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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学校与专业都是改变命运的决定。感谢您对我们的课程感兴趣，我

们感到非常荣幸。

在NTU学习，您将加入一个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的师生大家庭。诺丁汉是一

座热情的城市，我们相信您在这里将会结交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

欢迎来到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TU)

作为全英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
大学，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加
入。本册指南为您提供以下相
关信息：

•我们的课程

•校园及设施

•学院信息
•奖学金
•入学要求及申请途径

希望您能找到合适的课程，我们期
待您的加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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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连续三年被英国高等教
育传媒评为“年度最佳大学”
，并且在卫报排名中名列全英
前20名。

97%的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
内找到专业相关的职位或者
选择继续学业深造。

高等教育毕业生去向调查  2016/17 

学习圣地

我校教师经验丰富，是领域专
家，出色的教学质量被评为卓
越教学质量精英金奖。

卓越教学框架 (TEF)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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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是一座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国际化城市。城市的学
生人口超过六万人，对国际
学生的包容性极高。

在过去的15年里，我校为打
造一流的校园环境及设施共
投资了超过4.5亿英镑。

在NTU学习，您将融入一个真
正的国际化环境，这里有来
自全球160多个国家的师生。

我们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实践
教育，全校在读生的实习总
人数一直保持全英前10名。

高等教育毕业生去向调查  2017/18

欢迎



6

www.ntu.ac.uk/job-ready

•为期一年的工作实习  
   学生到公司或组织机构进行

一年的带薪实习。这些实习
岗位分布在诺丁汉本地，其
他城市地区，甚至是其他国
家，学生可自由选择申请。
这些带薪实习的项目被包含
在全部本科本科课程，以及
部分硕士课程。

•短期的工作实习和项目

   学生在公司进行短期的实习
或参加研究项目是我校大部
分专业的重要课程设置。这
些项目持续时间从30小时至
12周不等。

•专业知识与技能

   学生在校学习的所有课程都
会让他们学到在未来职业中
的必备技能，包括规划，沟
通，分析，创新，合作以及
问题解决的技巧。

您的未来

我们的每一个课程都为学生
提供相应的实践环节和真实
的实习机会，旨在提高学生
的职业竞争力。

欢迎

就业能力培训

我校的学生就业指导团队为
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规划建
议，并针对求职应聘的每一
个必经环节设计相关的培训
活动，旨在提供学生的求职
技能，包括如何撰写个人简
历（CV），提供面试技巧培
训。每一位在校生和应届毕业
生都能获得就业指导团队的
支持。

NTU大部分 毕业生都在 毕业
后半年找到专业相关的工作
岗位或选择继续学业深造。
我们与行业联系紧密，帮助
学生了解雇主的确切需求及
市场趋势。您在NTU学习期
间将会获得许多行业体验，
这些经历将给您的未来求职
之路提供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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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实习的国际学生会对自己的专业有更深层次的见解，在最后一
年能有更好的学习表现。参加企业的工作实习或研究项目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水平。

www.ntu.ac.uk/job-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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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本科课程目录

www.ntu.ac.uk/courses 

我校拥有500多个全日制课程，并且全部专业都为学生设有实践机会。

大部分本科课程和一些硕士课程提供一年带薪实习的选项。 

欢迎浏览学校官网 www.ntu.ac.uk/
courses 了解更多课程信息，以及
具体的录取要求。

您知道吗?
部分商科，计算机，工程以及科
学专业的硕士课程提供春季（一
月）开学。

您可以在目录中找到我们的全部专业，其中标注  的硕士课程提供两年
制的选项(即一年授课以及一年带薪实习)。 此外我们还提供以下课程： 

• 大学预科课程 (见第18页) 
• 英语强化课程 (见第19页)
• 所有学科的硕士/博士(MPhil/PhD) 等级的研究学位(见第32页) 

如需了解具体的录取要求以及申请途径请查阅第54页。

发现课程

授课类硕士课程(Masters – MA, 
MSc, LLM) 学习长度为一年, 部
分专业提供两年制选项(一年授
课以及一年带薪实习)。

本科课程 (Bachelors – BA, BSc, 
LLB) 提供三年制全职课程, 以及 
四年制的三明治课程(第三年为
带薪实习)。 



9

商学院本科课程

•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金
融与会计

• BA (Hons) Economics 经济
• BA (Hons) Economics with Business 
  经济与商务 
• BA (Hons) Economics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Banking 
     经济和国际金融与银行
• BA (Hons) Business 商务
•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商务管理

及会计与金融
•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商务管理与经济
•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商务管理与创业
•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商务管理与人力
    资源
•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商务管理与市场营销
• BA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国

际商务
• BSc (Hons) Management 管理
• BA (Hons) Marketing 市场营销

艺术设计学院本科课程

• BA (Hons)  Fashion Design 服装设计
• BA (Hons) Fashion Knitwear Design 

and Knitted Textiles  时尚针织品与
    纺织品设计
• BA (Hons) Textile Design 纺织设计

• BA (Hons) 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时
尚交流与传播

• BA (Hons) Fashion Marketing and 
Branding  时尚营销与品牌

• BA (Hons) Fashion Management 
     时尚管理
• BA (Hons) International Fashion 

Business (1 year top-up)
     国际时尚商务(本科最后一年)
• BA (Hons) Fine Art 艺术
• BA (Hons) Costume Design and 

Making 戏服设计与制作
• BA (Hons) Design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电影电视设计
• BA (Hons) Theatre Design 舞台

