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就科技与管理 
领域的未来领袖

国际学生研究生学习简介



欢迎致辞
欢迎来到英国唯一提供科技与管理学科领域的研
究所学府

Karen Holford CBE FREng 教授
克兰菲尔德大学
首席执行官兼校长

您将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求学者一起加入到克兰菲尔德这个在全
球极具声望的社区，并与专业人士一起拓展相关技能和知识。

我们的硕士和博士学生与全球1500多家公司和机构合作，着手参与其实务项目，
通过我们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及在校极具规模的设施设备，帮助企业迎接在实际
应用的挑战。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知道克兰菲尔德学位将对您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帮助您发
挥潜力是我们对您承诺的核心。在您与我们一起学习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全力
为您提供最佳体验。

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想借此机会向您保证，
在整个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我们制定了新的规则和流程，确保我们保持一个安全
的环境。

我最近以首席执行官兼副校长的身份加入了克兰菲尔德社区，协作和包容的文化
已经开始显现。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支持性的环境中同心协力，践行我们的价值观：
追求卓越、鼓励创新、尊重他人和团结一致。在最近艰辛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情况下
尤其如此。

我期待着在你们开始制定学习计划时欢迎你们，并且我知道，正如我所经历的那
样，您很快就会感受到成为了这个友好且充满关怀的社区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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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我们

高等教育统计局  
(HESA) 2018-2019

高等教育统计局  
(HESA) 2019-2020

高等教育统计局  
(HESA) 2019-2020

高等教育商业 
与社区互动  

(HE-BCI) 调查 (2018-2019)

教职员工与学生
的比例

1:8
克兰菲尔德每年授予的研
究生信息技术学位比英国

任何其他大学都多

克兰菲尔德每年授予
英国 26% 的航空航天

工程博士学位

全英 全英
第一 第一

排名 排名

每位学者的商
业研究收入

参加我们即将到来的开放日活动*：
2022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2022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202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日期可能会有变，并且可能会在线上进行 -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信息

若要在您附近的活动中与我们见面或注册参加我们的开放日，请了解更多信息：
www.cranfield.ac.uk/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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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克兰菲尔德？
我们的硕士和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带来了多元的视角以及
科技和管理维度的行业经验，这些将能丰富您的求学生涯。

三重认证管 
理学院

（AMBA, EQUIS, AASCB 国际）

2021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工程专业 
-机械、航空与制造

全球

前 50
排名

2014 世界卓越研究框架

的研究被认为是世界
顶尖和国际卓越的

81%

作为只培养研究生的大学，我们不参与给本科生参考的世界大学排名， 
例如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The Times World Rankings）和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在六个或更多的不同领域获得了英女王周年纪念奖的仅六所大学
之一。

我们很荣幸地在以下六个方面获得了英女王周年纪念奖，
这是英国向英国大学开放的最负盛名的国家认可的奖项： 

 • 飞行航空工程训练。
 • 土壤科学。
 • 水资源和卫生设施。
 • 航空和安全。
 • 人道主义排雷。
 • 制造管理。

 

The Queen’s
Anniversary Prizes

2019
For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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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源
职业发展服务
终身职业团队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应用技术培训和面试建议。职业活动将您与我们的行业合作伙
伴联系起来，提供绝佳的招聘机会。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careers

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将能提供广泛和大量专业领域资源。我们的信息专家将协助您访问和使用这些资源，并
确保您毕业后熟悉行业中广泛使用的资源，并随时了解最新发展。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ranfield.ac.uk/library

IT 服务
我们的 IT 服务为您的学习体验提供了创新的实时互动机会。您将可以使用一系列高性能的商业 
相关软件，例如 CFX, Fluent 和 Matlab。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itservices

克兰菲尔德校区国王诺顿图书馆外的座位 
（由屡获殊荣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爵士设计的图书馆大楼）

