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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与中国若干所大学有 2+2 合作项目，申请该项目的学生

需先在中国大学内完成本科前 2 年的工程类课程的学习，再转入爱丁堡大学继续

完成本科后 2 年的学习。 

在爱丁堡大学的第四年考核成绩合格后，可以获得由爱丁堡大学授予的工程

学士学位。 

目前参与此项目的有以下八所中国高校，将来有可能扩展到更多高校：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抚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深圳大学（深圳）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天津大学（天津） 

 厦门大学（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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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爱丁堡大学可以学习什么专业？ 

在你选择我们的专业前，应该首先确保你在中国所学的专业与你将选择的爱

丁堡大学的专业相符合。如有疑问，欢迎垂询。 

我们学院涵盖的专业包括： 

2.1 化工工程类 

 化工工程 

 化工工程与管理 

2.2 土木与环境工程类 

 土木工程 

 结构与防火工程 

 结构工程与建筑 

2.3 电子与电气工程类 

 电子与电气工程 

 电子学 

 电子电气工程与管理 

 电子电气工程（通讯） 

 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学 

 电子与软件工程 

2.4 机械工程类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与管理 

 机械工程与可再生能源 

 电气与机械工程 

 工程与可持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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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选择爱丁堡大学？ 

 

3.1 爱丁堡大学的声誉 

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爱丁堡大学始建于 1583 年，是英国最古老的 6 所大

学之一。在 2013/1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爱丁堡大学位列世界排名第 17 位。

爱丁堡大学拥有近 29,000 名学生,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学府之一。长久以来，爱丁堡

大学在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方面享有盛誉，目前拥有来自世界各地 137 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 8,000 名国际学生在此学习。到目前为止，约有 1600 名中国留学生在

爱丁堡大学学习。 

爱丁堡大学拥有 300 多个专业，包括艺术、人文、自然科学、工程、法律和

医学几大类别。苏格兰 60%以上的最优秀的学者在爱丁堡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爱

丁堡大学授予的学位被全世界认可。 

 

3.2 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的声誉 

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隶属于爱丁堡大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部。该学部是英国

最大的科学和工程部之一，有 7500 多名学生，900 多位教员和 500 多位行政和支

持工作人员。该学部所在的校区位于爱丁堡市中心南部。 

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在上次全球高等院校科研学术评估中，荣获一个 5 级和

一个 5*级国际研究最高等级评分，位于苏格兰地区榜首。 

 

3.3 毕业后的前景 

爱丁堡大学授予的学位被全世界认可，同时也受到雇佣单位的高度评价。 

我们所设置的学位都经过到英国相关专业机构的认证，包括 IET（工程与技术

协会，前身为电子工程协会）、化工工程协会、机械工程协会、土木工程协会和结

构工程协会。这些机构的认证确保我们的教学质量是最优秀的，我们培养出的工

程师可以满足国际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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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爱丁堡在哪里，它什么样子？ 

 

4.1 苏格兰 

苏格兰，连同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是英国国土的一部分。苏格兰

在伦敦以北 600 公里（飞机约一个小时，火车约 4.5 个小时）。苏格兰到中国有非

常便利的航线，一般经由伦敦，法兰克福，伊斯坦布尔或阿姆斯特丹中转。 

苏格兰冬季气候较温和，夏季温暖，拥有欧洲最原始的自然景色。那里只有

英国 10%的人口却占有 33%的英国土地面积，许多开阔的景观供人们去探索。 

 

4.2  爱丁堡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人口约 50 万。由于她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景观每年

吸引 200 万以上的游客。她位于苏格兰东部的福斯河畔，临近苏格兰闻名的海岸

线和高地。爱丁堡常被评选为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4.3  住宿 

只要你如期申请，爱丁堡大学会保证海外新生第一学年的住宿。 

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宿舍种类很多，有带厨房可以做饭的公寓和包餐的公寓。

所有宿舍区都离市中心和大学校区不远，步行或乘短途公交车即可到达。你将在

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部的校区里度过两年学习中的大部分时间，那里离市中心乘公

交只有 10 分钟的路程。而且校区附近也有许多学生宿舍供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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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费用 