设计
• BA (Hons) Graphic Design 平面

设计
• BA (Hons) Photography 摄影
• BA (Hons) Animation 动画
• BA (Hons) Filmmaking 电影制作
• BA (Hons) Furniture and Product 

Design 家具与产品设计
• BA (Hons) Product Design 产品

设计

www.ntu.ac.uk/courses

本科课程



10

建筑设计与建筑环境学院本科课程

• BA (Hon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室内建筑与设计

• BArch (Hons) Architecture 建筑
• BSc (Hons)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建筑技术
• BEng (Hons)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

工程
• BSc (Hons)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

工程
• BSc (Hons) Building Surveying 建筑

测量
• BSc (Hon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建组管理
• BSc (Hons)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房地产开发与计划
• BSc (Hons) Property Finance and 

Investment  房地产金融与投资
• BSc (Hons) Real Estate 房地产
• BSc (Hons) Quantity Surveying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计量与贸
易管理

艺术与人文学院本科课程

• BA (Hons) English 英语
• BA (Hons) Creative Writing 创意

写作
• BA (Hons) Humanities Joint 

Honours (areas include Englis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lm & TV, 
Global Studies, History, etc) 人文学
科联合学位( 学科领域包括英语，
国际关系，电影与电视，国际学
科，历史，等等)

• BA (Hons) History 历史
• BA (Hons) Broadcast Journalism 广

播新闻
• BA (Hons) Journalism 新闻
• BA (Hons) Media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传媒交流与文化
• BA (Hons) Media Production 传媒

制作

www.ntu.ac.uk/courses 

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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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本科课程

• LLB (Hons) Business Law 商务法
• LLB (Hons) International Law 国

际法
• LLB (Hons) Law** 法律
• LLB (Hons) Law Senior Status 高等

法律
• LLB (Hons) Law with Business 法律

与商务
• LLB (Hons) Law with Criminology 法

律与犯罪学
• LLB (Hons) Law with Psychology 法

律与心理
• BA (Hons) Criminology 犯罪学
• BA (Hons) Policing 警察学
• BA (Hons) Youth Justice 青少年

司法

社会科学学院与教育学院本科课程

• BA (Hon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政治与国际关系

• BA (Hons) Politics  政治
• BA (H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

际关系
• BA (Hons) Politics and Security 

Studies 政治与安全学
• BA (Hon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政治与公共条例
• BA (Hons) Health and Social Care 健

康与社会关爱
• BSc (Hons) Psychology, including 

specialist routes of Cognitive and 
Neuroscienc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心理学

• BSc (Hons) Psychology with 
Criminology 心理学与犯罪学

• BSc (Hons) Psychology with 
Sociology 心理学与社会学

• BA (Hons)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
• BA (Hons) Sociology 社会学
• BSc (Hons) Psychology with 

Counselling 心理学与咨询
• BSc (Hons) Psychology (Mental 

Health) 心理学(心理健康)
• BSc (Hons) Psychology (Forensic 

Psychology) 心理学(刑侦心理学)
• BSc (Hons) Psycholog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sychology)心理学(教
育发展心理学)

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课程

• BEng (Hons) MEng (Hon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
工程

• BEng (Hons) / MEng (Hons)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

• BEng (Hons) / MEng (Hons) Sport 
Engineering 体育工程

• BEng (Hons) / M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 BSc (Hons)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 BSc (Hons) / MMath (Hons) 

  Mathematics  数学
• BSc (Hons) Financial Mathematics 

金融数学
• BSc (Hons) Compute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

www.ntu.ac.uk/courses

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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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c (Hons) / MComp (Hons)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 BSc (Hons) / MComp (Hons)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计算机系统工程

• BSc (Hons) Computer Science (Games 
Technology) 计算机系统(游戏技术)

• BSc (Hons) Computer Systems 
(Networks) 计算机系统(网络）

• BSc (Hons) Computer Systems (Cyber 
Security) 计算机系统(网络安全)

• BSc (Hons) Information Systems 信息
系统

• BSc (Hons) Computing 计算机
• BSc (Hons) 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件

工程
• BSc (Hons)  Applied Physics应用物理
• BSc (Hons)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

医学
• BSc (Hons) Biological Sciences 生物科

学
• BSc (Hons)/MBiol (Hons)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
• BSc (Hons)/MBiol (Hons) Microbiology 

微生物
• BSc (Hons)/MBiol (Hons)Pharmacology 

药理学
• BSc (Hons) / MChem (Hons) Chemistry 

化学
• BSc (Hons) Medicinal Chemistry 药物

化学
• BSc (Hons) / MSci (Hons) Forensic 

Science  刑侦科学
• BSc (Hons) / MSci (Hons) Physics 物理
• BSc (Hons) Physics with Nuclear 

Technology 物理与核技术

• BSc (Hons) Physics with Astrophysics
物理与天体物理学

• BSc (Hons)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物理与数学 

• BSc (Hons) Sport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体育科学与数学

• BSc (Hons) Coaching and Sport 
Science 教练技术与体育科学

• BSc (Hons) Sport Science and 
Management 体育科学与管理

• BSc (Hons)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体育与锻炼科学

• BSc (Hons) Exercise, Nutrition and 
Health  锻炼,营养与健康

动物与郊外科学学院本科课程

• BSc (Hons) Animal Biology 动物生
物学

• BSc (Hons) Zoo Biology 动物园生
物学

• BSc (Hons) Equine Behaviour, 
Health and Welfare马匹行为及健康
与福利

• BSc (Hons) Equine Sports Science 马
术体育科学

• BSc (Hons) Wildlife Conservation 野
生动物保护

• BSc (Hons) Agriculture 农业
• BSc (Hons) Ecology 生态学
• BSc (Hons)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生态与保护
• BSc (Hons)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 BSc (Hons)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食物科学与技术