“在我学习期间，图书馆和 IT 服务部门为我提供了全面的
学术资源帮助。信息和软件都能很方便地获得。尤其是 IT 部
门，它是克兰菲尔德在行业中取得卓越业绩的基石之一。” 

王景辉
在读学生（航空制造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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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兰菲尔德大学 
的生活
我们紧密团结的社区提供了一个安全、宁静的环境，供有技能、有雄心壮志的人
学习和社交。

作为一名学生，您和您的家人将成为这个热情好客的社区的一分子。我们的学生有 120 多个国籍，我
们承诺做到多元化和包容性，并致力于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让每个人都得到尊严和尊重。

“作为一名穆斯林，我很高兴在克兰菲尔德找到一座清
真寺祈祷，这让我感到很舒服，并证明克兰菲尔德照顾
来自不同文化的每个人。” 

Sadeq Almeaibed
（2019 届制造系统工程与管理理学硕士）

克兰菲尔德大学校园占地面积广阔，配有:

所有人的住宿选择

各种各样的饮食场所

运动休闲设施

拥有多信仰房间的 
各种礼拜场所

为有年幼孩子的学生提
供的教育设施

我们拥有创业企业的科
技园

有关更多克兰菲尔德校区的信息，请访问：
www.cranfield.ac.uk/lifeatcra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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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咨询中心
我们重视多元化的学生社区，并提供支持，帮助您在本校学习和生活期间能充分发挥个人潜力。

学生咨询中心提供专业和保密的服务，向所有学生提供有关广泛问题的信息、建议和指导，包括为有
家庭的学生提供有关当地学校的信息，到帮助解决影响您学习进度和幸福感的任何问题。

学习支援教员是学生咨询中心的一部分，并作为中心联络点，为有健康状况和/或障碍、学习支援需求
（包括阅读障碍）或心理健康状况的学生提供信息、指导和支持。

学生建议和支持：www.cranfield.ac.uk/wellbeing

家庭：www.cranfield.ac.uk/cranfieldfamily

加入我们面向未来学生的 Facebook 群组：
www.facebook.com/groups/cranfieldstudents2022

国际学生来自 120
多个国家/地区

国际教职员工来自 70 

通过以下链接可以浏览我们的校园：
virtualexperience.cranfield.ac.uk

多个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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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研究生教学是与行业咨询小组合作开发的。这可确保我们的课程内容
以以具体事务为重点且面向行业，使您能够在学习期间体验动手实践的现实世界
设施，确保您在毕业时为投身行业做好准备。

许多校园里的专业研究设施设备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克兰菲尔德机场以及独立的废水处理设施。

一流的设施

航空
克兰菲尔德大学是欧洲唯一一所在校园内拥有自己全面运营的机场、飞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商的
大学。这个全球研究机场是英国的国家资产，拥有包括风洞和航空电子实验室在内的广泛设施。此外，
我们不断加大在航空设施方面的投资，以满足您的需求：

 • 航空一体化研究中心 (AIRC)：AIRC 拥有物理和虚拟仿真实验室，包括开发虚拟风洞和飞机飞行
模拟器，可用于评估创新理念对飞机的影响。

 • 空中交通管理实验室：通过集成的机场控制塔模拟器和高保真飞行模拟器，我们可以调查不同的
空中交通管理代理对空域用户的影响。

 • UAV 实验室：用于指导、导航、控制和监视领域的飞行试验。
 • 燃气轮机工程实验室：配备 2MW 压缩空气装置和再生空气加热器，能够提供高压、高温和高流量

的清洁空气。
 • Delta 高性能计算机：用于科学、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应用、预测建模和模拟任务的学术超级计算

机。它支持 250-300 个用户，通过同时跨多个处理器执行计算，减少了执行复杂研究所需的时间。

国家飞行实验室中心 (NFLC)

8



过去五年对新设施的投资超过1.5亿英镑

能源与动力
在能源和动力方面，我们拥有一系列世界一流的独特工业设施，学生们可以在学习和研究中使用。它
们包括：

 • 能源过程实验室：配备了中试设施，研究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清洁能源转换，研究不同的二氧化
碳捕获技术。

