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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内尔大学伦敦校区为学生提供一切所需

• 安全的现代校园住宿具备所有必须的设施，方便步行来

往，包括迷你超市、咖啡馆和酒吧，以及24小时开放的图

书馆、电脑室、信仰中心、医疗中心和药房。

• 世界级的户外和室内运动设施，50多家兴趣活动俱乐部可

供选择。

• 方便的校园位置。乘坐地铁只需45分钟即可到达伦敦市中

心，步行20分钟可前往阿克斯布里奇镇，仅15分钟车程即

可抵达附近的伦敦希思罗机场。

欢迎来到布鲁内尔大学 
布鲁内尔大学是您学习、生活和社交的理想之地。

大学设有32个学科领域和220多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1,100多名学者组成的教师团队使用最先进的学习设施，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并掌握实际技能。

在校园里，学生只需10分钟路程就可走遍校区：4,500多间校内

宿舍，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大量的自习室，多样的咖啡馆和

餐厅，以及一流的体育设施。

我们很自豪地接受了来自110多个国家的3,100多名留学生。

本指南会告诉您在布鲁内尔大学的学习体验，我们还会分享一些

留学生的真实故事。

希望这份指南能对您有所帮助，为您带来乐趣。如果您还有任何

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期待与您的沟通。

布鲁内尔大学为数百名运动员提供训练的体育设施。这些运动员
共赢得了26枚奥运会和残奥会奖牌。

布鲁内尔大学的24小时图书馆太棒了，有各种
教材、期刊和视听材料，并有数百台电脑和专门的
学习空间。

姓名：刘昊霖（Haolin Liu），年龄：24岁，来自：中国，
专业：全球供应链管理硕士

伦敦一体化校园

2

访问 www.brunel.ac.uk/virtualtour 即可踏上伦敦布鲁内尔

大学虚拟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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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内尔大学有来自110多个国家（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

的3,100多名留学生在此求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包容的

多元文化社区。

留学生有机会相互合作，探索不同文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

题如何解决，并将课堂上学到的经验直接应用于职场。

不同文化的庆典活动是布鲁内尔大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

年我们都会举办“世界周”节日庆典，以庆祝我们多元化的

社区。

想了解更多关于布鲁内尔大学多元文化的国际社区，请访

问：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

生机勃勃的国际社区 应用学习
布鲁内尔大学以科研引领教学，并以实用型研究和先进的设

施而著名。

学生通过讲座、研讨会、实地考察、演讲、小组工作和研究

项目来学习新知识，培养研究技能。

学术教师会帮助学生使用先进的学习设施（如临床病房，实

验室和车间）来学习如何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难题。

校园内学习和读书的场所十分便捷。布鲁内尔大学拥有

1,200多处学习空间、500台电脑、小组学习室、安静的学

习环境以及一座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

我选择布鲁内尔大学是因为它有一个真正的国
际社区。当您到达这里时，您会觉得校园充满了生
机和活力。

姓名：周雪琪（Xueqi Zhou），年龄：23岁，来自：中国，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布鲁内尔大学的工程课程非常棒，注重理论和
实践教学并重，因此您可以就最感兴趣的科目进行更
深入的学习。

姓名：邵逸之（Yizhi Shao），年龄：24岁，来自：中国，
专业：全球供应链管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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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准备
在过去的50年中，布鲁内尔大学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国际学

生，他们获得了必要的工作技能和专业资质。

布鲁内尔大学的职业发展中心备受赞誉，这里的顾问为学生

提供帮助，指导面试技巧，获取工作经验，并为面试做好准

备。

职业发展中心的服务是免费的，学生毕业后两年内仍可免费

使用。

想了解更多布鲁内尔大学职业发展中心的服务和支持信息，

请访问：www.brunel.ac.uk/services/pdc

在参加实习前，职业发展中心的顾问为我提供
了撰写简历和求职信的实用建议，并进行了模拟面
试。

姓名：刘昊霖（Haolin Liu），年龄：24岁，来自：中国， 
专业：全球供应链管理硕士

实习
布鲁内尔与众多企业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成功安排就读三

明治课程的学生前往埃森哲、BP和大众等全球知名企业工

作。

留学生可以进行长达一年的有偿和志愿的实习工作，在毕业

前能获得宝贵的实际技能和工作经验。

大学的实习专员会随时为学生争取实习岗位提供帮助。

我因为工作实习项目而选择布鲁内尔大学，这
将使我在毕业前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姓名：Kandela Duma Yemima，年龄：23岁，来自：印度
尼西亚，专业：管理学硕士（品牌和营销方向）