本科课程

www.ntu.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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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c (Hons) Geography  地理学
• BSc (Hons) Geography (Physical) 地

理学（物理方向）
• BSc (Hons) Horticulture (one year 

top-up) 园艺

商学院硕士课程

• MSc Economics 经济 
• MSc Economics and Investment 

Banking  经济与投资银行
• MSc Finance 金融
• MSc Finance and Accounting 会计 

与金融 
• MSc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金融与投资银行
• MSc Economics, Banking and 

Finance  经济, 银行与金融
• MSc FinTech and Financial Markets 

金融 科技与金融市场
• MSc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创新管理与创业
• MSc Branding and Advertising (有秋

季与春季开学) 品牌与广告 
• MSc Digital Marketing 数字营销 
•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ual 
Degree)国际 商务(双学位)

• MS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 MSc Marketing (有秋季与春季开学)
    市场营销 
• MSc Management (有秋季与春季开

学) 管理
• MSc Management and Finance 
    管理与金融 
• MSc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管理与市场营销 
• MSc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有秋季与春季开学) 管理与
国际商务

• MSc Management and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管理与全球供应链管理
• MS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nalytics 管理与商务分析
•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硕士
•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gital Marketing) 
    工商管理硕士(数字营销) 
•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工商管理(全球供应链管理) 

硕士课程

www.ntu.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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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硕士课程

• MA Fashion Design 服装设计
• MA Fashion Knitwear Design时尚针

织 品设计
• MA Textile Design Innovation纺织设

计与创新 
• MA Culture, Style and Fashion 文化形

象与时尚
• MA International Fashion Management 

国际时尚管理
• MA Fashion Marketing 时尚市场营销
• MA Fashion Communications 时尚

传播
• MA Luxury Fashion Brand 

Management 奢饰与时尚品牌管理
• MA Animation 动画
• MA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 MA Branding and Identity 品牌与形

象

• MA Illustration插画
• MA Photography摄影
• MA Commercial Photography 商业

摄影
• MFA Fine Art 艺术
• MA Design: Products and Furniture 

产品与家具设计
• MSc Design: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工业设计与技术

建筑设计与建筑环境学院硕士课程

• MArch Architecture 建筑
• MA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室内建筑与设计
• MSc Digital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建筑与数字建筑技术
• MSc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 MSc Structural Engineering with 

Materials 结构工程与材料

硕士课程

www.ntu.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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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 Structural Engineering with 
Management 结构工程与管理

• MEng (Hons) Civi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土木工程
设计与建筑

• MSc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建
筑管理

• 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远程教学)建筑项目
管理

• MSc Project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建筑项目管理

• MSc Quantity Surveying 测量
• MSc Building Surveying 建筑测量
• MSc Corporate Real Estate 房地产

企业
• MSc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国际房地产
与金融投资

• MSc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房产管理与开发

• MSc Real Estate 房地产
• MSc Residential Property 居民房产

艺术与人文学院硕士课程

• MA Creative Writing 创意写作
• MRes English Literary Research 英语

文学研究
• MA Museum and Heritage 

Development 博物馆与遗产发展
• MA Philosophy (by research) 哲学

研究
• MA History 历史
• MA Broadcast Journalism广播新闻

• MA Documentary Journalism 纪录
片新闻

• MA Magazine Journalism 杂志新闻
• MA Media and Globalisation 传媒

与全球化
• MA News Journalism 新闻编辑
• MA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英语

语言教学
• MA TESOL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英语
语言教学

• MA Linguistics (by research) 语言
学研究

法学院硕士课程

• LLM Corporate and Insolvency Law 
公司与破产法

• LL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国
际金融法

• LLM Law (General) 法律
• LL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ial Law国际贸易与经贸法
• LLM Sports Law 体育法
• LLM Health Law and Ethics 健康法

与伦理学
• LLM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人

权与正义
• LLM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知识

产权法
• LLM Oil, Gas and Mining Law 石油

天然气与矿产法
• LLM Legal Practice Course  法务
• MA Criminology 犯罪学

硕士课程

www.ntu.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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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国
际执法

• MSc Management of Fraud 
Investigation 诈骗案件调查与管理

• MSc Policing Leadership 警务管理

社会科学学院与教育学院硕士课程

• MA Politics  政治
• M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 M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

发展
• MA Security Studies 安全学
• M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国际关系与安全学
• MSc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
• MSc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政治与

公共政策
• MSc Cyberpsychology 互联网心理学
• MSc Applied Child Psychology 应用儿

童心理学
• MSc / MRe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心理学研究手段
• MSc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 临

床心理学
• MSc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心理与精神健康
• MSc Forensic Mental Health 刑侦精

神健康
• MSc Forensic Psychology 刑侦心理学
• MA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
• MA Sociology 社会学
• MSc Psychology  心理学
• MA Public Health 公共健康

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课程

• MSc Cloud and Enterprise 
Computing 云端与企业计算机

• MSc 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
学

• MSc Computing Systems计算机系
统

• MSc Engineering (Cybernetics and 
Communications) (秋季与春季开
学) 网络与通信工程 

• MSc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有秋季与春季开学)电子工程 
• MSc IT Security (秋季与春季开学) 

