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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拉夫堡的理由
拉夫堡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9年建
立的拉夫堡学院，1966年晋升为大学。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拉夫堡大学形成
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跻身英国的顶尖名
校行列，在科研、教学和体育方面领先
全英，并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英国自
从1994年设立英国大学最高荣誉奖——
英国女王年度奖以来，拉大共获得七次
奖章，获奖次数仅次于牛津大学。拉大
自2006至2011在英国“全国学生调查”的
学生满意度一项中，蝉联全英榜首，是
英国唯一一所蝉联六年学生满意度榜首
的高校。拉大在2016《泰晤士报》英国
大学排名中名列第13名，在2016年英国
《完全大学指南》和英国《卫报》大学
排名中均名列第11名。大学近年来获得
的奖项与荣誉包括：

拉夫堡大学占地438英亩（约1.77平方公
里），是英国最大的独立校园。学校设
施首屈一指，为来自超过150个国家的

17,000学生提供第二个家园。校园景色优
美，有充足的开放空间，绿地，健身设置
以及教学楼，宿舍楼，医疗中心，剧院，
画廊， 餐饮和商店。校区非常安全，所
有设施都在步行距离内，也可骑自行车或
者乘坐校车前往。拉夫堡是英国东南部传
统小镇，风光秀美，环境安全，曾获评为
英国第二宜居小镇。拉夫堡到伦敦只需要
火车1小时15分钟，到英格兰第二大城市
伯明翰只需要45分钟车程，其它大城市如
诺丁汉，莱斯特都在半小时车程内。2015
年9月，拉夫堡大学伦敦 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 校区正式开始研究生课程
的授课。

•   2016泰晤士及星期日泰晤士报排名中， 
拉夫堡大学名列英国121所高校中第13位。

•   11个专业名列全英前10

•   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简称REF）2014评估报告中， 
以优异研究成就名列英格兰第9，全英第14位

•   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学生体验调研排行中，
高居英国第二

•   2015学生生活质量调查中排名英国第一， 
获最佳学生体验奖项

•   Watuni 2015评选，获选为英国年度大学

•   获得7次女王年度奖章，仅次于英国牛津大学

•   2014年度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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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堡伦敦校区
拉夫堡大学伦敦校区坐落于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
公园。独一无二的学习环境，与当地雇主的紧密联
系以及具有创新性的新课程使得拉夫堡大学伦敦校
区一经推出便受到高度欢迎与关注。拉夫堡伦敦校
区只提供研究生及博士学位课程。研究生课程包括
创业创新管理，数码科技，传媒与创意产业， 
动画，设计，体育管理以及外交学等。

所有伦敦校区的学生都将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和企业
及本行业进行接触，通过课程，实践项目，以及在
工作环境中的学习，实习，来自企业和客座教授的
公开课以及创业支持，获得就业能力的培养。

与中国一流名校紧
密合作
拉夫堡大学国际合作范围广泛，与中国多所
著名大学之间都有长期互利的研究合作。其
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体
育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在读中国学生
因为高排名和良好的声誉，拉夫堡大学多年
一直是中国学生留学深造的首选院校之一。
拉夫堡大学拥有活跃的拉夫堡中国学联。拉
夫堡中国学联为中国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提供建议和帮助。同时拉夫堡学生
会获选为2015年英国最佳学生会(what uni评
选)。学生会下设超过100个社团，我们欢迎
国际学生积极参与学生会多种多样的活动。
关注微博@拉夫堡学联 。

强大的就业支持系统
拉夫堡大学在就业支持和就业成功方面， 
荣膺QS2015五星评级（即最高荣誉）。

拉夫堡大学拥有强大的就业支持系统，坐落于校园
内的学生服务与职业中心为学生提供专业， 
详尽的就业支持与指导。拉夫堡大学承办英国最大
的招聘会已有超过六年时间，每年有超过200家企
业云集拉夫堡校区， 
其中包括享誉全球的蓝筹企业如苹果公司， 
美林证券，可口可乐，普华永道，联合利华， 
德勤，高盛，葛兰素史克，三星，宝马， 

IBM和微软等。

Exeter

Bristol

Cardiff

Manchester

Leeds

Birmingham

Dublin

London

Loughborough



热门专业
拉夫堡大学开设广泛的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生专业。
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些研究生专业包括：

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领域
拉夫堡商学院在各大排名榜上稳居英国前十，更是世界上前

1%拥有AACSB, EQUIS 以及 AMBA三重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学科领域包括： 金融与投资，公司理财，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与商务分析咨询等。

