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际联合培养项目 

英国邓迪大学 

 

大学篇 

一所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 

位于苏格兰邓迪市的邓迪大学始建于 1881 年，历史悠久，教学严谨! 最新公布的各类

世界大学排名中，邓迪大学主要国际斐誉包括： 

 2016 年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第 185 位； 

 2016 年英国泰晤士报欧洲大学排名前 100 位； 

 2015 年美国 QS 排名世界大学前 1%代表性大学； 

 2015 年荷兰莱顿世界高校科研影响力欧洲前 54 位； 

 2016 年世界顶尖 150 所年轻大学位列 16 位，全英最具实力等。 

 

高度国际化的校园氛围 

邓迪大学非常注重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在最新的泰晤士报评选的全球国际化的大学

排名中，邓迪大学位列前 123 位。 

3000 余位教职员工来自 72 个不同国家；18000 名学生中， 25%以上学生来自于英国

以外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学生。 

基于长期建立起来的高度国际认知和声望，邓迪大学不断吸引着来自众多世界各地的顶

尖科学家和优质的国际学生。 

 

广受在校大学生的好评和满意 



在最新的全英大学生调查ＮＳＳ评比中，邓迪大学凭借在学校建设和教学水平的优异表

现，学生综合满意度位列全英前 8 名。各项满意度指数包括： 

第一名 个人发展 

第三名 学习资源 

第四名 教学质量 

第六名 学术支持 

 

优势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 

邓迪大学有 28 位科学家为伦敦/爱丁堡皇家科学院成员（等同于中国院士），其中包括

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的 Peter Cameron 教授。24 位教授为相关研究领域里的全球前 1%的

知名科学家 (Thomson Scientific)。 

在最近的英国高等院校学术科研评估 REF 评定中，邓迪大学 76%以上的科研被评为具

备“世界领先”和“国际知名”级别，其中生命科学为全英第一， 法律、工程等学科的科研为全

英前十。 

 

国际雇主高度评价的毕业生 

2016 年英国教育统计属英国本科生就业统计数据显示，邓迪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全英

第八名。从邓迪大学毕业回国的中国校友们的数据统计显示，他们一般在回国后 1 周至 3 个

月左右便能顺利进入职场，供职单位包括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组织。为数不少的中国毕业生拿

到博士全奖选择继续在英国或者世界其他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部分邓迪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中国籍贯毕业生去向： 

• 孙贤胜：现任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秘书长，原中国石油



集团技术与经济研究院院长。 

• 沈  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马  欣：法国道达尔集团新能源投资部高级经理 

• 彭  亮：CMS 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 

• 廉  明：中国石化集团法律事务部高级律师 

• 李祖欣：中国石油集团勘探开发研究院工程师 

 

 

专业篇 

项目介绍 

3+1+1 本硕连读培养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选拔中国合作大学的优秀在读本科生，赴邓迪大学学习两年，第一年完成本

科最后一年，第二年完成硕士学习。在完成邓迪大学规定的课程学习后，经审核成绩符合中

方合作大学有关规定者，可获得中方合作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

国邓迪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根据目前已经签订的两校合作协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的同学可以申报邓

迪大学商学院的 3+1+1 项目。本科专业包括：经济学、管理与营销、会计学、以及财务管

理等。硕士专业包括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CEPMLP)的能源研究硕士项目（含能源金融、能

源经济、石油天然气经济、以及能源政策等方向）、国际石油与天然气管理硕士项目，以及

商学院的国际商务（会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银行与金融、管理与

营销（会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国际金融等项目。 



4+1 硕士项目 

中方合作院校的大四应届毕业生必须通过项目择优推选，申请前往邓迪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

相关硕士专业学习，毕业后获得邓迪大学硕士学位。适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 4+1 硕士

项目有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CEPMLP)的能源研究硕士项目（含能源金融、能源经济、石油

天然气经济、以及能源政策等方向）、国际石油与天然气管理硕士项目、能源法律与政策硕

士项目，以及商学院的国际商务（会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银行与

金融、管理与营销（会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国际金融等项目。 

 

根据邓迪大学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已经签订的协议，邓迪大学的上述 4+1 项目面向石

油大学所有的学生开放， 尤其欢迎具有石油理工科或者外语背景的大四学生申请能源法律

与政策中心的硕士项目。邓迪大学的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是一所在能源法律与经济管理方面

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研究生院， 其毕业生遍布于世界各国能源行业担任高级管理人才或者

学术领军人物。在最新的 LLM Guide 排名中，邓迪大学的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的硕士项目

被评为全球第一 https://llm-guide.com/lists/speciality/top-llm-programs-for-energy-law。   

 

双硕士项目 

中方合作院校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可以选择在研究生一年级或者二年级阶段申请前往邓迪大

学完成一年制相关硕士专业学习。参加双硕士项目的学生在邓迪大学学习的硕士专业课程受

中方大学学分认证，学生按照双方大学要求完成硕士研究生规定的课业学分后，可获得中英

两校颁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  

 

办学特色 

https://llm-guide.com/lists/speciality/top-llm-programs-for-energy-law


 依据邓迪大学和中国合作大学的优势学科门类，各中国合作大学对接的联合培养项目专

业和模式有所不同，每个合作项目均设置了丰厚的奖学金机制。目前，邓迪大学只接受

获得合作院校推选资格的在校学生的申请，具体选派实施办法见中方合作大学管理细则

与通知；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均需达到邓迪大学相关专业的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邓迪大学的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是一所在能源法律与经济管理方面具有全球领先地位