信息技术安全 
• MRes Mathematical Sciences 数学
• MS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秋季与春季开学) 工程管理
• MRes Advanced Materials Chemistry 

(秋季与春季开学) 高级材料化学
• MRes Analytical Chemistry (秋季与

春季开学) 分析化学
• MRes Biomechanics 生物力学
• MSc Biomedical Science (秋季与春

季开学) 生物医学 
• MSc / MRes Biotechnology 
(秋季与春季开学)生物技术
• MRes Cancer Biology 癌症生物学
• MRes Cell Biology (秋季与春季开

学)细胞生物学
• MRes Chemistry (秋季与春季开学)

化学研究
• MSc Chemistry 化学
• MSc Forensic Science 刑侦科学

硕士课程

www.ntu.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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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的课程提供一年制全职的选项和两年制带实习年的选项。

- 部分硕士课程有春季开学，全部课程均有秋季开学。

• MRes Molecular Biology (秋季与春
季开学) 分子生物学

• MSc /MRes Molecular 
Microbiology (秋季与春季开学) 分
子微生物学

• MSc / MRes Pharmacology  
(秋季与春季开学) 药理学
• MSc/ MRes Neuropharmacology (

秋季与春季开学) 神经药理学
• MSc Molecular Cell Biology (秋季与

春季开学) 分子细胞生物 
• MRes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秋季与春季开学) 制药分析
• MRes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inal 

Science (秋季与春季开学) 制药与
药物科学

• MRes Medical Imaging 医疗影响
• MSc / MRes Physics 物理
• MRes Performance Analysis 性能

分析

硕士课程

www.ntu.ac.uk/courses

• MRes Performance Nutrition 运动
营养学

• MRes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体育与运动心理

• MRes Exercise Physiology 运动心理

动物与郊外科学学院硕士课程

• MSc / MRes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 动物健康与福利

• MSc / MRe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生物多样性保护

• MSc / MRes Endangered Species 
Recovery and Conservation 濒危物
种发现与保护

• MSc / MRes Equine Performance, 
Health and Welfare 马匹性能,健康
与福利

• MSc / MRes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全球食品安全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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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本科预科，国际大一和
硕士预科课程涵盖了艺术与设
计，商务，计算机，工程学，
法学，传媒，科学与技术，以
及社会科学等一系列学科。

NTIC 的学生同样可以使用大
学的所有设施。只要学生完成
NTIC 的预科课程，保持良好的
出勤情况并通过最后的结课考
试，学生将直接入读大学相关
的学位课程。

如果您不满足NTU课程入学要求，您也许希望申请我们大学旗
下合作机构诺丁汉特特伦特大学国际学院(NTIC)的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 

NTIC 联系方式

Nottingham Tr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合作机构 Kaplan 国际集团)

电话: +44 (0)20 7045 4925 
邮箱: ntic@kaplan.com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搜索诺丁汉大学国际学院

www.ntu.ac.uk/ntic 

发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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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语言成绩没有达到申请课程的录取要求，您可以参加相
应周数的PEAP 课程。完成课程并通过考试后即可达到申请课程
的录取要求。

www.ntu.ac.uk/peap 

如果您在主课学习期间对自己的英语能力不自信，可以选择参加免费的英语
辅导课程，包括有一对一的写作辅导。

发现课程

课程周期 课程时间 语言课程学费

20周 2020年3月23日 - 2020年8月28日 £6,550

15周 2020年5月11日 - 2020年8月28日 £4,900

10周 2020年6月22日 - 2020年8月28日 £3,250

6周 2020年7月20日 - 2020年8月28日 £1,950

英语语言强化课程(P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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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欢迎浏览大学官网了解更多奖学金信息以及申请方式。

我校设有多个国际奖学金项目，所有申请全日制学位课程并获得有条件
录取的国际学生均可申请。各项奖学金的金额从2000英镑到全额学费不
等。所有的奖学金获得者均可申请成为学校的学生大使。

国际奖学金

奖学金奖励计划

大学对奖学金获得者制定了
一系列的奖励计划。在校期
间，该计划提供各种实习机
会和活动供参与。

校友学费优惠

如果您在NTU完成本科学习，
继续申请本校的研究生课程将
可享受学费优惠。

奖学金和学费

奖学金项目不限名额

在上一个学年，我们共有490
位奖学金获得者，他们来自全
球80多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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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入学的奖学金项目
•国际奖学金 - 2000至3000 英镑不等

•国际本科奖学金 - 每年2000英镑

•国际本科全额奖学金 - 最高四年全部学费

•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 金额为学费的25%至50%不等

•2020非凡中国奖学金计划 - 金额为10,000 英镑(仅一个名额，仅限于
获得授课类全职硕士课程录取的中国护照持有者申请。)

就读NTIC 预科或硕预的学生将无法申请以上奖学金项目。NTIC 的学生完
成预科或硕预课程后，在结课考试中平均成绩达到 70% 或以上，将自动获
得NTIC 优异成绩奖学金(NTIC Distinction Scholarship）。

www.ntu.ac.uk/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奖学金和学费



22

国际生学费

2020学年
本科 (BA, BSc, LLB)

每年学费或有浮动，详细信息请查阅大学官方网站。
所有科目 ...........................................................................  £14,500

授课类硕士课程 (MA, MSc, LLM) 

具体学费信息以大学官网为准

商务，管理与市场营销，会计，金融与 ..................... £16,400

体育，建筑与土木工程，艺术设计，计算机数学与其他理工
科，房地产，建筑与测量，法律，传媒，地理，英语，历史与
哲学，心理与社会科学，地理，政治...................... £15,100