 • 过程系统工程实验室：配备了工业规模的单相和多相流动设备，研究石油和天然气在复杂流动中
的特性。同时还拥有一个 30m 的波浪槽设施，用于研究海洋结构概念和行为。

 • 结构完整性实验室：英国装备最好的设施之一，用于开发和测试用于能源领域的大型结构材料和
组件。

环境与农产品
可供学生和客户进行大规模研究的设施只有以下几项： 

 • 土地信息系统（LandIS） 是克兰菲尔德运营的一个重要环境信息系统，并被 Defra 认可为国家土
壤信息的权威来源。它包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壤以及土壤相关信息，包括各种尺度的土壤空间
绘图，以及相应的土壤特性和农业气候数据。

 • 克兰菲尔德城市观测站： 整个克兰菲尔德校园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 — 一个变革性技术的试
验台，用于在城市基础设施中提供更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果。我们自己的机场、太阳能农场、水
处理设施和道路测试环境只是连接校园范围内测量空气、水、土壤和野生动物的传感器网络的部
分功能。 

 • 环境和农业信息学中心：两座全新的价值 300 万英镑的建筑，用于农业信息学、
大气研究和土地利用观测系统。该中心由 FAAM 辅助，FAAM 是英国国家环境
研究委员会运营 BAE 146 大气研究飞机的设施，这是欧洲同类飞机中最大的，
并在克兰菲尔德校区运营。

 • 植物科学实验室：最大、设备最好的采后实验室之一，包括冷藏室、测试设施和
设备齐全的大型温室。

2021 年启用的
新设施 

研究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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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设施

管理学院 
与世界领先的管理学院和 Bettany 创业中心合作，我们可以提供创业前咨询和指导。 

从一个新想法的火花到一个完整公司的成型，我们可以为您的企业提供在科学、技术和管理环境中建
立和发展的机会。克兰菲尔德也将为您的创业移民签证背书，这将为拥有出色商业想法并希望在英国
得以实践的毕业生提供有力支持。 

我们与巴克莱银行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成立克兰菲尔德雄鹰实验室，为航空航天技术社区量身打造。
您可以从巴克莱银行专家提供的商业辅导和建议中获益。毕业后，您也可以持续性地访问克兰菲尔德
内的世界级专家和设施设备。

2021 年启用的
新设施 

法医学
 • 投资 350 万英镑用于法医设施，包括我们贝德福德郡校区的虚拟现实尸检台、

犯罪现场调查室和模拟乱葬岗挖掘现场。

制造
我们世界一流的设施包括：

 • 复合材料制造：全方位的复合材料制造，包括新颖的 3D 技术和使用可持续天然纤维的增强材料。
 • 焊接工程和激光加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型金属增材制造设施之一，拥有各种最先进的激光加

工设备。
 • 材料特性分析车间：学生将获得一系列复杂技术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和场离子显微镜。
 • 智能制造：我们提供了对制造过程和整个工厂（包括人类行为）进行建模和模拟的能力。
 • 专业涂层：我们是国家高温表面工程中心的所在地，拥有用于快速成型新型合金的多源涂层设备。
 • 纳米材料实验室：用于纳米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包括制造碳纳米管、石墨烯和其他二维材料。

块体金属玻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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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系统
我们经营一系列独特的“大规模”设施，包括： 

 • 数字航空研究和技术中心：是价值 6700 万英镑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包括一个
数字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乘客体验实验室；维护、修理和大修实验室；波音 737 
地面演示机以及空中交通管理实验室。 

