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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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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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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民 族

专 业 电 话 Email

硕士期间研究项目

已发表的论文

硕士导师 职 称 所属院系

主要研究领域

申请博士导师 职 称 所属院系

主要研究领域

摘

要

(限 500 字)：

关 键 词（用分号分开，最多 5个）



报告正文

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

（一）项目的立项依据



（二）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四）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五）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一）研究基础



（二）工作条件



（三）申请人简历（学习经历、获奖情况、社会活动等）



MD-PhD
Research Proposal

Project ：

Applicant：

Student Number：

Email ：

Tel：

Supervisor：

Application date：

Zhejiang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Edinburgh Institute



Basic

Info.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Ethnic Group

Major Tel. Email

Master

research

project

Publication

Supervisor Title Institute

Research field

Applying doctoral

supervisor

Title Institute

Research field

Abstract

(500 words at most)：



Key words



1. Project Establishment Basis and Research Content

A. Project Basis



B. Project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key issues to be resolved



C. Proposed research methods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D. Project features and innovations



E. Annual research plan and expected research result

2. Research Basis and Working Condition

A. Research Basis



B. Working Condition



C. Resume (learning experience, awards, social activities, etc.)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在校硕士生硕博连读申请表
联系电话：

姓 名 硕士学号 是否科学学位硕士

在读硕士专业 硕士所在院（系）

申请博士专业 申请博导姓名

是否完成硕士课程 外语水平

定向单位（定向生填写）

个人申请理由（含本人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及硕士论文进展情况，可另附纸）：

本人希望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为社会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硕士导师推荐意见（包括学习情况、科研能力及目前论文进展）：

签名：

年 月 日



硕士就读学院（系）党委审核意见：

党委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硕士就读学院（系）行政审核意见：

行政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博士申请学院（系）党委意见：

党委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博士申请学院（系）行政审核意见：

行政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意见（定向硕士生由所在单位签写）：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复试成绩及备注
学校录取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 随此表需附上由所在学院（系）出具并加盖印章的硕士期间成绩单、外语证书
复印件、两位专家的推荐书等材料（原件）。



Graduate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MD-PhD Application form

Name Student No. Scientific Degree Yes/No

Current Major Institute ZJE

Applying PhD Major Applying Supervisor

Completion of Master

Courses
Yes/No

English Language

level

Reason for Application (including publication, Master dissertation progress and additional paper can be

attached, if needed.)

Supervisor’s comments：

Signature：

Date：



Notes: The master's transcript, copy of foreign language certificate, 2 recommendation
letters 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original) issued and sealed by ZJ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is application form.

Review opinions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where the applicant’s the master programme

is running：

Person in charge (Stamp):

Date:

Opinions of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where the applicant’s the master programme is

running：

Person in charge (Stamp):

Date:

Review opinions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where the applicant is applying a place

for a Doctoral degree：

Person in charge (Stamp):

Date:

Review opinions of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where the applicant is applying a place

for a Doctoral degree：

：

Person in charge (Stamp):

Date:

Opinion of dossier institute ：

Person in charge (Stamp):

Date:

Interview score and notes ZJU admission opinion：

Stamp

Date:



2022 年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博士研究生项目研究计划书

姓名 申请专业和报考导师

一、 学术科研经历（请着重介绍之前的科研经历、成果，建议按所做的项目分段撰写，如有相关已发表的

文章请附上文章索引信息。）

二、 研究计划（请根据科研兴趣或擅长领域内的科学问题进行阐述，须独立完成。原则上应包含拟解决的

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案和预期成果。）

注:1）以上两部分字数合计为 3000 字左右；2）中英文写作均可。



2022ZJE Doctoral Programme Research Plan

Name Major and supervisor applied for

1. Academic Research Experience (Please focus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f there are

relevant published articles, please attach the index information.）

2. Research Plan (Please elaborate the scientific problem of your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includ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the main problems to solve, methodology and expected outcomes.)

Note:. The research plan is expected to be around 3000 words.



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专 家 推 荐 书

考生姓名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以下栏目请推荐人填写：

推荐人姓名 职称 职务

推荐人工作单位

推荐人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您认识考生 年了，您对考生是非常了解 □ ,了解 □ ,一般了解 □, 不了解 □。

您看了考生提供的材料及凭您对考生的了解，您认为该考生提供的材料在本学科是属于（国际领先□，国内

领先□，一般□）水平。您认为该考生是否具有攻读本学科博士学位的能力，是 □，否 □。

请您对考生的业务水平、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潜力等作出评价：（页面不够请加附页）

注：请考生填写好自己的内容后将推荐信及能证明本人能力的材料（如学位论文、论文、专利、参加国际会议等）

一同交给推荐人，并请推荐人将写好的推荐信装入信封后密封并在封口骑缝处签字后交还你。推荐意见必须由

推荐人独自填写。



2022 ZJE Doctoral Program Reference Letter

Applicant:

Name： Major and supervisor to applied for：

Referee:

Name： Institute or Organization： Job Title：

Address： Tel： Academic Email Addres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licant：□Supervisor □Course Instructor □Research Group Member □Other（Please Specify）

Please appraise the applicant from academic motivation, scientific thinking, theoretical background, practical ability,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eamwork skills, etc.

Signature： Date：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 2022 年报考博士研究生申请信息登记表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报考导
师（第一
志愿）

报考专业和专业代码 研究方向

是否应届
毕业生

政治面貌 民族

国籍 籍贯 证件号码

Email 手机

语言成绩

CET 6:

获证日期：

本科毕业
院校、毕
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毕业院校、毕业时
间

雅思/托福/其他

（包括总分和小

分）：

获证日期：

档案所在
单位

档案所在单位通讯地址及邮编
语言成绩
有效期

学
习
和
学
术
研
究
的
简
要
经
历

材料 1. 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计划书（3000 字以内） 有 无/无需



清单 2. 最高学历阶段学习成绩单 有 无/无需

3. 外语证明材料 有 无/无需

4. 能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 有 无/无需

5. “同意报考证明” 有 无/无需

6. 专家推荐信 有 无/无需

7. 最高学历和学位证书 有 无/无需

8. 各类获奖证书 有 无/无需

9. 其他材料 有 无/无需

注：材料清单内容考生不用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