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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西交利物浦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简称“西浦”）是经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于 2006 年共

同创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校园位于“人间天堂”苏州。目前，大学拥有注册学生 19800 

余人，其中硕博士研究生 3000 余人。建校以来，西交利物浦大学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利物浦大学 

英国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始建于 1881 年，1903 年获得皇家特许，是享誉世界的英国综

合性公立大学，也是英国第一所“红砖大学”和著名的罗素大学集团成员。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包括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 24 所全英一流研究型大学。 

 

硕士课程特色 

•  颁发全球认可的英国利物浦大学硕士学位证书，该证书可以在中国教育部得到认证。 

•  采用国际通行的申请入学制，申请者无需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  学制短，大多数专业只需1.5年即可完成硕士学业。 

•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和校园环境，教师团队超过 90%招聘自海外。 

•  全英文授课，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精英。 

•  丰厚的奖学金，最高可达学费总额的 100%。 

•  部分专业开设产业联合培养方向，参与产业前沿课题研究。 

•  多个专业和学科获得国际专业组织认证，提升了毕业生的国际竞争力。 

•  校外导师：学生可选择业界资深人士作为校外导师指导自己的职业规划。 

•  区位优势：地处苏州，毗邻上海，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圈”及世界 500 强企业集

聚的苏州工业园区，为学生创造面向全球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西浦-集萃联合培养硕士项目特色 

西浦-集萃学院是由西交利物浦大学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共建的产教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型产业学院，

学院在十个现有热门研究生专业增设产业联合培养方向，旨在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应用型、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打造价值提升与创造的产教研创新生态。 

•  联合导师机制：西浦校内导师与获得西浦研究生院认可资质的校外产业导师联合指导，产业、科

研、人才培养三位一体互融发展，新型产学研融合的研究生创新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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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产业前沿应用科研课题：以龙头企业提出的真实技术需求凝练成研究生培养课题，在双导师联

合指导下，依托丰富的产业资源、高精尖的科研设备和多元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开展高水平、前沿

产业课题研究。 

•  在参与产业科研项目期间，江苏产研院的专业研究所或企业联创中心还提供优厚的科研与生活补

贴。 

•  对于联合培养过程中表现优异的研究生，完成学业后优先在江苏产研院体系内的专业研究所或合作

龙头企业就业，并有机会推荐至江苏产研院的海外合作顶尖名校攻读博士、博士后。 

 

奖学金 

•  入学奖学金：西交利物浦大学为全日制研究生申请人提供丰厚的入学奖学金（30%或50%的学费减

免）。同时，对部分学术背景和科研能力出色的研究型硕士专业申请人提供全额奖学金，包括：高级

化学（研究型）、计算机科学（研究型）、低碳电力与能源技术（研究型）、分子生物学（研究

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硕士专业（研究型）、药物化学（研究型）。非全日制课程不设入学奖学

金。 

•  校友折扣：西交利物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利物浦大学毕业生自动获得学费20%的校友折扣。 

•  团体折扣：已与西浦签订了相应协议的大学、企业等机构的学生就读西浦硕士课程，可以享受总学

费约10%的折扣，具体要求以协议约定为准。 

注：奖学金按照就高原则发放，不能兼得。 

 

硕士专业列表 

专业 总学费 学制 
英语

要求 
本科背景 

城市规划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本科专业为城乡(市)规划和设计、建筑学、地理

学、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和公共政

策等相关学科 

城市规划（城

市设计方向）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0个月 
 

本科专业为工业设计、工程学、建筑学、城乡(市)

规划和设计或其他设计类相关学科，申请者需要

提交设计作品集（A3大小，通常10到30幅，PDF

格式） 

建筑设计 192,000 全日制24个月  
建筑学或相关专业，申请者需要提交创意作品集
（A3 大小，通常 10 到 30 幅，PDF 格式），具
备建筑行业相关实习或工作经验将有助于申请 

可持续建筑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6个月 
 土木工程或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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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6个月 
 土木工程或相关学科 

建筑工程管理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6个月 
 本科为土木工程或其他相关专业学科 

管理学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商科背景优先 

金融学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金融学、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或工学

等，具备定量分析方法、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方

面的知识 

经济与金融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金融学、会计学、经济学、数学或统计学等 

商业分析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经济学、管理学、

理学或工学等，最好具备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投资管理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数学、金融学或相关学科，或者具有相关工作经

验并掌握定量分析方法、统计学或金融数学知识 

运营与供应链

管理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6个月 
 专业不限 

专业会计 150,000 全日制18个月  

会计学本科学位，至少已经通过4门英格兰及威尔

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初级考试(CFAB)；

获得ICAEW或ACCA同等免试资格亦可；没有会计

学本科学位，但已经获得6门CFAB证书（或同等

免试资格）者亦可申请；具备相关职业工作经

历、但无会计类本科学位者，需提供会计或金融

行业培训及工作经历证明，符合条件者亦可申

请，录取情况酌情决定 

项目管理 144,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0个月 
 专业不限 

国际工商管理

硕士

（IMBA） 

320,000 非全日制24个月  
专业不限，通常需要8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中高

级管理经验 

金融数学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

金融学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领域 

精算学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数学、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会计学、金融学、

保险学等相关学科 

分子生物学*

（研究型）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非全日制 36 个月 
 生命科学等相关学科 

高级化学*

（研究型）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化学或相关学科 

 

