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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大学 

《星期日泰晤士报大学指南》笔下“属于最早一批迈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步
伐”的诺丁汉大学现在拥有来自150多个国家超过43,000名学生，分布在英
国、中国、马来西亚三地屡获殊荣的各大校区，以及在国际上与众多名校
之间广泛的联系，为学生创造了多元的、积极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大学的五大学院下设众多院系，提供360多个本科生课程、380多个授课型
硕士研究生课程以及大量的研究型硕士及博士生项目。优秀的学术教师及
众多跨学科的科研小组从事教学工作，学校顶尖且富有创新的教学为最新
的研究调查结果所肯定。

诺丁汉大学是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创始成员之一。罗素大学集团
作为英国最优秀大学联盟，其成员大学致力于发展最顶尖的科研，创造最
一流的教学及学习环境，同时与企业及公共部门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诺丁汉大学与全球300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海
外交流机会。
www.nottingham.ac.uk

英国校园

诺丁汉校园因其美丽而为人熟知。每个校园都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在主校
区University Park Campus，树林、花园、传统建筑沿湖而建，在英国被评
为最具魅力的校园之一；距离主校区一英里处，是集殊荣与远瞻为一身，
将建筑、创新技术与大片绿化完美融合的Jubilee校区；Sutton Bonington校
区则位于环境优美的诺丁汉郡南部乡间，占地达100英亩，教学设备、体
育中心、学生会、文娱设施及校内住宿一应俱全。
www.nottingham.ac.uk/about/campuses

诺丁汉市 

诺丁汉市位于英格兰中心，是一座朝其蓬勃、文化遗产丰富的城市。在那
儿，你可以聆听罗宾汉的故事，造访洞穴或者城堡。

诺丁汉市是伦敦以外最佳购物地之一，同时拥有国家冰上活动中心、国家
水上运动中心等许多体育场所。市内夜生活亦为丰富，拥有现场音乐会、
俱乐部、剧院、酒吧等娱乐配套设施。

诺丁汉市是“紫旗奖”(Purple Flag Award )的获得者，即英国夜间出行最
安全舒适的城市之一。诺丁汉市与首都以及英国其它城市之间交通十分便
利，离伦敦不到两小时的车程。
www.nottingham.ac.uk/nottinghamlife

住宿

国际学生只要确认接受诺丁汉大学的录取，并在截止日前申请住宿，学校
就给以一年（研究生）或三年（本科生）的在校住宿保证。学生宿舍网上
申请系统于每年三月初开放。请留意住宿申请相关条款。
www.nottingham.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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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发展

就业及职业发展部门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实际的帮助，帮助学生掌握重要的
就业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

请注意，学生签证持有者应遵守相关工作条款。具体信息，请参见
www.gov.uk/visas-immigration

诺丁汉大学在英国是最受大雇主青睐的院校之一*，在国际上也是雇主的
首选四十所院校之一**。
www.nottingham.ac.uk/careers
*  The Graduate Market in 2013, 2014 and 2015, High Fliers Research (www.highfliers.co.uk)

**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Employer Reputation 2014

合作项目及入学要求

重庆大学与诺丁汉大学自2015年起合作,旨在为重庆大学同学提供更多留
学诺丁汉大学的机会。

诺丁汉大学的工程与技术学科已连续两年被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列为
全英第七、世界百强。具备一流的教学与科研实力，在最近的科研水平
(REF)评估中，有超过98%的科研达到国际水准，其中，85%的科研被誉为
世界一流。
www.nottingham.ac.uk/engineering

4+1项目: 要求申请人获得重庆大学相关专业学士学位且均分达到78%， 专
业课程成绩良好。可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以下学位课程：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MS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Sc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S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or Sustainable and Renewable Energy
MS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MSc Photonic and Optical Engineering
MSc Power Electronics and Drives

3+2项目: 要求申请人在重庆大学相关专业学士学位课程前六学期的均分
达到78% ，专业课程成绩良好 。可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以下学位课程
(Point of Entry - 3):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ME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QU (UCAS code: 4H20)
ME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QU (4H21)
ME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CQU (4H22)
MEng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CQU (4H23)
MEng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CQU (4H24)
MEng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QU (4H25)