新闻，公共健康与社会福利，英语语言与教学 ........ £14,100

奖学金和学费

www.ntu.ac.uk/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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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工商管理 £18,500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ingle Award          
国际商务（单学位） £17,400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ual Award             
国际商务（双学位） £17,900

MSc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创新管理与创业 £17,400

MSc FinTech and Financial Markets                  
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 £17,400

MA/MSc Design: Products 产品设计 £14,100

奖学金和学费

研究类学位 MPhil, PhD 
学费

所有研究领域：

国际学生................. £14,500/ 年

www.ntu.ac.uk/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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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分期付款

大学还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学
费分期付款的选项。学生入学
是只需支付部分学费，剩余的
学费将在来年分期扣除

欢迎查阅官网 www.ntu.ac.uk/
pay 了解更多在线支付及银行转
账的详细学费支付信息。

生活费

如果您在诺丁汉生活和学习，
这里的生活费要求会比英国的
其他大城市低很多，例如伦
敦。这里有很多方式能让您更
节省，例城市里的很多商店提
供学生折扣。

£ 在诺丁汉学习的大概年均费用

住宿: £3,120 – £7,680

伙食: £2,080

学生社团会员费用: £4 – £15

健身房会员费: £80

书籍及学习资料打印费: £100 – £150 

奖学金和学费

www.ntu.ac.uk/international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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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international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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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tour.ntu.ac.uk

我校共有8各学院分布在3个主校区。您作为国际学生将会在我校的市中
心校区(City Campus)，克利夫顿校区(Clifton Campus), 或布拉肯赫斯特校
区(Brackenhurst Campus) 学习——具体地点取决于您的课程。

每个校园都有一个友好的学生社区，
相关信息请参阅30-44页。同时您页可
以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找到更多关于
校园的详细信息。

了解我们

市中心校区 City Campus  

这座充满活力，熙熙攘攘的校园就坐落在诺丁汉市中心。校园距离商店
和热闹的商业区仅需步行5分钟。如果您属于以下学院或中心，您将在
这里学习：

• 诺丁汉商学院
• 艺术与设计学院
• 建筑，设计与建筑环境学院
• 诺丁汉法学院
• 社会科学学院
• 广播与新闻中心 
• 诺丁汉语言中心 (英语强化课程)

更多关于NTU

欢迎点击学校官网 - 
virtualtour.ntu.ac.uk 看校园的

视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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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tour.ntu.ac.uk

布拉肯赫斯特校区 Brackenhurst 
Campus   

该校区环境优美，坐落在诺丁汉城
郊， 距离市中心仅需乘坐40分钟公
交车。若您的课程属于动物，农业
和环境科学学院，您将在这个校区
上课。

更多关于NTU

克利夫顿校区 Clifton Campus  

校园为您提供友好活跃的学习环境和先进的教学设备。校区距离诺丁汉
市中心6英里，在校区与市中心之间穿梭的公交车每6分钟一趟。如果您
属于以下学院，您将在这个校区学习:

• 人文科学学院
• 科学与技术学院 
• 诺丁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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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facilities 

在过去的15年里，我校对更新教学设备和建设校园环境投资超过4.5亿英
镑。您在NTU将享受到一流的学习和教学设备。

在学期期间，您将可使用大学为您提供的所有教学设备和资源，这些设备与
资源均由大学根据您的专业领域量身定制。

除此之外，校园里还有很多向全体师生开放的公共设施。

设备与资源

多功能的学生活动会所

校园里的学生活动会所能容
纳2400人，娱乐场所包括有咖
啡厅，休息室，

屡次获奖的图书馆

我校的每个校区均设有图书
馆，共藏有超过65万本电子
书籍，期刊和30万本纸质书
籍，学期期间每天24小时开
放。

更多关于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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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facilities 

• 各校区均有国际活动中
心，是学生社团举行活
动，以及国际学生社交的
最佳场所。 

• 各校园均设有祈祷室及举
行其他宗教仪式的场所。

• 校园里到处可见绿化环
境。

• 专门为学校乐团成员提供
的各类乐器练习室。

IT 设备与服务

大学有专业的IT 团队为师生解决
IT疑问。师生可免费租聘手提电
脑及其他电子设备。各校园教学
楼及图书馆共有数千台电脑共师
生免费试用，学校还提供专业课
程相关的软件免费下载。

应有尽有的体育设施，包括
器械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各
类室内球场，户外运动场，
运动疗法套件，舞蹈室，以
及30英尺高的室内攀岩墙。

更多关于NTU



您知道吗？ 

 在许多专业中，我校的大
学排名也名列全英前20名。

•Top 5 
 会计与金融； 农业,林业与

食品；新闻；出版; 公共关
系。

•Top 10
 时尚与纺织；建筑与城市

规划； 经济； 心理。

•Top 20 
 生物科学；商务管理与市

场营销；化学；艺术与设
计；地理与环境科学；物
理；体育科学。

30

经验丰富的专家级教师团队

在学习期间，您将享受到最高标准
的教学模式。我校的讲师团队在专
业领域，研究和相关职业方面皆具
有丰富经验。

您将学到该专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学校各学科定期邀请业
界名人前来演讲，这些讲座将让您
对专业及相关行业趋势有更深刻见
解。

您将会在课堂上获得与时俱进的专
业理论知识。通过参加相关的实践
项目，您会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感到
更加自信。