应用统计学*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非全日制 36 个月 
◯ 

数学、统计学 、生物科学、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计算机科学、金融学等相关学科，本科为数

学或统计学相关背景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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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化学* 160,000 
全日制 24 个月 

非全日制 36 个月 ◯ 化学、生物、药学等相关学科 

 

工业设计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本科专业为工业设计、工程、建筑学、城乡

（市）规划与设计等设计相关专业，申请者需要

提交设计作品集（A3 大小，通常 10 到 30 幅，

PDF 格式） 

计算机科学* 

（研究型）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计算机科学相关学科，拥有编程和程序设计经验 

金融计算学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计算机科学、金融投资学、信息系统、电子商

务、数学，以及编程和程序设计经验 

社会网络计算

技术*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或数

学，以及编程和程序设计经验 

应用信息学*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计算机科学、工程、商务或金融数学等相关学科 

多媒体通信*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领域 

可持续能源技

术*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数学、半导体物理、自动化与控

制、嵌入系统、工程热物理学等相关专业 

低碳电力与能

源技术*（研

究型）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数学、半导体物理、自动化与控

制、嵌入系统、工程热物理学等相关专业 

模式识别与智

能系统*（研

究型）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数字媒体技术、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系统等相关专业 

人机交互*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计算机等相关学科，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优先 

对外英语教育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0个月 
 

英语、语言学、教育学或文学，无需教学经验，

但具备中等或高等教育领域相关教学经验将有助

于申请 

媒体与传播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0个月 
 

传播学、媒体、传媒英语或类似专业，无需实际

工作经验，但具备相关媒体工作背景与经验将有

助于申请 

中国研究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专业不限 

国际化教育 120,000 
全日制18个月 

非全日制36个月 
 专业不限，有教育机构中工作经历者优先 

儿童发展与
家庭教育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非全日制 30 个月 
 

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师范类、社会工

作、儿童和家庭研究、英语或相关专业，本科为

心理学或教育相关背景者优先 

  
全日制 18 个月 

□ 国际关系、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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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标*的专业开设西浦-集萃学院联合培养方向。 

       2. 本校保有对专业的修订权利，学校有权利因人数不足取消设定的专业。 

 

学业要求 

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或就读学科为一流建设学科或2021上海软科排名前100高校：加权平均分75分

及以上；其他学校：加权平均分80 - 85 分及以上，视学校而定。 

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以上。 

北美：GPA 成绩 3.0 及以上（总分 4.0），或者本科最后 2 年的 GPA 成绩 3.2 及以上。 

其他地区：等同学历。 

 

英语要求（见专业列表“英语要求”列图标） 

  学术类雅思6.0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5.0；或TOEFL iBT 80分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15 

◯  学术类雅思6.0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5.5；或TOEFL iBT 80分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18 

  学术类雅思6.5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5.5；或TOEFL iBT 90分及以上, 且各项得分不低于18 

□  学术类雅思6.5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6.0；或TOEFL iBT 90分及以上, 且各项得分不低于21 

 学术类雅思7.0及以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6.0（中国研究的各项得分不低于7.0）；或TOEFL iBT 100分及

以上, 且各项得分不低于21 

注：除雅思、托福外，西浦还接受 PTE、Linguaskill (Cambridge)测试成绩，且测试成绩不早于2020 年 1 

月。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且暂时没有计划考雅思的申请者，可以申请参加西浦英语内测考试。内测考

试的效力和成绩与雅思等。  

 

免英语要求 

如果申请者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可免除英语要求： 

1. 在西浦认可的英语母语国家完成并取得本科（海外学习满三年及以上）或研究生学位，且毕业时间不早于

2020 年1月。 

国际关系 120,000 非全日制 36 个月 济学、历史、哲学、管理、国际研究、区域研究

或同类学科的学士学位或相关专业学位 

国际商务与 

全球事务 
132,000 

全日制 18 个月 

非全日制 36 个月 
□ 国际关系、商业与管理学士学位或相关专业学位 

应用语言学
和多语研究 

 

120,000 

 

全日制 18 个月 □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传播学、种

族学、政治学或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

本科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相关背景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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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海外完成并取得本科（海外学习满三年及以上）或研究生学位， 提供由毕业院校开具的全英文教学证

明，且毕业时间不早于 2020 年1月。 

3.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及其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办大学完成并取得本科或研究生学位，且毕业时间不

早于 2020 年1月。 

注：若符合上列情况的申请人递交了有效雅思/托福/PTE/ Linguaskill (Cambridge) 等英语成绩，将以所提供

的英语成绩为准。 

 

英语先修课程 

如果申请人雅思成绩均分低于入学要求 0.5-1 分，且各项小分符合相应英语先修课程的录取要求，经专业主

任批准，可就读相应的英语先修课程。在顺利通过该课程之后，即可视为满足英语入学条件。 

 

申请时间 

申请系统全年开放。申请 2022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须在 2022年 6 月 15 日 前提交申请。 

注：西交利物浦大学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审理所有申请，并对每个申请进行综合评估。学校不保证录取每一

位达到最低入学要求的申请者（视各专业和申请人的具体情况择优录取）。 

 

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12-88167111 / 88161888 

咨询邮箱：pgenquiries@xjtlu.edu.cn  

申请邮箱：pgadmissions@xjtlu.edu.cn  

西浦研究生 QQ 群：651396241 

地址：江苏省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仁爱路 111 号 

邮编：2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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