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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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鲜明特色的的新型国际大学。目前，西浦拥有注

册学生 18000 余人，其中硕博士研究生 2000 余人。校园位于“人间天堂”苏州，毗邻上海，

处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圈，集聚全球创新科研院所，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与就业

环境。建校以来，西浦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水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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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交利物浦大学 

英国利物浦大学（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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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利物浦大学 

项目特色 
颁发受中国教育部认证的
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
证书

采用国际通行的申请入学
制，申请者无需参加博士
生入学考试

同时拥有来自西浦和利物
浦大学知名学者的指导

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发
表学术成果的经费支持

前往利物浦大学进行
研究访学 3-6 个月

与全国知名科研院所
及行业龙头企业合作
开展博士生联合培养

丰厚的奖学金，包含
学费减免和每月生活
费补贴

申请全年开放，入学
时间灵活，每年三、六、
九、十二月均可入学

学制与学费

全日制博士生学费为人民币 80,000 元 / 学年，学制通常为 3-4 年。

非全日制博士生学费为人民币 60,000 元 / 学年，学制通常为 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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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专业列表

历史，理论和遗产（ 文化创新和批判的历
史），计算设计和制造（建筑性能，虚拟体
验，机器人学和制造）， 城市生态学（城市
和景观生态学）， 文化创新， 交互设计， 产
品设计

肿瘤生物学，细胞信号传导，分子微生物学，
神经科学，蛋白质组学，结构生物学，信
息生物学

金融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与金融，
财政学，中国经济，博弈论，计量经济学，
创业，综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
信息管理，市场营销，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会计学

光电催化材料，有机天然产物合成，有机
电子材料，超分子化学， 先进功能材料，传
感器，分子模拟与理论，配位化学、晶体
工程及应用，分子器件与检测，药物输运
与癌症治疗

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经济，中国的历史、
文学与文化，中国的国际关系

结构工程，建筑材料，岩土工程，水力学
和流体动力学，计算模型，建筑工程信息化，
水技术，土木工程建筑管理和废弃物管理等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存储系统，网络系统，
软件工程，云计算，广义人机交互，互联
网理论和技术，智能网络学习环境理论及
技术，计算机网络安全，动态信任管理理论，
新一代编程方法学，并行计算，数据挖掘，
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分布计算，普适
计算，计算智能技术，机器学习等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机与电器，电力
电子和电力传动，高电压和绝缘技术，电
子工程，理论电工与新技术

语言与语言学， 文学， 翻译， 数字媒体 / 新
媒体，电影，电视与视觉文化， 新闻学，媒
体与传播，媒体与文化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
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
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硕士学位
（成绩良好），且硕士论
文不低于 65 分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
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硕士学位
（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
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计算机专业英国本科二
级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
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硕士学位
（成绩良好）

雅思 6.5
（写作不低于 6.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7
（各单项不低于 6.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7
（各单项不低于 6.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7（传媒方向各单
项不低于 6.5；英语方
向各单项不低于 7）

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博士专业 英语语言要求 **学术背景要求 *

建筑学

生物科学

商学

化学

中国研究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
与软件工程

电气与
电子工程

英语文化传播



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博士专业 英语语言要求 **学术背景要求 *

生物多样性—机制—人类影响，景观变化—
城市化—农村农业，群落生态学—物种相互
作用—营养动力学，土壤养分和污染—相互
作用和生物有效性，空气污染—气溶胶过
程—空气质量—人类健康，植物与土壤—营
养 / 重金属—人类健康，界面污染物—土壤
/ 水 / 空气 / 生物群 / 人类

环境流行病学、临床流行病学、社会流行病
学、营养流行病学，公共健康营养， 母婴营
养，膳食评估，健康行为， 大气污染物对健
康的影响， 健康与疾病社会学

数字设计与制造， 人类生活环境，设计历史
与研究，社会创新与再生设计， 交互设计（穿
戴式产品，自适应空间，人机交互） ， 数字
制造和下载设计

教育组织管理，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语
言教育，儿童发展，融合式教育，教育技术
等研究方向