最佳的学习资源

排名信息出自卫报大学排名2020 

www.ntu.ac.uk/tef

更多关于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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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tef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体验
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在校体验，致力
于为学生打造最佳的学习环境。同
时，我们还非常重视学生的创新思
维，以及为学校带来的贡献和挑战。
因此我们的课堂非常欢迎学生畅所欲
言，表达自己对专业的新鲜观点与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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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40多个国家50多所学术机构
合作，通过和全球其他大学，行业
领导者及专业机构合作，我校实现
了诸多突破。

我校的研究工作获得国际认可，
其中90%的研究评为“世界领先”
，“国际卓越”或“国际认可” 
（研究卓越框架 2014）

我校一直致力于社会各领域的学术
研究，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已经
造福了人类社会。欢迎您加入我们
的研究团队，为我们的研究领域带
来重要影响。我校研究工作为全
球性挑战——从癌症研究到气候变
化，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 

世界一流的研究

在解决影响现实世界的问题
中，我校所有研究结果都体
现在学生的课程当中，也就
是说，您所学习的课程知识
将会设计最新发研究成果和
发现。

www.ntu.ac.uk/research

更多关于NTU

我校在以下研究领域有着突
出的表现：

• 人类健康与福利
• 药品科技与高性能材料
• 公民安全与社会治安
• 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
• 全球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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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research

更多关于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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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充满了国际化的艺术氛围，您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艺术者
分享文化与经历。

位于市中心校区

艺术与设计学院

自1843年，我校一直在培养艺术与设计领域的人才——如今我校是英国
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艺术创意大学之一。 

更多关于我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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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有机会参与世界知名组织或
公司的合作项目，比赛，甚至工
作实习，例如：Apple, Paul Smith, 
Hallmark, John Lewis, Ted Baker, ASOS 
or L’Oreal.

艺术与设计学院为学生免费提供各类
先进设备，包括:

• 艺术，设计，时尚和摄影工作室；

•  服装与针织品数码器材；

•  数码纺织印染，数码织布机及刺
绣设备；

• CAD 系统；

• 图像和声音编辑工作室.

• QS 世界大学排名 – 我校在艺术和设计教育方面排名全球大学的
前10%。

• 我们在艺术和设计领域与出色的行业保持着紧密关系。

• 艺术设计毕业展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一个想公众展示毕业作品的
舞台。 

Ming-Shan Wang,   
中国台湾
MA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我觉得诺丁汉是一个非产适
合学习的地方。这座城市不大
也不小，但应有尽有，在这里
我可以找到一切我生活学习所
需要的东西。 我还学习了如
何通过试验和实验的方法来突
破视视觉设计的界限，并在观
众面前进行测试。我觉得这个
课程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将会
有非常大的帮助。”

www.ntu.ac.uk/art

艺术与设计学院

Lydia Jackson, BA (Hons)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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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设置符合行业需求，课程内容把理论知识，专家见解和
经验，以及专业认证相结合。

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学院 
位于市中心校区

专业认证包括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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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课程导师参与过世界领先的
研究项目，与行业和专业机构长期
保持紧密联系。 

学院为学生免费提供专业相关的先
进设备，包括有:

• 模型制作工作室；

• 金属加工和木材加工车间；

• 机构测试空间；

• 混凝土，材料，土壤和水力学大
型实验室；

• 创意和虚拟技术实验室（包括可
视化技术）；

• BIM / 3D 建模/渲染软件。

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学院  

•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RIBA) 英格兰中部地区办公室
设置在该学院。

• 该学院所有专业设有硕士相衔
接课程 。

• 大量的工作实习机会和行业实
践项目。.

Fiorentina Poh    
来自马来西亚 

BA (Hon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室内建筑与设计

“NTU 是我留学的首选大学，
因为学校为我提供很多实习与
就业方面的支持。还有最重要
的一点是这里的文化多样化，
这里的师生来自全球不同国
家，在这里我能体验真正的国
际化环境。”

www.ntu.ac.uk/a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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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区环境优美。我们的课程注重实践，学术导师和教授曾获得过
多个领域的奖项，同时他们还是行业的专家。.

我们的码数中心拥有众多独特的设施，包括室内和户外马术训练和研
究场所，并配备能容下近百马匹的马厩。

动物，农业及环境科学学院

位于Brackenhurst 校区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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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区位于美丽的城郊，近年来
我校在学习设施和资源方面投入
超过2000万英镑，包括实验室，户
外教学环境，码数中心和收益护
理中心。 

• 农业，林业与食品专业排名全英前5  (卫报大学指南 2020)

• 英国动物和环境科学领先研究中心之一

• 校园环境优美 

动物，农业及环境科学学院

Abubakr Albukhary  
来自苏丹 

MRes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全球食品安全与发展

“课程导师学术渊博，他们会
引导你尽自己最大努力获得最
好成绩。他们的帮助不仅在学
术支持上，他们还非常友好地
帮助国际学生更好的融入当地
生活。”

www.ntu.ac.uk/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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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提供动态课程，专家教学，国际机会和实践操作培训。 

艺术与人文学院

我校新闻课程在业界享有高度评价。我们提供行业标准设施和资源，数以百万
英镑的新闻设备让学生体验真实的新闻工作场景同时我校还是全英国唯一一家
拥有独立公共电视台的大学(Noyys TV)。

上课地点分别位于克利夫顿和市中心校区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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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在NTU加入真正多元化的艺术与
人文社区。您在学习期间将会使用人
文学院先进的教学设备，包括专业的
广播与新闻中心，开放式媒体设施和
语言资源中心。.

