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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复旦大学—西湖大学外国留学生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介绍 

复旦大学始创于 1905 年，2000 年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复旦大学，

是教育部直属、与上海市重点共建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建校一百多年来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流、文明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卓

越成就。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复旦大学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体系完备，

条件优越，目前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招收培养研究生。复旦大学以培养一流

的创新型人才为己任。 

西湖大学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是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

的非营利性的新型高等学校，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举办。学校按照“高起点、

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坚持发展有限学科的理念，紧紧围绕自然科学、

生命与健康、前沿技术方向，力求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原始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目前西湖大学建有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办学前期优先建设医学、理

学、工学 3 个学科门类。西湖大学采取突出个性、多学科交叉的培养方式，以博

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着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为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

人才培养新体系，复旦大学和西湖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经教育部批准，两校从 2017 年起共同实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

至今，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校人数已达 110 人。 

外国留学生博士研究生项目将从 2020 年开始招收，其所有课程均采用英语

授课。学生入学后，在复旦大学注册学籍，由两校联合培养，根据培养方案要求

在西湖大学修读课程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要求并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者，发给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证书，授予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二、招生学科及导师 

生物学（0710）、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按

一级学科招生。招生导师信息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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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研究方向  导师 联系方式 

 

 

 

 

 

生物学 

Immunology and Genetics  常兴  changxing@westlake.edu.cn 

Fluorescence Imaging 

Techniques 
高亮 gaoliang@westlake.edu.cn 

Neurobiology  贾洁敏  jiajiemin@westlake.edu.cn 

Molecular Biology 蒋敏 jiangmin@westlake.edu.cn 

Cutting-edge Molecular and 

Imaging Technologies 
Kiryl Piatkevich kiryl.piatkevich@westlake.edu.cn 

Developmental Biology  施红军 shihongjun@westlake.edu.cn 

Systems Neuroscience 孙一 sunyi@westlake.edu.cn 

Synthetic Biology  解明岐  xiemingqi@westlake.edu.cn 

Tumor Genetics 许田 xutian@westlake.edu.cn 

Structural Biology  闫浈       yanzhen@westlake.edu.cn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于洪涛  yuhongtao@westlake.edu.cn 

电子科学与技术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hamad Sawan  sawan@westlake.edu.cn 

 Environment and Earth 

Sciences 
 李凌 liling@westlake.edu.cn 

 

环境科学与工程 

Environment and Earth 

Sciences 

Sergio Andres Galindo 

Torres 
s.torres@westlake.edu.c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cological Technology 

Thomas Cherico 

Wanger 
tomcwanger@westlake.edu.cn 

三、课程信息 

项目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学位公共课 

中国概况课程 

汉语 

专业汉语 

 
生命科学逻辑与思维 

mailto:xutian@westlak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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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 

 

 

学位核心课 

遗传学分析 

生物医学前沿 

生物学导论 

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 

细胞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 

 

 

选修课 

微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结构生物学 

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 

强化学习的数学与生物基础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位公共课 

中国概况课程 

汉语 

专业汉语 

 

 

 

学位核心课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前沿 

现代集成电路工艺技术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方法 

广义系统论 

数据分析与算法设计 

模拟和混合信号电路的设计和实现 

 

 

 

高等电磁波理论 

三维集成与封装建模与设计 

信源编码与多媒体通信 

硬件描述语言与系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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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微电子材料与器件 

机器学习 

功能高分子材料与器件 

强化学习的数学与生物基础 

光电子学物理基础 

传感器技术导论 

材料热力学 

生物医学电路与系统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位公共课 

中国概况课程 

汉语 

专业汉语 

 

学位核心课 

重要环境问题及前沿治理  

生命周期评估   

跨学科研究中的可持续-概念、构思与写作 

 

选修课 

环境科学中的计算流体动力学 

大气化学和物理  

环境生物技术 

四、修业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 

五、学费 

学费：37000 元人民币/年 

★学费标准供参考，具体以入学时收费标准为准。 

六、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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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学云栖校区提供双人间带独卫宿舍。根据户型情况收费标准分别为 800