 

5.1 住宿费 

由于宿舍类型不同，住宿费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大学包餐的宿舍大约是每

周 199 到 279 英镑之间， 包括了住宿费和全部餐费（但不包括周一至周五的午餐）。

带厨房的宿舍大约是每周 151 到 209 英镑。大学宿舍费已经包含定期打扫服务、

暖气费、热水和电费。在大部分宿舍里，还包括了大学内部的网络和电话。宿舍

公共区域的清洁和整理服务取决于不同宿舍的位置和类型。 

 

5.2 生活费 

有关在爱丁堡每学年的生活费用请参照学校网页：

http://www.ed.ac.uk/studying/international/finance 

当然，具体生活费用要视各人的生活方式而定。 

 

5.3 学费 

学费可以在爱丁堡大学的注册网站上查到，而且每年会有所调整。 

学习工程类的海外学生，2015-16 年度的学费是 19150 英镑。但与其他外国学

生相比，同样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学位，你只需付两年的学费，而不是四年。对所

有“2+2”项目的中国学生，可享受每年 2500 英镑的讲学金。（1 英镑约兑换 1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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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算申请，现在要做些什么？ 

 

6.1 2+2 项目的专业 

首先你需要确保你在中国所学的专业是否与爱丁堡大学的有关专业相吻合。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关于学位的信息。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请与

我们联系。 

 

6.2 在中国大学的第一、二年的学习成绩 

我们对相关课程和分数并没有具体要求。我们届时将会根据你在中国大学所

学的专业、在校表现、所学专业与所选的专业符合程度和英语水平来综合决定是

否录取。 

 

6.3 英语入学要求 

在我们接受你的申请前，你必须参加雅思考试而且成绩在 6.0 以上(含)，并且

单科成绩在 5.5 以上（含）。 

 

6.4 现在开始准备 

 如果你打算申请 2015 年 9 月入学，现在就该着手准备了。你应该与父母、

家人讨论一切赴英学习的事宜，也应该听听你所在校老师的意见。准备得

越早，才能越及时做出全面的安排。 

 请仔细查看我们的专业课程信息，需要的话请向我们咨询。 

 加紧强化你的英语，工程学院的工作人员将于 2015 年 3、4 月间到你所在

大学进行面试。 

 如需要更多信息，请与你所在学校的外事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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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申请爱丁堡大学？ 

 

7.1 申请 2+2 项目 

如果你决定申请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的 2+2 项目，请注意其申请程序与普通

申请程序有所不同。如果你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在校生，你应通过所在高校的外事

办公室申请，你们的外事办公室则会通知我们。 

 

7.2 面试 

2015 年 3、4 月，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将安排老师去你校进行面试。面试语言

为英语，并将对你所学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进行考察。 

 

7.3 面试之后 

面试前，我们会要求你提交你的申请材料。如果你顺利通过了面试，我们会

尽快通知你，同时我们的招生部门会开始处理你的申请材料，然后发放 RPA（优

先录取记录），表明你可以被爱丁堡大学录取。但请注意，如果你通过 RPA 申请了

我校，你就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申请英国的其它大学。 

 

7.4 雅思成绩 

切记在申请时，你的雅思成绩总分必须已经达到 6.0 分，单科最少 5.5 分。 

 

7.5 收到录取通知书 

如果你达到了所有的要求（在校成绩、面试和英语要求）。我们将发给你无条

件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你已被我们录取，而且我们也会向你寄送一份确认函。

你可以持确认函去申请签证。你还会得到一份英国大学录取机构（UCAS）的申请

号码。通常情况下，所有申请英国大学本科的学生，都要通过 UCAS 进行申请，

得到 UCAS 的申请号码。如果你直接向我们递交了申请，此申请号即由我们提供

给你。通过此号码，你可以在网上查询你的申请情况。UCAS 也会直接与你联系，

发放一份正式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发给你的确认函包括其他重要信息，如告诉你如何申请我校的语言强化

