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6年合作本科硕士课程 (2+2+1/3+2 及 4+1)

• 在英国伦敦学习一，二或三年
• 学习结束授予厦门大学及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双学位
• 厦门大学学生专有奖学金
• 全面深入地接触英国文化，大幅度提高英语水平
• 保障伦敦中心校区住宿
• 伦敦机场接机服务及学校一系列的迎新活动
• 开始你作为世界公民的旅程，与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共伍

www.qmul.ac.uk

学费: 
专业课程£16,450磅每年

5 周学前语言 (雅思 6.0): £1,950磅

9周学前语言 (雅思5.5): £3,100磅

奖学金: 
平均70分-80分：每年£2,500磅

平均分80分及以上：每年 £5,000磅

生活费用: 
• 在校住宿£120 - £160 磅每周 （38周）.

• 交通: 伦敦地铁公交学生周票 £21.20磅

• 餐饮: 我校大部分学生每周花费 £50 磅

• 共计： 约每月 £1,000 磅

留学费用

我校就读过的厦门大学学生:
Deng Xinru – MEng Materials Science

I am the first student from Xiamen University come to 
QMUL as a 3+2 programme student.

QMUL is one of the UK top universitie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high-qual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located in London. 
There are friendly professors, united group members and 
harmonious foreigner flat mates which will all help you a 
lot with your study and daily life here in QMUL. 

Besides this, London is a city full of history and stories  
wher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laces for you to 
discover things you are curious about.

Finally, before you come to QMU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certainly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not only for 
daily use but professional words and phrases for your 
major as well.

Come and enjoy your study life in QMUL!

更多信息：
国际学生www.qmul.ac.uk/international 
住宿: www.residences.qmul.ac.uk 
签证: www.ukba.homeoffice.gov.uk/visas-immigration/studying/
adult-students   
行前准备: www.qmul.ac.uk/prearrival
英国学习: www.britishcouncil.org/eduk-comfort-zone.pdf  
伦敦生活: www.timeout.com/london 
英国学生会: www.nus.org.uk 

厦门大学联系老师:
Professor Zhaoxian Xiong （熊教授）
材料学院
email: zxxiong@xmu.edu.cn
电话: +86 592 8818063

• 2+2+1/3+2课程 : 学生在厦门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专业学
习2-3年，继续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材料专业硕士就读3或2
年. 毕业后，授予厦门大学本科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硕士学
位。

• 4+1课程: 学生在厦门大学材料科学学院完成4年学习，可
继续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材料及工程学院任何硕士专业就读
1年。毕业后，授予厦门大学本科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硕士
学位。硕士课程包括：
航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辅助工程；医学电子及物
理；可持续能源系统；生物材料；牙医材料；材料学研究； 
高分子材料。

 

入学要求:

•  2+2+1/3+2课程：厦门大学学习期间平均成绩70分以
上。

• 4+1课程：厦门大学学习期间平均成绩70分以上。
• 英语语言要求：雅思6.5，若雅思成绩略低可根据分数参

加5周或9周的学前英语课程。



www.qmul.ac.uk

医学电子及物理硕士

拓展学生在电子工程和医学物理方面的进一步学习。 
同时涉猎解刨，理疗，及其他医学领域专业词汇的学习，
进一步为培养学生与专业医护人员进行全面深层的专业沟
通做准备。

此课程已受到医学物理电子协会的认证。

可持续能源系统硕士

此课程旨在培养能源环境领域的专业人才。就人类认知的
在能源及环境方面相应的基本问题，特性，及应用进行深
入学习。

生物材料硕士

作为我院历史最优秀的课程，此课程兼顾平衡生物材料方
面的理论及实践学习。并为学生探索材料科学，纳米材料
生物相容性，伦理问题及生物系统方面学习的机会。 
此课程是跨越多个学课，并重理论实践的优秀课程。

牙医材料硕士

此课程教授学生牙医材料学在机械，物理及化学方面的理
论并着重培养学生思考分析的能力，特别是材料和结构特
性在临床及非临床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课程包含实践内容，如参与我校医学院的一些科研项目
等，对于理论的学习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高分子科学及研究硕士 

专业系统地学习高分子及高分子材料的相关知识，了解各
种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及特性，并独立完成一个研究项目。
同时，学习如何根据不同的环境影响决定最适合材料的使
用。 

