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完成 Tier 4（普通）签证网上申请 

（非 UK 国家） 

 

本指南旨在讲解指导学生在 UK 以外的国家完成 Tier 4 签证的申请。更多更详细

的信息可参见英国移民局 Home Office 官方所提供的 Tier 4 签证政策指导。 

 

 登录 http://www.visa4uk.fco.gov.uk/，点击 Register an Account 注册账户 

 你会在 24 小时内收到激活 Email（请检查垃圾邮件） 

 成功注册后，点击“登录”输入用户名及密码 

 点击首行导航栏中“为自己申请”的链接 

 输入详细的个人资料 - 参见下图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23341/T4_Migrant_Guidance_29_June_2017.pdf
http://www.visa4uk.fco.gov.uk/


 

请注意如果签证申请成功，你会收到一个有效期为 30 天的签证页粘贴在护照上，

签证的起始日期将根据你 CAS 上的课程开始时间来定，签证起始日期可能是课

程开始前的一个月或是计划出发前的 7 天，以较迟者为准。 

 

你必须在护照签证页上所给的 30 天有效期之内抵达英国，并且在抵达后 10 天

之内从邮局 Post Office 领取生物信息卡（BRP 卡）。BRP 卡上将完整展示你整

个学习期间的 Tier 4 学生签证。 

 输入国籍 

 选择想申请的签证类型 

 从下列的下拉条中选择： 

访问原因：学习 

签证类型：PBS Tier 4 学生 

签证子类型： 

 第四级（普通）学生签证 – 如果你是自费学生请选择该类型。这意味着

你讲自己支付学费及生活费； 

 第四级（普通）被赞助学生签证 – 如果你受政府赞助留学请选择该类型。 



 

 点击“创建申请 Create Application” 

 选择“前往申请 Go To Application” 

 

 

替家属申请 

部分 Tier 4 签证学生被允许邀请其赞助人/家长和孩子作为家属一同前往英国。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是超过 12 个月的硕士课程学习者或者更长，或者你是由政府

作为赞助人，学习期限超过 6 个月。 

你需要在申请时列举出要和你一同前往英国的家庭成员的名单，且你必须为每一

个家属单独申请。 

 

注意：请参阅针对不用类别的家眷在非 UK 国家的申请指南 

 

1、登录并单击“为他人申请 Apply for someone else”- 请参见下图： 



 

2、完成“申请细节 Applicant Details”填写随行家属的护照个人信息 

3、“选择签证类型 Select Visa Type”选择如下答案： 

   a) 父母/丈夫/妻子 

 

   b) 孩子 

 

 

 

护照及旅游信息 

网上申请的第一部分需要你提供当下的护照信息及护照上的个人信息。 



 

如果当下的国籍与之前有所不同，也就是之前有另一个国籍你需要填 YES 并提

供所需信息。 

 

 

必须在护照的签发国家申请 Tier 4 签证。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需要提供下列要求的信息。 

 

如果在之前还有另一个护照，那么也需要提供相应的信息。 

 

你是否有同伴一起出行？-如果你和家人一起出行（如家属配偶/子女）请选择

YES 并添加所要求的信息，请参见如下截图 

 

计划抵达英国时间。请注意如果你的课程时长在六个月及以上，你将被允许在

CAS 提及的课程开始日期前一个月抵达英国。如果你的课程时长短于六个月且

非语言课程，那么你最多被允许在课程开始前 7 天抵达英国。 

 

计划在英国呆多长时间？-输入你课程长度例如 3 年 



 

在英国的主要联系方式及居住地址信息 

 

 

 

输入你的个人信息。仔细阅读有关旅行历史的问题并基于个人的情况提供精确的

答案信息。回答所有问题并在适时的时候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有些 Tier 4（普通）学生可以由家人作为家属陪伴。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请参

阅 UKCISA 指南，具体链接如下： 

http://www.ukcisa.org.uk/Information--Advice/Visas-and-Immigration/Dependants 

 

如果你选择了“已婚”你将被问到你的配偶是否会陪同一起前往。 

 

接下来你需要提供你父母的信息。 

 

 

接下来，完成下面的部分如果有未成年的孩子（不满 18 岁）同行 

 

 