计算统计学，极值理论，智能随机控制，保险，
机器与统计学习，医药统计及临床统计，建
模操作风险，预测理论与模型选择，计量风
险管理，生存分析和可靠性，代数， 组合数学，
动力系统，几何，数论， 拓扑，天体物理， 
凝聚态物理，统计物理，粒子物理， 金融数学，
偏微分方程， 最优化与控制理论， 数值分析，
运筹学，交叉科学，概率论， 图像处理

安全、外交政策与经济，非洲、美洲、亚太
地区和欧盟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外交政策和国
际关系，国际和全球政治经济，和平与国家
建设，关键安全研究，发展研究，国际交流，
宣传研究，政治思想，软实力研究，冷战的
国际历史，情报研究，少数民族

交通和城市规划，景观和城市设计，区域发
展和局限，规划、治理和政治，智慧城市和
技术，房地产、经济发展和更新， 环境和公
共卫生， 基础设施

* 学术背景要求 :
在中国、美国及其他地区取得本科或硕士的申请者应达到上述同等学历，可参考最低录取标准要求。

** 如果申请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免除英语要求 ：
1. 英语母语国家公民，具体国家以英国签证与移民局（UKVI）发布的清单为准。
2.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及以下国家完成学位（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且学位授予日期距拟入学日期不超过两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 巴哈马、 巴巴多斯、伯利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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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英国、爱尔兰。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甲等
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人类学、药学、心理学或社
会学专业领域英国二级甲等
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甲等
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甲等
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硕
士学位优先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甲等
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硕士学位
（成绩良好）

相关领域英国本科二级甲等
荣誉学位；
或硕士学位（成绩良好）

雅思 7
（各单项不低于 6）

雅思 7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6）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 6.5
（各单项不低于 5.5）

环境科学

公共健康

工业设计

教育学

数学科学

国际关系

城市规划
与设计



最低录取标准
学术背景
与学业成绩

英语语言成绩

1

3

4

2

雅思 6.5 或 7 分及以上，视专业而定，详见附表。
同时接受托福 iBT 及 PTE 考试，可咨询博士录取组了解相关成绩要求。

申请时间

申请截止日期入学时间

9 月入学

12 月入学

3 月入学

6 月入学

6 月 30 日

9 月 30 日

上一年 12 月 15 日

3 月 31 日

申请系统全年开放。申请人可选择每年三月、六月、九月或十二月的第一天入学，请根据以下申请截止日期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本科二级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成绩良好 (Pass with Merit) 及以上学位

本科或硕士 GPA 3.0 及以上（总分 4）

其他等同英国本科二级甲等荣誉学位
或硕士成绩良好 (Pass with Merit) 及以上学位

国家 学业成绩要求

中国

英国

北美

其他地区

上海软科最新排名前 100 高校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或就读学科为一流建设学科：
本科或硕士加权均分 75 分及以上
其他高校：本科或硕士加权均分 80-85 分及以上，视学校而定



申请截止日期 评审结果公布

第一轮

第二轮

10 月 15 日下午 5 时

4 月 15 日下午 5 时

12 月

7 月

1. 申请已获奖学金资助的博士项目
    通常这些项目有既定的研究课题和导师团队。每个项目不设具体的申请截止日期，招满即止。

2. 学生自拟研究课题申请奖学金
    部分院系接受申请人通过提交本人自拟研究课题申请奖学金。此类奖学金每学年有两轮评审：

奖学金
西浦为优秀的全日制博士生申请者提供丰富多样的奖学金，申请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申请博士
生奖学金：

咨询电话：0512-81889001 转 3

QQ 交流群：613859934

咨询邮箱：doctoralstudies@xjtlu.edu.cn

网址：www.xjtlu.edu.cn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仁爱路 111 号中心楼 11 楼

联系方式

XJTLU

请扫描以上二维码 
查看博士奖学金信息

请扫描以上二维码 
关注西浦研究生院微信公众号

请扫描以上二维码 
了解更多博士招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