 • 国家飞行实验室中心：我们屡获殊荣的飞行教室和实验室提供叹为观止的学习
体验，并支持创新研究。

 • 先进车辆工程中心：其中包括一个越野车辆动力学设施；仪表化自动车辆试验跑道；车辆车间以及
电气化、自治、仿真、机电一体化和控制系统实验室。

 • 克兰菲尔德碰撞中心：世界上仅有的两个 FIA（国际汽车联合会）批准的测试中心之一，对一级方
程式赛车进行碰撞测试。

 • 事故调查实验室：一个独特的实践教学设施，用于处理铁路、海上和飞机事故的残骸和证据。
 • 工程光子学和综合车辆健康管理实验室：用于开发和使用先进的传感器技术。

2021 年启用的
新设施

水资源
英国基础设施和城市研究合作实验室 (UKCRIC) 是一项重大的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增强和扩展
了现有的现场工业规模的水和废水测试设施，供硕士生和研究生使用。这项合作的研究将为政府和行
业对英国水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信息。
投资包括：

 • 先进的传感器实验室，用于支持尖端研究和设备开发
 • 突破性的创新中心，专门用于设计、快速成型和测试
 • 扩大我们的中试规模测试设施，建立国家水和废水处理研究设施
 • 下水道环路，用于探索下水道中脂肪、油和油脂 (FOG) 的形成和控制
 • George Solt，英国基础设施和城市研究合作实验室 (UKCRIC) 大楼，其中包含

使用点饮用水实验室和传感器实验室。
2021 年启用的

新设施 

过去五年对新设施的投资超过1.5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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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录

航空
课程名称 学费
高级空中交通系统 24,725 英镑

高级轻量化及复合结构 22,150 英镑

航空计算工程 22,150 英镑

航空动力学 22,150 英镑

航空飞行器设计* 24,725 英镑

航天与太空工程 24,725 英镑

应用人工智能 22,150 英镑

自动驾驶载具动力与控制学 24,725 英镑

工程计算和软件技术 22,150 英镑

计算流体动力学 22,150 英镑

工程硕士预科 18,025 英镑

机器人技术 22,150 英镑

热能* 24,725 英镑

设计
课程名称 学费
设计思维 22,150 英镑

能源与动力
课程名称 学费
高级化学工程 22,150 英镑

高级数字能源系统 22,150 英镑

这是我们为国际学生开设的全日制课程和费用清单。有关完整清单和非全日制课
程，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coursefinder。

大多数理学硕士全日制课程为期一年。请参阅个别课程页面了解开课日期和更多详情。

*也可以在三月份入学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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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续）
高级热能工程 22,150 英镑

高级机械工程 22,150 英镑

高级过程工程 22,150 英镑

近海海洋工程 22,150 英镑

可再生能源 22,150 英镑

环境与农产品
课程名称 学费
应用生物信息学 22,150 英镑

食物系统及管理 22,150 英镑

未来食品可持续性发展 22,150 英镑

环境工程 22,150 英镑

商业环境管理 22,150 英镑

地理信息管理 22,150 英镑

全球环境变化 22,150 英镑

法医学
课程名称 学费
法医考古学与人类学 20,600 英镑

法医调查 20,600 英镑

遗产犯罪的法医调查 20,600 英镑

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 学费
金融与管理 23,700 英镑

投资管理 23,700 英镑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5,250 英镑

管理学 26,800 英镑

2022/2023 学年国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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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录
管理学院（续）
管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22,150 英镑

管理与创业 22,150 英镑

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22,150 英镑

工商管理硕士（MBA） 40,175 英镑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25,250 英镑

战略营销 25,250 英镑

制造
课程名称 学费
高级材料学 22,150 英镑

航空制造 22,150 英镑

航空材料 22,150 英镑

制造系统工程和管理 22,150 英镑

全球产品发展和管理 22,150 英镑

工程维护和资产管理 22,150 英镑

管理与信息系统 22,150 英镑

制造技术与管理 22,150 英镑

金属添加剂制造 22,150 英镑

焊接工程 22,150 英镑

运输系统
课程名称 学费
高级赛车工程 22,150 英镑

高级赛车机电一体化 22,150 英镑

航空运输管理 22,150 英镑

机场规划与管理 22,150 英镑

航空数字技术管理 22,150 英镑

汽车工程 22,150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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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押金 - 请注意，部分授课型和研究型学位课程需要交付学费押金。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fees。