的研究生院， 其毕业生遍布于世界各国能源行业担任高级管理人才或者学术领军人物。

在最新的 LLM Guide 排名中，邓迪大学的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的硕士项目被评为全球

第一 https://llm-guide.com/lists/speciality/top-llm-programs-for-energy-law。   

 教师与学生配比率高，在全英大学生调查 NSS 以及面向研究生的 Student barometer

评比中，课程教学质量全英第一。 

 专业教学过程极为注重鼓励学生的独立学习和思考能力，强调个人自主性和批判式的思

维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和理念从始至终体现在我们的所有课程教学安排中。 

 所有开始的专业通过大量的实践与“现实世界”的平衡，锻炼我们的学生在理论学习和实

践运用中找到平衡点，适应全球化挑战，就业优势明显。丰富的海外学习和生活经验让

回国就业的毕业生在面试中脱颖而出,短期内获得国际知名企业的工作机会。 

 

 

申请篇 

3+1+1 项目 

入学条件 

 本科前 3 年学术成绩要求：均分 70%以上 

 英语语言要求：UKVI 雅思总分 6.0 (单项 5.5)  

https://llm-guide.com/lists/speciality/top-llm-programs-for-energy-law


 雅思总分差 1.0 分配十周课前英语课程，0.5 分可以配五周课前英语课程。 

 

学   费 

商学院 2017/18 年度国际学生学费：14950 英镑, 奖学金 2000 英镑 (实交 12950 英镑) 

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 2017/18 年度国际学生学费：17800 英镑, 奖学金 2000 英镑 (实交

15800 英镑) 

 

申请材料 

 中英文本科成绩单（前 2 年） 

 邓迪大学 3+1+1 项目英文申请表 

 中方大学批准函 

 大学在读证明 

 英语语言成绩 

 护照 

 

4+1 项目和双硕士项目 

入学条件 

 本科毕业学术成绩要求：均分 70%以上 

 英语语言要求：UKVI 雅思总分 6.5 (单项 6.0)  

 雅思总分差 1.0 分配十周课前英语课程，0.5 分可以配五周课前英语课程。 

 

学   费 



商学院 2017/18 年国际学生学费：14950 英镑, 奖学金 2000 英镑 (实交 12950 英镑) 

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 2017/18 年国际学生学费：17800 英镑, 奖学金 2000 英镑 (实交

15800 英镑) 

 

 

申请材料 

 中英文本科成绩单（前 3 年） 

 邓迪大学硕士项目英文申请表 

 中方大学批准函 

 一封教授推荐信 

 大学在读证明 

 英语语言成绩 

 护照 

 

申请流程 

 9 月~12 月：做出申请计划，并通过中方大学提交申请；强化英语，准备雅思考试等。 

 12 月~来年 2 月：雅思考试等。 

 来年 3 月~5 月：参加 3 月份邓迪大学与中方大学的联席面试；提交申请材料获得正式

录取。 

 来年 4 月-5 月：提交课前英语课程申请（如需）等。 

 来年 6 月~8 月：申请宿舍；办理签证；购买机票等。 

 来年 9 月：报到注册。 



生活篇 

邓迪市是苏格兰日照最充足的城市，气候温和，空气清新。 

作为苏格兰第四大城市，城市坐落在泰河河畔，东岸风景秀丽，西北部群山连绵。从邓

迪市内出发到达爱丁堡仅需一小时车程，到达伦敦乘火车需六个小时。 

 

人口数约为 15 万，学生人数占到 25%，邓迪市是一座生动活跃的“大学城”。大部分学

生居住在市中心校区及附近区域，也能驱车方便到达景色优美的苏格兰高地。一应俱全的教

学设施、住宿、体育及社交设施、银行、购物场所、学生福利及支持服务搭建起大学轻松友

好的社区氛围。 

 

据 BBC 最新报道，邓迪是苏格兰地区学生消费成本最低的城市，但生活设施十分有品

质。当地数家中国餐馆让学生们在繁忙的学业之余能够大快朵颐；几个规模不小的中国超市

也让中国学生能够找到自己烹饪时所需的各种中国特色佐料和原料。 

 

我们保证为在每年 7 月 31 日前申请的每一位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大学住宿。学校宿舍

费用大约为每周 115 英镑到 140 英镑不等，所有的住宿形式都是自炊式，房间自带独立卫

浴和单人卧室，费用包括住宿费、暖气费、热水、电费、内部网络和电话费，提供宿舍公共

区域的清洁服务等。 学校附近也有许多私人学生宿舍供大家选择，一般比学校宿舍费用便

宜。  

 

学生全年生活费估计约为 7000 英镑到 9000 英镑不等，视个人生活方式而定。生活费

包括住宿、食品、服装、交通、书本及业余爱好等的费用。 



邓迪大学联系方式 

Dr. Xiaoyi Mu（牟效毅） 

邓迪大学社科学院能源法律与政策中心 

Dundee, Scotland, UK 

邮箱：x.mu@dundee.ac.uk 

电话：+44 (0) 1382 384843  

 

邓迪大学：www.dundee.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