布鲁内尔大学很多留学生的工作实习遍布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公
司，如汇丰银行、IBM、葛兰素史克和联合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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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布鲁内尔大学
选择布鲁内尔大学有很多原因，下表仅列举几项：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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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界联系密切，安排

众多学生前往全球著名

大企业实习 

先进的室内外体育设

施，超过50个社团俱

乐部

一流的职业发展中心为

学生提供持续免费的咨

询指导服务

超过4,500间安全的现

代化宿舍，一年级新生

可保证申请到学校住宿

位于安全的伦敦市郊，

交通便利

来自110多个国家的3,100
多名留学生

32个学科领域，220多
门课程，还开设有校内

英语培训课程

1,100多名世界著名学

者，实用性学习以及先

进的设施

研究成果丰富，在设计、

工程、健康、体育、营

销和教育等学科领域排

名靠前

为100多名学生每年提供

高达6,000英镑的单项奖

学金和各种奖励

布鲁内尔大学是世界最具国际化的50名大学之一。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6）

布鲁内尔位于伦敦的地理位
置，及其优良的设施真正吸引了
我。大学位于伦敦市中心之外，
这意味着生活成本不会太高。

姓名：徐晶晶（Jingjing Xu）， 
年龄：25岁，来自：中国， 
专业：人力资源与就业关系硕士

布鲁内尔大学给了我一个很
好的起点。在这里我能获得毕业
后创业所需的技能和信心。

姓名：肯尼迪·凯特林（Caitlin 
Kennedy），年龄：27岁， 
来自：美国，专业：可持续发展、创业
和设计硕士

布鲁内尔大学开设的工程、设计、教育以及英语与创意写作课程
是英国排名前十的大学课程。*

8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 

*数据来源：2016《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6全球最佳大学， 
2016《泰晤士报》好大学指南，2016完全大学指南和2016《卫报》排行榜

布鲁内尔大学将学习与实际
经验结合起来，这在伦敦的大学
中是不多见的，将为我提供宝贵
的实践经验。

姓名：Shakti Prasad，年龄：26岁，
来自：印度，专业：应用企业品牌管
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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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 
布鲁内尔大学下设三所学院，开设课程涵盖32个学科领域，方便学生选择合适的专业。

商务、艺术及社会科学学院

人类学

商务及管理

传播和媒体研究

创意写作

经济与金融学

教育学

英语

电影和电视研究

游戏设计

新闻学

法学

音乐

政治与历史

戏剧

工程、设计和物理科学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

设计

数字化媒体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

数学

机械工程学

健康和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

环境科学

职业治疗

理疗

医师助理

心理学

社会工作学

公众健康与健康促进

专家社区公共健康护理

体育、健康及运动科学

了解所有课程请访问：www.brunel.ac.uk/courses 
观看本科课程介绍视频，请用浏览器访问下列网址 bit.ly/undergraduate-course-videos

位于学校内的布鲁内尔语言中心为国际学生提供从入读到就

读期间的语言帮助。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 专业教授学前英语强化课程，让各种英语水平的学生都能