艺术与人文学院

• 我校在市中心校区有一个地方公共电视台Notts TV

• 包括East Midlands Museum Service (EMMS) 和 GameCity 等都是我校
合作伙伴。

• 众多工作实习机会和现场实践项目。

www.ntu.ac.uk/hum

Thang Nguyen,   
来自越南

MA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英语语言教学

“在这里学习让我最喜欢的一方
面是学校在学生实习和就业方面
的支持。而且学校的每一位员工
和老师都非常友好。我们的课程
讲师知识非常渊博而且经验丰
富，我在这里学习收获了非常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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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商学院在课程，设施和教学方面都赢得了许多奖项。同时
我们还获得了商学院推进协会(AACSB)以及欧洲质量改进体系
(EQUIS)的双重认证。此外我们还被金融时报评为全欧洲最顶尖
的95所商学院之一，其中管理专业排名为全球前95。.

诺丁汉商学院

商科领域的专业认证

位于市中心校区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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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都什么专业，学院将为您提
供专业相关的实践机会，包括实习
以及到企业公司去开展商业顾问项
目。通过这些实践经历您将对该专
业有更全面更深度的认知以及更广
阔的国际视野。  

诺丁汉商学院

• AACSB 和 EQUIS-双重认证的商学院。

• 被金融时报评为欧洲最顶尖的95所商学院之一，其中管理专业硕
士课程被评为全球顶尖95。

• 为学生提供个人化以及紧跟社会需求的专业知识和学习方法。

• 与全球600多个企业及组织保持长期紧密合作与联系。

www.ntu.ac.uk/nbs

Thawdar Nway Oo, 
来自缅甸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商务管理及人力资源

“在NTU学习的期间我认识了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能
够与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是我人
生中愉快且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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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优质且现代的教学在业界享有出色且长久的声誉。该品质
建立在其与法律和其他职业的紧密合作关系，法律研究实习和优
秀设施上。

诺丁汉法学院

我校的法律咨询中心曾屡次获奖。该法律咨询中心是面向公众开放的法律援助
咨询中心，法律专业的学生在中心里将有机会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参与处理
真实案例从而获得实践经验。

位于市中心校区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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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所有讲师在法律行业均富有经
验，有部分讲师是在任的律师。

就读我们的法律课程，您将有许多参
加实践的机会，包括工作实习，自愿
者工作，国际夏令营，以及通过参加
法律行业招聘会争取工作机会。

诺丁汉法学院

• 我校法学院设有多个无相关学术背景要求的国际商务法律专业硕
士课程。该专业的授课老师均是经验丰富的从业者，课程设施紧
跟社会需求。 

• 法学院有一流的教学设备，包括模拟法庭和设有远程会议设备的
会议室。

www.ntu.ac.uk/nls

Bianca Brasnoveanu,  
 来自意大利

LLB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律

“决定我在这里学习的最大原
因是第三学年独特且多元化的
学习方式，这些在NTU 获得的
经历其他大学是无法实现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来NTU学习
这个选择，我觉得我做了一个
非常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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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科学与技术学院设有全英最先进的科技教学和研究设
备。我们采用启发性的教学方式，重视创新设计，并强调与相
关行业紧密联系。

科学与技术学院

专业相关的协会认证

位于市中心校区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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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课程设置非常具有
实践性，并且大部分课程受到专业协
会认证。学生将亲身体验实践经历并
学习专业的职业技能。

• 英国最好的教学和研究实验室之一。

• 所有本科课程以及大部分研究生课程都提供实习机会。

• 学生可免费使用研究和教学设备，包括有：超级实验室，专业的
天文望远镜和天文观察台。我校有全英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www.ntu.ac.uk/sat

Krsna Das Thoondee,  
来自毛里求斯

MSc Interactive Media 
Engineering 互动媒体工程

“在NTU 学习对我而言是最
好的决定，因为这里的老师非
常友善，为我提供不间断的支
持。在我的论文完成后，我的
导师鼓励我完成一份项目策
划，并在2017年计算机运算峰
会中被接受出版。我非常感谢
导师对我的支持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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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领导能力，以及职业所需的各
方面技能，旨在培养高素质的职业型人才。

社会科学学院以及教育学院

我校的心理学科系有用近百为学术老师，大部分课程受到英国心理学
协会(BSP) 认可。

分别位于市中心校区(city campus)和克利夫顿校区(clifton campus)

更多关于我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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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证为每个专业提供实用且高
质量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紧贴社
会趋势以及职业需求。

我们有经验丰富且庞大的教师团
队，他们的教学过程结合了专业知
识，个人研究兴趣以及相关的专
业经验。

社会科学学院及教育学院

www.ntu.ac.uk/s3

Kamakshi Marwah,  
来自印度

MSc Applied Child Psychology  
儿童应用心理学

“NTU声名显赫，在我感兴趣
的领域中提供了许多研究生课
程。学习研究生课程为我的职
业规划带来了新的维度。我找
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开阔视
野，并通过工作回馈社会。我
非常感谢NTU给我带来的经历
和回忆。”

• 课程设置由相关专业机构与我校研究学者共同设计，旨在保证课
程内容紧跟社会趋势。

• 大部分课程受相关专业协会以及组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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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是一座学生城市，非常适合国际学生
学习和居住。这里的学生人口超过6万，他们
都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接近3万名学生在
NTU学习。