请注意，各课程项目的入学要求会有所不同，具体参见：
www.nottingham.ac.uk/pgstudy

致重庆大学学生
www.nottingham.ac.uk/go/china

名列全球所有大学前1%位，*   且被誉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学”。**

由20,000 多名学生参与的调查表明，英国最有就业前景的大学首位。***
*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15 ** The Times and Sunday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15 *** The Whatuni Student Choice Award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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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站也可由 www.nottingham.ac.uk/connect 进入

国际生生活博客: 
blogs.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life

请与我们联系：

以上内容截止印刷时正确无误,我校保留印刷之后对以上内容进行调整的
权利。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nottingham.ac.uk

印刷时间 2015年11月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诺丁汉大学官网 
www.nottingham.ac.uk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www.nottingham.ac.uk/eee
研究生项目介绍

www.nottingham.ac.uk/pgstudy

本科项目介绍

www.nottingham.ac.uk/ugstudy

科研与知识转移 
www.nottingham.ac.uk/research

研究生项目申请

www.nottingham.ac.uk/pgstudy/apply

本科项目申请

www.ucas.com 

不同国家相关信息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yourcountry

访问大学或在你所在国家与我们见面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meetus

校园开放日 
www.nottingham.ac.uk/opendays

网上开放日

www.nottingham.ac.uk/virtualnottingham

英语语言教学中心 (CELE) 
www.nottingham.ac.uk/cele

资料下载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resources

签证申请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visasimmigration

行前准备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preparation

欢迎周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welcome

在英工作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workingintheuk

诺丁汉大学视频 
mediaspace.nottingham.ac.uk

英语语言要求

雅思总分达到6.0，且各单项均不低于5.5。

雅思要求可能发生变化，以大学网页公布为准:
www.nottingham.ac.uk/pgstudy  (MSc项目)
www.nottingham.ac.uk/ugstudy  (MEng项目)

语言课程: 诺丁汉大学英语语言教学中心为尚未满足专业课程语言要求的
学生提供一系列语言课程，若申请此类语言课程，需要提供在授权的雅思
考点考取的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成绩。关于新实施的安全性英
语语言考试及授权考点具体信息，参见英国政府网站： 
www.gov.uk/tier-4-general-visa/knowledge-of-english

英语语言教学中心与工程学院合作，为工程专业学生特别开设五周语言课
程。当专业项目雅思要求为总分6.0且各单项不低于5.5时，已获得雅思5.5
分且单项均不低于5.5，可申请该五周课程。如若现有雅思总分5.5，单项
均不低于5.0，则可申请常规的十周语言课程。

英语语言教学中心网页：www.nottingham.ac.uk/cele

学费及奖学金

以下为2016-17年度国际生学费:

MSc 项目  £19,300

MEng项目  £19,120

更多学费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nottingham.ac.uk/fees

重庆大学项目奖学金
对于通过项目成功注册就读诺丁汉大学的重庆大学学生，一旦满足项目要
求，每位获得相当于国际生学费20%的专设奖学金。

此外，可申请由诺丁汉大学提供的其它竞争性奖学金。具体信息请浏
览：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scholarships  
或联系 scholarship-assistant@nottingham.ac.uk

生活费用

申请第四等级学生签证时，不仅要提供足以支付第一年学费的资金证明，
还需要提供足够的生活费证明。目前，该生活费证明要求为£1,015/月：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visasimmigration

如果你有其它问题，请联系国际部：

International Office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Jubilee Campus, Wollaton Road
Nottingham, NG8 1BB, UK

t: +44 (0)115 951 5247
f: +44 (0)115 951 5155
e: www.nottingham.ac.uk/go/international-enquiries 
w: www.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office/contact-us

国际部驻东亚办事处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8号万都中心大厦502室 
Ms Lily Ma
t: +86 (0)21 5208 2001
e: Li.Ma@nottingham.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