 

这个问题指的是关于你上次在英国访问期间所采用的药物治疗(医院医疗记录) 

(如果有的话)。 

 

如果上述的答案是 YES，你将被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 

i. 你是否被要求支付医疗费用 

ii. 诊所或医院的地址 

iii. 治疗日期 

 

 



 

这一块填写的是大学信息，请按照下图截屏所示填写完这部分： 

 

接下来你需要使用下面的链接登录，去查看你的 CAS，然后完成下面的部分： 

http://www.hud.ac.uk/international/applicant-portal/ 

 



下一步需要提供大学的地址信息。具体信息请参见各学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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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确认下列选项： 

 

 

 

英语语言要求 

英语技能可以用多种方式表达证明。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对你的英语评估方式将写

在 CAS 上，在签证申请时提供的完整资料证明达到入学标准。 

 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国家 

一些国家的居民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这些国家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

亚、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加拿大、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圭亚那、

牙买加、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和美国。 

备注：在加拿大只有加拿大人被认为是英语作为只要语言的人群。如果你不是加拿

大人，只持有加拿大的学位，你不能用它作为你的证据英语语言能力。 

请点击链接参阅 Home Office 官网给出的完整授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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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于英国文凭的学术资格，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国家学习 

已在英国或者其他英语为母语国家完成并取得过学位（学士及硕士）也可以

满足这一要求（具体国家名单请参见上述链接） 

 

 英语语言测试 

如果你正在学习英语，或者一个语言课程，并且 CAS 上已注明 Hom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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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IELTS 成绩，则你可以选择这一方式。 

 

 你的赞助机构是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独立对英语水平做出评价 

如果你满足这一要求，你的 CAS 上会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接受该学生的英语

水平，并确认其英语四方面听说读写水平等同于 CEFR Level B2 以及更高。

且无需提供如任何资料。” 

 

ATAS 许可 

部分前往英国学习工程、药理和科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需要提交一份 ATAS 许可

证书。如果你被要求提供那么在 CAS 的录取条件中也会相应提及。 

学生是否需要提供 ATAS 许可是由其专业领域的代码决定，这个代码被称为

“JACS code”。JACS 代码将决定你是否需要提交 ATAS 许可证书。 

通过以下链接可以查询具体的 JACS 信息是否被要求提供 ATAS 许可证 

https://www.academic-technology-approval.service.gov.uk/ 

 

Tier 4 签证的相关费用 

使用 CAS 上的相关信息填写以下部分，因为 CAS 上会显示已支付学费或学费定

金情况。 

 

被资助的学生 

如果你选择了被资助，那么你必须填写你赞助人的如下信息： 

https://www.academic-technology-approval.service.gov.uk/


 

接下来的两个部分（请看下面的截图）会询问你赞助人赞助的总数是否涵盖你一

年的学费及生活费 

 

i. 全额赞助 

如果你的赞助人将支付所有学费及生活费，那么对于下面这个问题“Do you have 

any remaining fees and maintenance still due for payment?你还有未支付的学费及生

活费吗？”你应该选择 NO。 

赞助若是在你名下的，那么下面该问题“Do you have money in your own name 你

名下有资金吗？”的答案应是 YES。 

在“What original documents have been supplied showing evidence of funds for 

the fees that still need to be paid”问题的回答区域你应该填上“Original sponsorship 

letter 赞助函原件” 



 

注意：根据 Home Office 要求，担保人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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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赞助方姓名及官方联系方式 

• 担保信出具日期 

• 提供赞助期限 

• 赞助金额或者承诺支付被赞助人全额学费和生活费的官方声明 

 

ii. 部分赞助 

如果你的赞助人只担负部分的学费或者生活的，那么对于问题“Do you have any 

remaining fees and maintenance still due for payment?你还有未支付的学费及生活

费吗？”的答案应是 YES。并根据银行存单等信息计算剩余学费及生活费总额

填写在框中。 

 

自费学生（学费生活费由父母支付） 

自费出国的学生对于问题“Do you receive support from a financial sponsor…你是

否收到赞助人赞助”应选择答案 NO，接下来的问题请参见如下截图。 

所有自费出国的学生对于问题“Do you have any remaining fees and maintenance 

still due for payment?你有余下待支付的学费及生活费吗”应选择答案 YES。对于



学生未支付的学费应将具体金额填在“学费”下的空格中，若已支付完整学费那

么则在该空格中填写₤0，余下金额填写₤9135，请参见下图： 

 