有关学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fees

有关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coursefinder

运输系统（续）
汽车机电一体化 22,150 英镑

联通自动化与汽车工程（汽车） 22,150 英镑

航空安全与人为因素 22,150 英镑

水资源
课程名称 学费
高级水资源管理 22,150 英镑

水资源与环境卫生发展 22,150 英镑

水资源与废水工程 22,150 英镑

研究型学位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fees。
请注意，对于某些研究型学位，每年可能会产生高达 10000 英镑的额外费用（称为板凳费或额外费
用要素），这将在申请过程中进行说明。

2022/2023 学年国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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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申请
授课型和研究型硕士学位课程。

我们的课程竞争激烈，因此请务必尽早申请，
确保您的位置。请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您的
具体课程，了解申请截止日期。这一点对于需
要申请住宿或者签证的您来说非常重要。

授课课程的申请流程
若要访问我们的在线申请系统，请选择您的课程并点击“立即申请”按钮。

您需要上传以下文件（原件和英文翻译件）来支持您的在线申请：
 • 与您的最高文凭相关的证书和成绩单（如果您仍然在读，则为您的成绩的临时成绩单）
 • 描述您的教育、技能和经验的个人陈述（最多 1,000 字 — 表格中有相关指南可以帮助您，或者您

可能更愿意在就业部分上传可选的最新简历）
 • 我们的大多数课程都需要两名推荐人的姓名、职务和电邮地址（您可以选择要求我们在收到您的

申请决定之前不要联系您的推荐人）。如果您已经持有推荐信，则也可以上传推荐信。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taughtapply

研究型课程申请流程
研究型课程招生通常在二月、六月和十月进行。 

如果您想申请我们的研究生学位，请选择您感兴趣的领域并在线申请。您也可以将研究计划书发送至 
study@cranfield.ac.uk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research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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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要求
若要在克兰菲尔德学习，您需要证明您可以在学术环境中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有关英语语言要求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englishlanguage

更多的选择
工程硕士预科
如果您不符合我们的硕士入学要求，您可能有资
格参加克兰菲尔德的工程硕士预科课程。
www.cranfield.ac.uk/premasters

欧洲伙伴关系计划 (EPP)
如果您通过我们的欧洲合作大学申请，请联系您
所在大学或学院的国际办事处，获取有关申请程
序的建议。
www.cranfield.ac.uk/EPP

以学术为目的的英语学前语言 
强化课程
我们的英语课程向即将在克兰菲尔德大学学习
却没有达到英语语言入学要求的国际学生，或者
希望在正式开始研究生学习之前积累一定的学
术生活的学生开放。
www.cranfield.ac.uk/english

教育代理机构
您可能需要咨询大学认可的教育代理机构之一。
请参阅下面的链接来查找您所在国家/地区的代
理机构的联系方式。
www.cranfield.ac.uk/countries

卡普兰国际学院
国际学生可以在我们的合作学院伦敦卡普兰国
际学院学习硕士和博士水平的准备课程。
www.cranfield.ac.uk/kaplan

“我在南非的一家私人实验室担任数字法医科学家已有大
约两年半的时间。这个学位将发展我的专业知识，让我了
解‘原因’，而不仅仅是‘方式’。我为我的学习获得了英联邦
奖学金。这也是我能够享受优质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原因。” 

Saskia Kuschke
在读学生（法医调查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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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习资助

