地穴中安放着马佐夫舍亲王的石棺和众多波兰名

人的陵墓。穿过 Swietojanska 便是老城广场了。即便都只是战后修复的建筑，但这并不影响

人们欣赏她的美。周围的咖啡馆，小餐厅都可以为每一位游客提供一个舒适的休息及观赏点，

让人静静地感受这座坚强的城市。华沙的历史博物馆也位于该广场内，偶尔也会在白天遇到这

里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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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皇家线路 

 

城堡广场是原皇家线路的起点，沿着这条路线可以抵达南边的维拉努夫宫。沿着大街向前

走，在华沙大学的校园里可以看到卡齐米日宫，这里最初是瓦迪斯瓦夫四室国王的夏宫。和华

沙大学相对的是克拉辛斯基宫，也是肖邦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如今也是美术学院的所在地。

皇家线路的终点位于维拉努夫，被历史悠久的公园环绕着的巴洛克式供电依旧保留着部分藏品

和原始风貌。 

 

享受音乐盛宴 

 

华沙可以为音乐爱好者带来很多享受。这里举办的活动包括莫扎特音乐节、华沙国际夏季

爵士音乐节、华沙秋季国际当代音乐节。每到夏季的周日，游客们会来到皇家瓦津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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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Łazienki Królewskie）内的肖邦雕像前聆听音乐家们的表演。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动听

的琴声中，实为放松身心的大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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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7. 居留卡手续

留学生居留卡办理（仅限于临时居留卡）： 

1.网上预约：

（1）登录移民局网站：

https://mazowieckie.pl/en/departments/department-of-foreigne/24,Department-of-

Foreigners.html 

（2）选择 For foreigners 选项中 Residence 的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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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之后进入图 2 红圈标记页面即可到图 3，点击"Arrange a specific day and time"即可进入

预约界面。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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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用邮箱注册自己的账号后登录，在波兰语界面下选择 Lokalizacja 为 Warszawa,接下来点击

usługi 即可进入图 4 所示界面，之后在图中所示"X"栏中点击红色方框标注的链接 

图 4 

（5）点击图 5 中 eptuje regulamin 进入图 6。图 6 中绿色为可选日期，点击日期可查看每个日

期具体预约时间，之后填写相应个人信息即可完成预约，预约号及二维码将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

到注册的邮箱账号中。（注：预约时间段从每日起至之后 21 天，每日凌晨 12 点更新可预约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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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6）申请材料：

2 份 移民局申请表 

4 张最近半年的照片，尺寸为 45x35 mm 

护照或者居留卡上面盖过章的页面和签证页面复印 2 份 

学校在读证明 

学费缴纳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一般为 4000 欧 

一年医疗保险（可在 PZU 保险公司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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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携带上述申请材料在预约时间提交到移民局办公室并依据图 7 红色方框所示银行账号在线

支付 340pln。付款可在提交材料之前进行，付款凭证须一同交至移民局。 

图 7 

（8）在所有材料提交之后，须向移民局工作人员索要护照盖章。盖章可证明居留卡正在办理中

且在居留卡办理期间不得离开波兰境内（但可回国继续申请签证)。居留卡的申请时长至少为 3 个

月，可按照 case number 查询办理进度（case number 可在材料提交后工作人员所打印的 case

信息页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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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需补交材料，在移民局中选择 A 号补交。 

 

 （10）收到移民局短信或是信件通知可取卡时，根据图 7 蓝色方框所示，缴纳 50pln，携带缴费

证明及相关个人证件于指定时间到移民局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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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活篇

8. 银行

刚到的朋友一定要先将所带的现金尽快存进银行，以免财务丢失等意外发生。所以安

顿好自己之后首先到银行开个户，这里向大家推荐几个波兰比较常见的银行。 

1. Santander Bank

2. Bank Pekao

3. M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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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nk Millennium 

 

5. ING Bank 

 

 

    带上你的护照就可以去你觉得信赖的银行开户了，一般开通一个兹罗提账户和一个美元或

欧元账户（按自己需求）即可，一般开卡需要收费，但是每月消费一定次数或者一定金额就会

免收卡费，开户时候请问清楚开卡是否收费和相关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卡不会当场给你，