举个例子： 

 一年的学费是₤12000 

 你已经缴纳了 50%也就是（₤6000），这部分已缴纳费用会在 CAS 上显示出

来 

 那么申请时，你需要填写的是剩余的学费₤6000 加上成活成本（₤9135）共计

₤15135 

 

资金证明（再次强调） 

 存期需要连续并且在提交申请时存期已不短于 28 天； 

 有效存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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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证明需打印在银行的抬头纸上，需包含以上所有信息且加盖银行公章。如果

资金证明是你本人名下的，那么以下的问题请选择 YES（参见如下截图）并输

入资料名称。 

 



 

如使用父母名下的存款，则下面问题请回答 NO（参见如下截图）并输入所使用

的资料名称（如 bank statement 银行存款单）同时提交关系证明（出生证明及授

权信） 

如使用父母/监护人名下存款，除上述资料外还需要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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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 

• 不可以使用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名下的存款 

• 所有的非英语资料必须同时提供翻译件 

 

 

 

 

 

 



货币兑换 

如果你的资金并非英镑，那么 Home Office 在进行资金审核的时候还会考虑到申

请当日的汇率浮动。 

具体的汇率汇率变换可参见：https://www.oanda.com/currency/converter/   

请确保前申请前查阅计算。 

 

接下来请在表格中输入如下图所示的分值： 

 

 

 

这个部分是让申请人可以基于之前的申请信息在增加一些相关信息。这部分为非

必填项目，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留白处理。 

 



当完成申请后，点击下图所示“确认申请”按键。屏幕将展现之前所填写过的全

部信息。请确认是否无误，这是你唯一检查修改的机会。 

 

确认无误后便可提交申请表，接下来完成签证费及 HIS 费用的支付。 

 

在你提交完申请表之后，你将被要求打印出申请表格，和所有原件资料一起带着

前往参加签证预约。 

 

 

 

 

 

 

 

 

 

 

 

 

 

 

 

 

 

 

 



完成 Tier 4 签证网上申请后，你需要确认领取 BRP 卡的邮局地址，你必须选择

下面这个离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最近的邮局前往领取你的生物信息卡： 

 

 

成功申请签证并领取 BRP 卡 

如果你的课程长度超过 6 个月或者更长，你将收到一张粘贴在 passport 上有效期

为 30 天的签证页，你必须在有效期之前抵达英国。抵达英国后的 10 天之内前往

邮局领取 BRP 卡的，这张卡上将表明你完整的签证信息。 

 

30 天有效期内未抵达英国 

如果在签证有效期规定的 30 天内没有抵达英国，那么你需要重新申请一个新的

30 天有效期如果还想前往 UK 的话。如果你在前往英国前丢失了这 30 天的签证

同样需要重新申请。有关于重新申请的信息可参见下述链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ferring-a-visa-to-a-new-passport-ec

b17/transferring-a-visa-ecb17#ecb173-replacing-a-30-day-short-validity-travel-vignet

te 

你将需要为新的申请支付₤189，并重新提交生物信息，但不必重新提交 Tier 4 申

请表。你使用的仍是相同的网上申请表格，但需要选择： 

• Reason for Visit 访问事由: Other 其他 

• Visa Type 访问类型: Others 其他 

• Visa Sub Type 签证提交类型: Vignette Transfer 签证页转移 

 

签证未申请成功 

请立刻将拒签材料发送至：immigration@hud.ac.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ferring-a-visa-to-a-new-passport-ecb17/transferring-a-visa-ecb17#ecb173-replacing-a-30-day-short-validity-travel-vignet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ferring-a-visa-to-a-new-passport-ecb17/transferring-a-visa-ecb17#ecb173-replacing-a-30-day-short-validity-travel-vignet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ferring-a-visa-to-a-new-passport-ecb17/transferring-a-visa-ecb17#ecb173-replacing-a-30-day-short-validity-travel-vignette
mailto:immigration@hud.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