获益，满足您所选学位的英语要求

• 涵盖英语所有能力：听、说、读、写

• 免费帮助学生提供学术英语水平，让您在学位学习上取得

成功

• 还可选择专业外语课程

布鲁内尔大学语言中心被英国文化协会评为“卓越教育中

心”。

布鲁内尔大学还拥有伦敦布鲁内尔国际学院（LBIC），开设

了各种基础课程，国际大一课程以及硕士预科课程。

英语课程

学生从伦敦布鲁内尔国际学院升入布鲁内尔大
学的入学率很高，达到了97%。



12 13

费用与资助
学费根据所选课程不同而不同，目前的范围为每年14,100
英镑到17,200英镑。

布鲁内尔大学某些特定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商业和健

康）的学费范围为每年17,200英镑到21,000英镑。

住宿
布鲁内尔大学配备有超过4,500间现代化、舒适和安全的宿

舍，学生可供选择的住宿类型很多。

学生有自己的卧室，免费WiFi以及共用的厨房和洗衣设施。

几乎所有的校园宿舍套间都配有个人卫生间。

我们的宿舍大厅配备了电子门禁系统和闭路监控，24小时待

命的保安团队在现场值班。

一年级新生可保证校园住宿。*

*想了解更多布鲁内尔大学住宿信息和申请截止日期，请访

问 www.brunel.ac.uk/accommodation 我选择布鲁内尔大学是因为其高等教育享有声
誉，课程选择丰富，以及其可负担的学费。

姓名：Housam Haidar Ahmad，年龄：29岁，来自：黎巴
嫩，专业：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硕士

布鲁内尔大学的120,000名校友遍布179个国家，很多校友在阿利斯
康和苏黎世保险公司等全球著名企业担任高级职位。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 

大学校园拥有优良的设施：舒适的宿舍和迷你
超市，甚至每周都有市场开放。我特别喜欢大学的
图书馆。

名称：Hồng Trần，年龄：27岁，来自：越南，专业：管理
学硕士

想了解更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费用的最新信息，请访

问：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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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下表列出了学生在布鲁内尔大学学习期间每月的大致支出。

不同的生活方式所需的生活成本不尽相同。

典型月支出参考表

住宿（校内）* 431-552英镑

住宿（校外，不包括各类账单） 350-450英镑

账单(校外) 25英镑

手机通讯费 40英镑

食品及杂货 150英镑

旅行 30英镑

学习（书籍和设备） 15英镑

服装 50英镑

爱好 10英镑

社交活动 100英镑

应急费用 50英镑

*每月的水电费、WiFi、基本保险费和床上用品费用都包含

在住宿费中。

当学生申请Tier 4签证时，必须证明他们届时可以负担每月

1,265英镑的生活费。

我们建议，2017年入读布鲁内尔大学的学生每学年的生活费

预算为11,385英镑。

了解最新住宿费消息请访问： 
www.brunel.ac.uk/accommodation 

社交生活
布鲁内尔大学校园气氛活跃，社区感很强，在这里很容易结

交新朋友。

校园活动和社会活动是校园生活的核心。这里有39个国际社

团，20个不同的学术社团，包括中国社团。布鲁内尔大学经

常组织激动人心的校园文化和兴趣活动供学生体验。

进行校园外的社交活动也很方便。学生仅需20分钟步行或搭

乘公交车便可很快抵达阿克斯布里奇镇中心，那里有商店、

电影院、酒吧、餐馆和夜店。

想知道更多关于学生社团的信息，请访问： 

www.brunelstudents.com/activities

博尔特和莫法拉等世界顶尖运动员，奥运金牌获奖者， 
都在布鲁内尔大学室内体育中心进行训练。

在布鲁内尔大学可以参加众多有趣的社团活
动。在社团里很容易交到新朋友，甚至还能参与社
区工作。

名称：邵曼林（Manlin Shao），年龄：24岁，来自：中
国，专业：市场营销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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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布鲁内尔大学每年为来自7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留学

生提供奖学金，每年个人奖金最高为6,000英镑，可

以抵消部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布鲁内尔大学提供一系列的奖学金计划，与包括志奋

领奖学金、英联邦奖学金和Santander移动大奖在内

的若干学术机构和组织开展了合作。

想了解更多布鲁内尔大学奖学金计划和奖励的信息，

请访问：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bi.scholarships@brunel.ac.uk

奖学金获得者
2015年布鲁内尔大学奖学金获得者获奖感言

全球最佳国际化大学¬第35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16)