材料科学研究硕士

此课程为学生提供系统学习生产，计划，控制，测量系统
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研究项目，学
生在上专业课的同时就开展研究课题的工作，项目贯穿整
个课程。学生将和我院的材料学科研组的老师共同工作。 
现有课题包括：陶瓷，高分子，功能材料，生产技术， 复
合材料，弹性材料等。

请参看我院网站了解更多课程信息:  
www.sems.qmul.ac.uk 

材料科学本科、硕士

 侧重于全面了解分析材料的物理及化学结构，材料特质，
设计及生产的过程。这些知识对于未来从事跨领域工程学
的工作，如汽车，航空制造等需要最优材料选择的行业至
关重要。可选择的专业课程包括：专业材料特性技术，纳
米技术及纳米医药，可更新性能源材料等。

航空工程硕士

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工科背景，以便开展在航空工程领域
更深入广泛的学习。学生在课程过程中要完成一个专门的
科研项目，专业课侧重于一些高水平领域：太空工程，飞
机控制模拟，气动力学，计算机流体力学，高级空气动力
学, 燃烧，计算力学和车辆耐撞性。

生物医学工程硕士

课程特别侧重培养运用计算模型，数字技术，和工程方法
解决生物问题。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在生物医学
领域开发新计算或特性产品的技能及相关应用，如生物制
药，生物流体和组织工程。

计算机辅助工程硕士

培养学生在计算和数字方法和相关的编程软件方面的扎实
技能。课程全面介绍工程学中计算在结构及力学方面的应
用，包括数字最优化，学生可选择工程领域中一个分支完
成相应的高级专业课程的学习。

毕业生在很多工程领域都极具就业竞争力，

Why choos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材料工程学院

www.qmul.ac.uk

1. 递交申请

• 2+2+1/3+2:学生向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提交线上
申请：www.qmul.ac.uk/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undergraduate-partner-application 

首先在以上网站找到“partner institution”，选择厦门大
学，开始填写你的个人信息。

• 申请后请发邮件给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qmul.
ac.uk 通知你的全名，申请的课程，并注明你就读的是厦门
大学合作课程。

• 4+1: 学生向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提交线上申请 www.sems.
qmul.ac.uk/pgadmissions  点击 “Apply Online”. 有提示 
Agent Details (见截图如下), 请选择 ‘Yes’ 并在下滑菜单
中选择厦门大学。

• 申请学生可能需要通过一个与我校老师的Skype或面对
面的面试。

申请截止日： 3月23日

2. 录取通知 
• 录取书由我校录取部门统一发放。我校会在收到所有申
请资料2周后通知学生申请结果。

• 学生根据学习经历及成绩不同可能会收到有条件或无条
件录取书。

• 学生必须尽快接受录取书，并于稍后申请CAS（大学出
具的签证证明）。请认真阅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发出的任
何邮件。

3. 住宿申请 
• 在接受你的录取通知后，我校会发给你申请住宿的相关
信息，住宿申请结束后，我校住宿管理部门会发邮件确认。

• 由于住宿名额有限，请尽快提交住宿申请。

  住宿申请截止5月底

4. 签证申请 
• 英国签证申请审批最长可达3个月，所以应提早准备。
请及时查看UKBA 网站上关于学生签证的信息：www.ukba.
homeoffice.gov.uk

• 英语语言考试结果应最晚与5月底前提供给我校。

申请流程

	  

• 首先，学生应申请ATAS，这是英国移民局为学习一些专
业课程的海外学生所特别设置的。审批最长可达4周，必须
在申请签证之前取得。我们的录取通知中会包含相应的信
息。

• 收到ATAS的学生才能用我校开具的CAS （大学出具的
签证证明）号码申请签证。学生必须准备成绩单，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及其他申请材料的原始正式件。

• 请注意你应向UKBA提供足够的资金证明，资金应最晚在
申请签证前28天存入你的银行账户，更多信息请参看UKBA
网站。

• 语言未达到雅思6.5的学生可申请参加我校学前英语课
程。ATAS 及签证必须在英语课开始之前取得。参加此课程
的学生需通过我校录取部门统一注册入学。

5. 行前准备!  
• 我校会通过邮件发送很多重要的信息，请确保你认真阅
读 。

• 请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我们会及时更新，以便更有效
地帮助你的行前准备：www.qmul.ac.uk/prearrival  

• 请关注我们中国新浪微博的实时更新：  
www.weibo.com/qm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