课程、宿舍、学费支付等等。请务必仔细阅读，并预留足够的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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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被录取之后应做些什么？ 

 

8.1 签证 

你必须申请签证才能赴英学习。我们发给你的录取确认函是你申请签证时的

重要文件。你所在学校的外事办公室也会给你提供有关信息。其它签证相关信息，

可以前往英国边境处网站查询：www.ukvisas.gov.uk 

 

8.2 英语语言课程 

我们给你录取通知后，按爱丁堡大学要求你应在 8 月中旬抵达爱丁堡，参加

爱丁堡大学英语语言教学中心（ELTC）的英语强化课程。此课程在正式课程开始

前，共历时 4 周，包括： 

课程 1：大学本科英语。（4 周） 

课程 2：开始工程专业的学习之后，你还将需要学习面向工程专业学生的英

语课程，以确保英语水平能满足课程学习需要。 

这些课程是你在进入大学四年级前的必修科目。 

 

8.3 在进修英语期间的住宿 

在爱丁堡大学与你原所在大学签订的协议中已申明，我们会安排语言课程期

间的住宿，我们可以帮你提前支付住宿费用，再从奖学金中扣除这部分费用。 

 

8.4 工程类预备课程 

在学习前 4 周的英语课程的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额外的工程方面的课程

来弥补你在中国大学内尚未包括的一些知识，来更好的衔接你在爱丁堡大学的学

习。 

 

8.5 学习 

我们从新学期开始就希望你已有能力参加一切大课、辅导课和实验课的学习。

开学前，我们会帮助你提高语言水平并进行其他专业知识方面的辅导。但新学期

一开始，你将必须能够像其他同学一样有能力开始你的学习。我们在 12 月份会有

学位考试，所以在你到达英国的第一天就应该努力学习。在考试以及评分时，我

们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 

 

8.6 学习期间的住宿 

你应在拿到我们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时，就立即开始申请在爱丁堡大学第一

年的住宿。你可以在我校住宿部网站在线申请：www.accom.ed.ac.uk，只要在截止

日期前申请，我们将保证提供住宿。其他信息，包括如何支付住宿费用等，请参

照网站说明。 

 

8.7 费用 

    你必须在新学期开始时交纳全部学费。当你开始在爱丁堡的学习时，我们的

负责注册的小组会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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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它信息 

 

9.1 相关网址 

 爱丁堡大学：www.ed.ac.uk 

 有关国际学生的信息：www.ed.ac.uk/studying/undergraduate/international/ 

 工程学院：www.eng.ed.ac.uk 

 英语教学中心：www.ed.ac.uk/schools-departments/english-language-teaching 

 爱丁堡大学学费信息：www.registry.ed.ac.uk/Fees/UGFees.htm 

 英国大学本科录取机构信息(UCAS)：www.ucas.com 

 

9.2 准备工作清单 

 如果打算申请，现在就应该开始计划 

 考虑要去爱丁堡大学学习什么专业 

 开始准备雅思考试 

 为 2015 年春季面试做准备 

 如果成功通过面试，你应直接向我们提出申请 

 尽早开始申请签证 

 注册爱丁堡大学 2015 年 8 月开始的英语强化课程 

 准备交纳爱丁堡大学学费和语言课程的费用 

 预定在语言课程学习期间的宿舍 

 预定你在爱丁堡大学正式学习期间的宿舍 

 

9.3 联系方式 
 

Student Recruitment Officer 

School of Engineering 

Faraday Building 

King’s Buildings 

Mayfield Road 

Edinburgh EH9 3JL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eng.ed.ac.uk     

电话：0044 (0) 131 650 7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