我选择布鲁内尔大学因为它
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

姓名：周雪琪（Xueqi Zhou），来自：
中国，年龄：23岁，专业：人力资源
管理硕士

我选择布鲁内尔大学因为其
汽车和赛车工程联合课程，以及
这里的国际化氛围。

姓名：Vishal Muralidharan，年龄：22
岁，来自：印度，学习：汽车和赛车
工程硕士

在布鲁内尔大学学习，我最
喜欢的一点是从我的同学和教授
那里获得的难以置信的帮助。

姓名：萨布兰·安妮（Anne 
Sabourin），年龄：24岁，来自：加
拿大，专业：职业治疗硕士（预注册）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 



18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 19

学生福利与支持
布鲁内尔大学的国际学生服务团队以及其“伙伴计划”为新

学生提供实际建议，从他们到达的第一天就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需求。

布鲁内尔大学开设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生迎新活动，学生能

获取实用建议，游览整个校园并完成课程注册。

我们还免费提供伦敦希思罗机场接机服务。

96%的国际学生对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团队为他们所提供的

支持感到满意。（国际学生Barometer，2015年秋季调查结

果）

入学条件及签证
在选好所申请的课程后，您需要满足一些具体的学术、签证

和财务要求及流程才能入学。

下表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网站链接，可以帮助您获取关键性指

导文件，包括重要活动、最后期限和联系细节等，您需要这

些信息才能申请入读布鲁内尔大学申请课程。

本科生入学流程  
www.brunel.ac.uk/courses/admissions/apply-
undergraduate-courses

研究生入学流程 

www.brunel.ac.uk/courses/admissions/how-to-apply-for-
pg-courses

研究型课程 
www.brunel.ac.uk/research/research-degrees-at-brunel/
how-to-apply-for-research-courses

学术入学标准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information-by-country

Tier 4 学生签证及移民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visas-and-immigration

申请流程常见问题解答 
www.brunel.ac.uk/courses/admissions/how-to-apply-for-
pg-courses/application-faqs

布鲁内尔大学的学生们获得了2014 - 2015杰姆斯戴森国际设计奖和2015伦敦市长
低碳企业家奖，这体现了布鲁内尔大学校园创造发明的质量优异。

这里的留学支持服务以及负责管理、招生、注
册和住宿的团队真的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们给了我
许多有用的信息和我需要的实际建议。

姓名：Miray Titiane Razanajatovo，年龄：29岁， 
来自：马达加斯加，专业：公共卫生与促进硕士

想了解更多2016年留学生迎新活动和机场接机服务的信息，

请访问下列网站观看相关视频： 

www.brunel.ac.uk/international 想了解更多申请流程的信息，请发送邮件至招生

处：admissions@brunel.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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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
下表列出了一些常见的专业术语

有条件录取

如果学生满足入学标准（如毕业成绩或

英语测试成绩）即可被录取。

无条件录取

学生接受我们的录取并满足所有录取条

件，该生的录取方式即为无条件录取。

申请者确定可以入读所选专业。

工作实习和“三明治”课程实习 

一些学生会选择“三明治”工作实习

年，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四之间的大三

学年，通常是带薪的。

录取确认码（CAS）
学生将收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参考号码

（即录取确认码），签证时需要提交

此号码。

本科申请

补录

通过补填志愿这项服务，学生可以在最

终成绩低于预期时依然有机会申请入读

理想的专业。

第一志愿

学生接受被录取的第一专业

第二志愿

学生接受被录取的第二专业

Central 
London

Q
Brunel

Heathrow

想了解我们的国际团队何时会在贵国开

展工作，以及如何联系我们在当地的代

表或进行任何其他查询，请发送邮件至

bi-marketing@brunel.ac.uk  
或者致电+44(0)1895 265 265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Kingston Lane
Uxbridge
Middlesex
UBB 3PH
United Kingdom 

课程咨询

电话： +44(0)1895 265 599
电子邮箱：course-enquiries@brunel.ac.uk

 /brunelinternational 
 /Bruneluni
 /edu/brunel-university-london-12575
 /bruneluni
 +bruneluniversity/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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