元人民币/年或 1200 元人民币/年。 

★住宿费标准供参考，具体以入学时收费标准为准。 

七、申请时间 

2020 年 4 月 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八、申请资格 

1. 持外国有效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  

2. 须具有与中国大学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 

3. 语言要求为托福 iBT 总分 90 分及以上或雅思总分 6.5 分及以上。入学前在英

语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士或硕士学位者无需符合上述语言要求。 

九、申请方式 

第一步： 

登 录 复 旦 大 学 外 国 留 学 生 入 学 在 线 申 请 系 统

（http://admission.iso.fudan.edu.cn）注册，进入网上申请，选择个人自费→博士

研究生→招生单位选择西湖大学，查询所申请的具体项目，填写申请表格，上传

以下申请材料。 

1. 护照复印件 

普通护照个人信息页（有效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后）；在中国大陆境

内的申请人还需提供当前有效的签证页或居留许可页； 

2. 个人陈述 

字数：1500 字以上；  

语言：英文；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学术研究成果、博士阶段的研究

计划、毕业后的个人发展目标等；  

3. 推荐信 2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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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授或副教授（或相当职位人员）撰写的中文或英文原件（含推荐人签名

和联系方式）；如推荐信为密封信件，可不上传电子版，直接将纸质版寄送

或递交至西湖大学；  

4. 成绩单（本科和硕士阶段修读的全部课程），须为原件或复印件的公证件，

中、英文以外文本还需提供公证过的翻译件；  

5.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应届生为预计毕业证明），须为原件或复印件的公证

件，中、英文以外文本还需提供公证过的翻译件；  

6. 英语语言能力证明，须为原件或复印件的公证件，中、英文以外文本还需提

供公证过的翻译件； 

7. 其他可证明自己研究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文件，如发表过的论文目录及摘要、

获奖证书、其他大学硕士以上录取通知书等(如有)。 

第二步： 

网上支付报名费 800 元人民币（报名费一经支付，不予退还）。 

网申提交后，务必及时关注网申系统的审核状态变化及个人邮箱，按要求完

善信息以及补充相关材料。审核一般需要 1 至 2 周时间, 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延

迟。 

第三步： 

网上审核通过后，请于两周内将以下纸质材料寄送或者直接递交至西湖大学

教务与学生事务部，否则视为自动放弃。邮寄地址见第十二条联系方式“西湖大

学教务与学生事务部”。申请材料的寄达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信封上请注明：

2020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材料）。 

1.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入学申请表》原件 2 份，每份粘贴白色背

景证件照（尺寸：35mm x 49mm）1 张，本人签名； 

2. 普通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2 份（有效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后）；  

3. 密封的推荐信（未上传电子版推荐信者）。  

注：无论申请成功与否，以上材料不予退还。 

十、奖学金 

西湖大学新生奖学金： 



7 

 

1. 申请资格：凡被西湖大学录取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均有资格申请。 

2. 奖学金内容和标准：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3 个等级，奖励标准分别

为 20000 元人民币/人、10000 元人民币/人和 5000 元人民币/人。 

3. 申请截止时间及申请流程将由各学院进行通知，申请结果届时可通过西湖大

学官网查询。 

十一、毕业要求 

学生在学习年限内修完并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毕业学分，取得一定

的科研成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英文），通过论文答辩，可申请从该专业毕业。

具体要求将按照《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及《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联系方式  

1. 西湖大学教务与学生事务部（咨询有关申请资格、申请方式、材料提交等） 

电话: +86-(0)571-86886872 

邮箱: admissions@westlake.edu.cn 

网址: www.westlake.edu.cn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云栖小镇石龙山街 18 号 5 号楼 309-311 室 

邮编: 310024 

 

2. 西湖大学国际合作部（咨询有关学生签证和保险事宜等） 

电话: +86-(0)571-86599097 

邮箱: oia@westlake.edu.cn 

网址: www.westlake.edu.cn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云栖小镇石龙山街 18 号 5 号楼 413-415 室 

邮编: 3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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