传媒相关专业
拉夫堡传媒专业在QS2015世界排名中高居第45名。
学科领域包括：全球传媒与文化产业，电子传媒与社会， 
传媒与文化分析，沟通分析等。

边凯 (Frank)
毕业于拉夫堡大学 高级制造工程及管理硕士

目前担任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北京售后经理

“英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我在英伦小镇拉夫 
堡度过了三年美好的时光，那里的人很友好，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习不忙的时候， 

我们一起打篮球。镇上有中国超市，生活很方便。 
在英国的学习给了我进入劳斯莱斯， 

我梦想的公司工作的机会。”

“因为拉夫堡是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我的同
学来自不同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他们的观点
对开阔我的视野帮助非常大，对于我的专业
也很有帮助。课程上的很多导师也来自于著
名的机构例如欧洲银行，他们丰富的工作经
验对我理解课程起到了很大作用。硕士的学
习不只是帮我找到了心仪的金融业工作， 

更丰富了我在政治，国际关系甚至历史学的
知识，这些在现今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社会里

是非常必要的。”

郑艺帅 (Mike)
毕业于拉夫堡大学 国际金融与政治关系硕士学位

目前担任中信证券运营分析经理



艺术与设计
拉夫堡大学艺术与设计专业在QS2015世界排
名中位居全球前40。
学科领域纺织品与时尚设计，3D设计， 
美术和视觉传播课程等
拉夫堡设计学院以工业设计课程为主， 
课程包括工业设计，交互设计和人体工程学。

工程类专业
拉夫堡大学前身为1909年成立的拉夫堡技术学院， 
在1966年成为英国首家科技类高校。 
因此在工程方面享誉盛名，拥有高质量的师资， 
教学以及企业合作方。 
我们提供全范围的工程类课程。

航空航天与汽车工程学院
学科领域包括：航空航天与汽车工程， 
自动化系统工程。

化学工程学院 
学科领域包括化学工程，高级处理工程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学科领域包括施工管理，项目管理， 
低碳建筑设计和建模，低能耗建筑服务工程， 
水和废水工程。

电子，电气和系统工程学院
学科领域包括系统工程，数字通信系统， 
移动通信，可再生能源系统技术， 
网络通信及电子工程。

机械及制造工程
学科领域包括机械工程，先进制造工程与管理， 
可持续工程，工程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领域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科学与技术。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学科领域包括国际关系，国际金融和政治关系。
此外，拉夫堡还有其它科系提供高质量教学的项目
例如英语言文学，地理，历史以及社会科学等。

体育
拉夫堡大学被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评为2014年
度最佳体育大学。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行期间，
拉夫堡大学是英国队，日本队和新加坡队的正规
训练基地。
学科领域包括体育管理，体育教练，体育和运动
营养学。

自然科学类专业

化学
学科领域包括分析和制药科学， 
医药科学和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环境研究。

计算机科学
学科领域包括高级计算机科学， 
网络计算和网络安全。

物理学
学科领域包括高级物理，材料物理。

数学科学
学科领域包括工业数学建模，金融数学。



入学要求

本科课程
所有本科课程申请必须通过英国大 
学报读系统UCAS提交
从中国直接申请的考生，拉夫堡大学 
需要考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此外，还需要通过我们承认的预科课程。
大学也接受在英国本土或者香港取得的

A-level或IB课程的成绩。

研究生与博士生项目
申请必须从大学官网的申请端口提交。
综合要求：学士学位及以上，本科平均分

80%以上（参看各院系及专业具体要求）， 
专业相关。

英语语言要求
申请人必须达到大学的英语语言要求。 
一般来说，攻读硕士课程的国际学生需要
至少达到雅思6.5（小分6.0）。部分专业
要求雅思7.0。2016年开始，根据英国移
民要求，大学将不再接受雅思以外的英语
资格水平测试。

课前英语课程
如果雅思分数不到预期要求，拉夫堡大学
欢迎学生入读我们的课前语言课程。大学
提供30周（1至9月）及20周（3月至9月）
的长期语言课程以及10周（雅思5.5。 

7月开课）和5周（雅思6.0，8月开课） 
的短期语言课程。

奖学金与学费
拉夫堡国际学生的学费约在138000人民币至 

200,000人民币一年，取决于课程是课堂教学 
为主还是实验室教学为主。 
我们的校园生活提供了一个高性价比的标准， 
学生每年生活费（包括饮食，住宿及日常花费） 
在10万人民币以内。大学提供多样的奖学金， 
助学金和专项设立给国际学生的研究经费等。 
优秀学生奖学金通常是一年的学费25%， 
但一些院系可能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更高的数额。

拉夫堡大学在2015 I-graduate学生
评估调查中学术学习体验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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