需要至少 5 个工作日后由银行邮寄至你的住址或者你选择在开户行领取。 另外,如果有国内银

联卡的话还可以在当地的 EURONET （图 1）自动取款机上直接取兹罗提。与此同时，国内银

行只会收取 12 或 15 人民币的跨境费和百分之一的手续费（图 2），相比去兑换点换钱还有一

定优势的；波兰的 ATM 端汇率不理想不说，每笔还会收取 13pln 手续费，不划算。如果有使

用信用卡的朋友，尽量不要提现，刷卡就好，否则高额的手续费你不会喜欢。注：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银联卡除每卡每日不超过等值 1 万元人民币外，每卡每年累计不得超过等值人民

币 1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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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URONET 取款机 

银行 卡种 ATM 取现 ATM 查询 

工商银行 银联卡 取现金额 1%+12 元，最低 14 元，最高 112 元 4 元/笔 

农业银行 银联卡 取现金额 1%+12 元 4 元/笔 

建设银行 银联卡 取现金额 1%+12 元 4 元/笔 

中国银行 银联卡 取现金额 0.5%，最低 15 元，最高 50 元 4 元/笔 

链接：http://www.sohu.com/a/125328553_374735 

链接：http://www.kuaiyilicai.com/bank/upatmcharge/370600.html 

图 2. 银联卡境外 ATM 取现手续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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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生活篇 

9. 通讯运营商 

  下了飞机先连接机场免费 wifi 向家里报平安不用我说了，接下来就是赶紧办一张波兰手机

卡，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大部分人是离不开网络的，所以办电话卡流量包就是关键了。波兰当地

的手机运营商相较国内选择多一些，知名的几个为: 

 

1. Play 

 

 

       2. Plus 

 

3.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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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mobile

 手机卡建议在运营商店面都能买到，一般 5 PLN 买一张卡，然后根据个人需要购买套餐（根

据大部分人的经验，需要流量套餐包的人比较多的），最好能询问运营商店面的服务人员，他们

都会耐心解答，每个运营商都有面向网络需求量大的用户的套餐，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对运营

商进行选择。波兰的手机卡必须要求实名制，拿 play 运营商做比方，如果你在运营商商店将自己

的实名信息登记在自己的手机号上，不同运营商的活动有可能不一样，最好自己去运营商店面咨

询。需要经常给国内打电话的朋友推荐使用 Lyca mobile（图 3），给国内打电话一分钟只需要

19gr（约合人民币 4 毛）， 如果买套餐包会更便宜， 不过 lyca mobile 没有实体服务店面，所以

一切信息均在官网上查询（http://www.lycamobile.pl/en/）。 

图 3. Lyca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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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学业篇 

1. 学校 USOS 系统 

USOS 基本信息介绍 

USOS 网站是华沙理工大学使用的学生个人管理的系统网站。除个别学院（如电气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仍在使用独立系统外，其他学院都在近年内统一为使用 USOS 系统。 

该网站需要学生在完成入学注册之后，本人前往学院办公室领取独立登录账号与密码。USOS 系

统会为学生提供 

 ▶每学期的课程更改与选择功能 

 ▶查询支付学费及宿舍费的个人账户 

 ▶各个学科的基本信息（如学分，授课老师，学时等）查询 

 ▶各个学科的 Test, Exam, Project 等项目的成绩结果 

 ▶考试（如英语 C1 考试）申请注册 

 ▶学院通用申请表格的下载 

等基本功能。根据不同学院的更新情况与具体老师的使用习惯，也会更新事实课表变动，以及发

放学习材料及资料等实用功能。 

网站地址为：https://usosweb.usos.pw.edu.pl 

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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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处为登录选项，以及蓝色箭头所指处为波兰语与英语的切换选项，网站默认为

波兰语。 

USOS 基本功能使用

完成学生的个人登录后，即可查询学院及个人的信息以及其他功能的使用。 

1.个人学院通用信息查询：

●学院办公室的固定办公时间

学生所在学院的学院办公室可在“News“页面内的“YOUR DEPARTAMENTS”中的

“opening hours”中查看。示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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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通用申请表格的下载

在用一页面内，“YOUR DEPARTAMENTS”中的最后一选项的“download”选项中，提

供学院的通用申请表格的下载，一般为新学期注册以及论文延期申请表。

2.涉及到更多学生个人信息及相关课程等信息的页面，为页面上方的“STUDENT'S SECTION”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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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如英语 C1 考试）申请注册

部分本学院以外部门组织的考试，以英语 C1 等级考试为例，需要学生在注册期，自主在

USOS 系统上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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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为“STUDENT'S SECTION”中的第一个选项“Registration”中。 

开放注册的考试选项会以列表形式排列在页面，因时间原因以下示例显示为未开放注册状态。 

●各个学科的 Test, Exam, Project 等项目的成绩结果查询

同在“STUDENT'S SECTION”中，学生可在期末查看自己的各科成绩以及最终课程成绩，分别

在“Tests”以及“Final grade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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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结果查询