管理您的预算
生活费
对于单身学生来说，要支付住宿费和生活费，你需要每月1100英镑左右的预算，而对于情侣则需要每
月1600英镑的预算，对于家庭则需要更多。

学习期间兼职
全日制学习非常紧张，不推荐兼职工作。另外，请检查您在英国逗留期间关于工作的签证条件。

克兰菲尔德学位是对您职业生涯中的一项投资，也是一项重要的财务承诺。我们
了解这通常会是一项关于您学习上的重要决策影响因素。我们提供了多种资助
方案，包括贷款、助学金、奖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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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我们的资助查找工具：www.cranfield.ac.uk/funding

学费
授课学费
这些都列在本手册的表格中。有关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cranfield.ac.uk/fees

研究型学位费用
请参阅上面的其他标题和我们的网站，了解您
获得研究型学位资助的各种方式。 

请注意，对于某些研究型学位，每年可能会产生
高达 10000 英镑的额外费用（称为板凳费或额
外费用要素），这将在申请过程中进行说明。有
关研究费用的指南，请访问： 
www.cranfield.ac.uk/fees

保证金
所有授课课程和自费研究型学位都需要保证金。

收费状况
应缴费用均参照英国政府法规确定。

请访问：www.ukcisa.org.uk/Information--
Advice/Fees-and-Money/England-fee-status

来自指定合作大学或学院的欧盟学生将被收取
较低的协商费用 –  
有关这些大学或学院的名单，请访问： 
www.cranfield.ac.uk/partners

助学金和奖学金
高质量的申请人可以获得各种奖学金，克兰菲
尔德校友可以享受折扣。这些可能取决于您选
择的课程、学习成绩、您的国家和性别，可能会
有几个适合您的资助机会。 

研究生通常能够申请学生资格或其他资助机会 
—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信息： 
www.cranfield.ac.uk/research/phd

您可以从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以及研究委员会
资助关系中受益，以帮助您完成学业。

贷款
有几种金融贷款可供使用。这些适用于不同的
学生群体，并有不同的贷款限额和利率。示例包
括：

Prodigy Finance 硕士贷款方案
Prodigy Finance 为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的全
日制硕士生提供贷款，可支付高达 80% 的出勤
费用。 
www.cranfield.ac.uk/loan

Prodigy Finance MBA 贷款方案
Prodigy Finance 通过大学、校友和管理学院的
朋友们的资助为 MBA 学生提供经费。
www.cranfield.ac.uk/mbafunding

校友折扣
如果您正在考虑继续深造，各种课程都有校友
折扣。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ranfield.ac.uk/alumnidis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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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社团活动
您将会有很多机会参与到种类繁多的运动、俱乐部、社团和晚会中。其中很多由克兰菲尔德学生
协会管理。受欢迎的体育俱乐部包括羽毛球、板球、篮球、足球和橄榄球。这里有一个天文学会，有
很多音乐团体和活动，还有与航空航天有关的学会，例如 CranSEDS。宗教团体包括基督教联盟
和伊斯兰协会。您还可以在附近的城镇参加一些活动和俱乐部。

学生大使
同时您也会有机会成为学生大使，联络未来的就读者，讲述您的学生经历，分享您关于克兰菲尔
德大学所学到的知识。  

这将会是一个发展人脉的好机会，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放松身心。克兰菲尔德将会为每一个人
留下印记。

加入我们
作为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在克兰菲尔德期间，您将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终身
朋友。

支持您发挥潜力是我们对您的承诺的核心。除了学习之外，我们鼓励您以多种形式参与，并拥抱和
珍惜我们的价值观：

追求卓越 我们目标很高。我们竭尽所能追求卓越。

提高影响力 我们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尊重他人 我们重视每个人的专业知识。我们互相支持。

团结一致 我们建立并珍惜我们的克兰菲尔德社区。我们拥抱多样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lifeo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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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菲尔德学生会
作为克兰菲尔德大学的学生，您自动成为克兰菲尔德学生会 (CSA) 的成员，这是一个在克兰菲尔德
运作的以学生为主导的民主组织。CSA 在这里代表和支持学生，并以多种方式提升学生们的学校体
验。
 