探索诺丁汉

诺丁汉之所以能成为一座非常受学生欢
迎的城市，归因于这里合理的生活成
本，以及当地人对国际友人的热情和友
好。 

区别于像伦敦和曼城这些大城市，在诺
丁汉生活非常便利。如果您居住在市中
心，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附近的购物中
心，饭店，以及旅游景点。这里的公共
交通非常便利及价格很亲民，巴士，电
车和火车每天多个车次定期出发前往城
市的各个地方。

城市的其他特色:

• 购物体验非常好。

• 这里有世界知名的体育场馆：
特伦特桥板球场。

• 城市中有许多环境优美的公园
及绿色休闲场地。

• 城市中有许多异国餐厅和销售
进口产品的超市。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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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tu.ac.uk/nott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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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学的学生公寓还是校外的
私人住所呢？

我校提供多种学生公寓和私人住所
的选择，他们价格各异，学生可以
按照自己的需求做选择。学校的学
生公寓费用大约是£95/周至£179/
每周。大部分学生公寓的住宿费用
已包括水电网的费用。  

我们确保所有校内学生公寓都是高
品质，现代化，以及符合最高安全
标准的。

在决定选择哪一种公寓宿舍之前，您
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是否愿意与其他学生同住；

• 是否需要独立卫浴和其他设施如厨
房；

• 是否想住在诺丁汉本地的寄宿家
庭；

• 住宿费是否包括一些生活必须费
用，如水，电，煤，网络；

• 住宿的合同时限(大学公寓的合同
时间包括圣诞假期和复活节假期);

我们的宿舍办公室团队有丰富的经
验，致力于为国际学生尽力解决住宿
问题。如果您需要帮助，我校宿舍办
公室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协助。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体验，因此我们提供许多不同的宿舍选
择和住宿服务。我们建议您提前做好预定宿舍的准备，欢迎浏览我们的官
方网站了解更多学生宿舍信息。您可以在官网选择合适的宿舍并预定，或
者通过官网了解校外的宿舍。

远离家乡的新家

www.ntu.ac.uk/accommodation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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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提供时限灵活的宿舍合
同, 非常适合参加短期英语强化课
程(PEAP) 或者在1月开学读硕士课
程的同学。 .

尽早开始准备 – 如果您在我们的
官网预定并且在7月31号之前支付
学校宿舍押金，我们将保证为您
找到居住的地方。(注：对于预定
较晚的学生，我们在保证有安全
居住地的前提下将无法提供房型
的选择。) 

www.ntu.ac.uk/accommodation

生活



由于部分课程设有额外入学要求，因
此我们非常建议您在申请课程之前先
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该课程的详细
录取要求。

入学语言要求： 

我们要求母语为非英语的国际学生
提供学术英语测试成绩，如雅思成
绩单，并且英语成绩必须要达到该
专业的录取要求，足以证明学生的
英语能力。

我们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学历文凭。欢迎查阅官网 www.ntu.ac.uk/
entryrequirements 了解我校对于不同学历所设定的录取要求。

录取要求  

www.ntu.ac.uk/entryrequirements 

入学要求

英语强化课程：

如英语成绩未能达到录取要求，则
学生需要在学位课程开学前参加相
应周数的英语强化课程(Pre-sessional 
English courses)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语言要求的信
息，请查阅官网 www.ntu.ac.uk/
english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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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面向中国普通高中以及高等教育学位与文凭的录取要求，如有疑问
欢迎联系我们国际办公室（联系方式请见56页）。

录取要求  

www.ntu.ac.uk/myapplication

所申请的课程或学位 录取要求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国际学院
(NTIC) 本科预科课程

完成高中课程。

本科大一课程 完成高中课程并且获得高考总成绩的
75%。（部分专业有单项要求，查询官
网）；

或者

完成中国高等院校的大一课程且大一成
绩均分达到70%或以上。

插读本科大二或大三 (不接受
转专业)

完成中国高等院校的大二或大三课程；

或者

获得大专文凭。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国际学院
(NTIC) 硕士预科课程 (非艺术
设计专业)

获得大专文凭 （不限专业背景）。

研究生(授课类硕士)课程 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大学本科学位且
成绩达到70%或以上(2.2学位)，部分专
业录取要求均分达到75%或以上（2.1学
位)。

研究类硕士学位或博士研究
学位

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大学硕士学位，
且成绩达到70%或以上。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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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我们的课程以及申请步骤等
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我们的国际办
公室。我们的中国代表将尽力为您提
供最专业最及时的帮助。

Teresa (郭林静)是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驻中国北京的校代，她将定期代表大
学在中国各地区组织活动以及拜访合
作公司。如果您有兴趣参加我们的中
国活动，欢迎发邮件至 

linjing.guo@ntu.ac.uk 

Scarlett (彭嘉莹) 是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国际办公室的中国招生官，她每年定
期到访中国并在各地区开展招生活动
及拜访合作方。如果您对大学的课程
及录取信息有任何疑问，欢迎发邮件
至 scarlett.peng@ntu.ac.uk 

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添加微信在线
咨询。

www.ntu.ac.uk/mycountry 

联系信息

欢迎注册获取更多大学资讯

欢迎登陆大学官方网站www.ntu.ac.uk/international-contact 注册您的联系方
式，我们将定期为您发送大学的最新消息和中国活动信息。

微信：NTU_China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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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搜索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找到我们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Grey tile (white)

Colour

White tile (grey)

White tile (punch)

•结交更多同专业和同行的朋友

•了解更多校园信息

•浏览大学照片，以及校园活动照片和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社交传媒

联系信息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NTU_UK 官方微博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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