在新学期开始前，已向学院提交新学期的注册或者论文延期的同学，可以在“Decisions”中

查看学院办公室的决定，如果有拒绝结果的情况，可本人立即在办公时间内前往学院办公室进行

进一步商榷。 

●查询支付学费及宿舍费的个人账户

所有学生在完成入学注册之后，会分别获得不同的个人学

费支付账户以及宿舍费支付账户，个人账户可在

“Accounting”选项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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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生活篇 

2. 华理域名邮箱以及学生福利

带有华沙理工大学域名的学生电子邮箱的用途

说到带有华沙理工大学域名的学生电子邮箱，真的是用途多多： 

1. 免费使用微软 Office 365 套件 （长达 36 个月）。

2. 免费使用 Matlab 等专业工科类软件,  Fig. 1。

3. 免费使用正版 Windows 10 系统。

Wydział+学院名字即学费等向学 院交付费用时，
应使用的账户

Domy Studenckie 即交付宿舍费时，应使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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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华沙理工大学为其学生提供的免费正版软件列表 

因此，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拥有一个你自己的 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T) 域

名邮箱。下面，就是如何获得邮箱的方法。 

首先，当你正式在你所在的学院注册并缴费之后，学院会发给你学生证和 album number。

也就是学生证号。在你获得了这个学生证号之后，学校会给你分配一个 WUT 域名邮箱，（如：

albumnumber@pw.edu.pl）。当你获得 WUT 域名邮箱时，学校会给你提供初始密码，一般这

个密码是你的护照号或者你的生日等个人信息。当你亲自更改密码并确认邮箱功能一切正常后，

就可以开始下一步了。到这里，你就已经获得了之后下载免费正版软件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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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如何下载 Office 365 了。 

1. 登陆网站：https://portal.office.com。

2. 使用你的 WUT 域名邮箱（如：albumnumber@pw.edu.pl）作为你的 User ID。

3. 输入你的个人密码，将你的邮箱连接到到 Microsoft 的服务器。

4. 接下来就可以下载了, Fig. 2，Fig. 3。

Fig. 2. 用你的邮箱和密码登录 portal 后，就可以下载了 

Fig. 3. 下载你所需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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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你要更改 WUT 域名邮箱密码，请登录网址：

https://passwordreset.pw.edu.pl/ 

更改成功 30 分钟后，才能再次登录你的邮箱, Fig. 4。 

Fig. 4. 如需修改密码，请访问以上链接 

免费正版 Matlab Academic 版获取办法 

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Matlab 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软件，作为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免费

使用正版 Matlab Academic 版当然也是学校给大家提供的福利之一。相对于 Office 356 来说，

华沙理工大学给学生提供的学生版下载安装非常简单。 

1. 访问链接，https://ww2.mathworks.cn/mwaccount/register?uri=%2Fmwaccount%2F，

下载最新版本的 Matlab 安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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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你个人的 WUT 域名邮箱创建一个账户, Fig. 5。

3. 访问链接，https://www.ci.pw.edu.pl/Uslugi/Dystrybucja-

oprogramowania/Oprogramowanie-inzynierskie/MATLAB，下载学生版本激活密钥,

Fig. 6。 

4. 点击右上角处“关联许可证”, Fig. 7，Fig. 8。

5. 关联完成后，即可在页面看到下图, Fig. 9，并点击下载。

6. 下载完并安装完成后，输入你的注册账号以及密码，你就可以开心的使用正版 Matlab 

Academic 版了。 

至此，最新版的 Matlab Academic 版就安装完成了。 

Fig. 5. 用你的 WUT 域名邮箱注册 Mathworks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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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下载 Matlab Academic 密钥 

Fig. 7. 关联密钥 

Fig. 8. 输入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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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点击下载最新版软件 

免费下载正版 Windows 10 以及其他 Microsoft 软件（不包括 Office 

365） 

对于正版 Windows 10 的下载，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到微软 Imagine X 项目

（之前称为 DreamSpark 项目），也就是免费使用除了操作系统以外的其他微软的软件，与之前

介绍的 Office 365 使用方法有所不同。原因是，不同的系，对微软的 Imagine X 项目的登录方

法也都有所不同，有的系继续使用学校分配的邮箱作为用户名，有的系需要使用你的学生证号作

为用户名，详情请查询你所在系的官方网站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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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Microsoft Imagine X 软件下载界面以及 windows 10 下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