CSA代表几乎所有的大学委员会向学校传递学生们的声音。它提供建议和支持，
并可根据需要为学生提供专业服务。 

CSA开展各种活动和娱乐、一日游、体育俱乐部和社交团体。其中许多是由学生组
织，提供个人发展和丰富经历的机会。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ycsa.org.uk

学生章程
我们的章程规定了大学、我们的学生以及克兰菲尔德学生会同心协力的方式，目的是让您能够充分
利用在克兰菲尔德的经验。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studentcharter

“我遇到了许多很出色的人，我希望一旦我们都离开并在其
他地方继续生活，我会与他们保持联系。谁能想到像克兰菲
尔德这样的小型大学能让我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并建立
联系？” 

Mailin Struck
（2021届未来食品可持续发展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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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交通
大巴
Uno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周到方便而又高性价比 
的巴士服务。它每日往返于弥尔顿凯恩斯、克兰菲尔德 
和贝德福德以及其他该区域内的的城镇和乡村，一直到 
深夜。所有巴士都有免费的 wifi 和低层的轮椅入口。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obus.info 

火车
从贝德福德和弥尔顿凯恩斯到伦敦有频繁而快速的火车。

阅读关于伦敦和克兰菲尔德之间通过弥尔顿
凯恩斯的交通联系的博客
www.cranfield.ac.uk/transportblog

住在克兰菲尔德校园园内
及周边地区
 克兰菲尔德提供校内和校外住宿，可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偏好。

我们校园内的住宿从公寓楼到共享的独栋房屋，分别适合个人、情侣和家庭，大多数住宿点距离休
闲室和其他校园设施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如果您希望住在校外周边地区，您会在附近的克兰菲尔德村、弥尔顿凯恩斯或贝德福德找到很多不
同的房产类型，例如单间公寓和合租房屋，因此有很多选择。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您想要的生活方式、当地的交通选择、您是否有车、想开车（还是骑自行车——
沿着安全的道路骑车大约需要 15 分钟），以及您是喜欢独处还是喜欢加入群体。您在克兰菲尔德的
学习非常紧张，因此拥有合适的住宿条件将在您的时间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好尽早决定您喜欢住在哪里，这样您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一旦您获得课程的学位，您将有
资格申请校内住宿。

您需要支付住宿保证金 –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accommodationFAQs 
中“接受住宿优惠”下的常见问题解答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ranfield.ac.uk/lifeatcra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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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菲 
尔德村

米尔顿
凯恩斯

校内住宿
坐落在成熟而优美的景观中，校园里总有适合每
个人的住宿类型。选项包括为家庭提供的自助式
或餐饮式房屋，或为个人或夫妇提供的房间。有
带私人浴室和公用厨房的房间，也有适合夫妇住
宿的房间。

各种住宿类型就像一个小村庄，步行即可到达便
利设施、讲座空间和实验室。

这里有安全的公共空间，可以在室内外放松，也
可以和同学们一起交流。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ranfield.ac.uk/accommodation

校外住宿
这个地区有各种各样的住宿。最近的是克兰菲尔
德村，在已建成的小路上步行半小时即可到达。
弥尔顿凯恩斯和贝德福德可乘汽车或巴士抵达 

（约 40 分钟车程）。

您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私人住宿。Studentpad 是
一个非常有用的住宿搜索引擎，可帮助您在学习
期间找到住宿地点。
www.cranfieldstudentpad.co.uk

您还可以在此博客中阅读更多信息： 
www.cranfield.ac.uk/offcampusblog

如果您有兴趣分享私人住宿，您可能会发现加入
这个 Facebook 群组非常有用：
www.facebook.com/groups/
cranfieldstudent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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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手册中的信息在出版时正确无误。 
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本手册中的照片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和期间拍摄的。我们将继续监测这个疫情，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克兰菲尔德
社区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请参阅 www.cranfield.ac.uk/coronavirus

2021 年 12 月。

这些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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