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RU - 萨塞克斯大学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创造未来



加入国际顶尖研究中心，学习
科学政策的制定、技术和创新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隶属英国萨塞
克斯大学，毗邻布莱顿市。中心
拥有众多科学政策、技术和创新
领域的知名学者，提供多个硕
士和博士项目。中心由克里斯多
夫·弗里曼于1966年创建，至今
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我
们始终关注前沿课题，致力于问
题导向型研究，坚持启发式教
学。中心现已跻身世界十大科学
与技术智库，在创新研究上的影
响力排名仅次于哈佛大学*。 我
们欢迎世界各国的杰出学者加入
中心，与我们共同学习和工作。

我们秉承科学政策研究中心和萨
塞克斯大学跨学科研究的优良传
统，吸纳社会和自然科学、工程
和人文领域的真知灼见，致力于
交叉领域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影
响并不局限于象牙塔之内，我们
还与决策者、利益相关方、媒体
和公民合作，基于实际情况提出
观点和建议，确保创新和变革能
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

* 政策研究杂志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733312000698

    
中心负责人约翰·肖特致辞



学习生活

中心的硕士和博士来自世界各地，这些未
来的专业人士将在课程中获取知识和技
巧，更好地分析、引导政策，管理公共机
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内的科技变革。我
们的课程将使学生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未
来。
萨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中心是科学、技术
和创新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机构，拥
有授课型硕士、研究型硕士和博士项目，
欢迎世界各国的优秀学子申请。硕士阶段
的教学以小班授课和研讨会为主，具有高
度的互动性，提倡分享知识、发挥创意、
积极辩论和辩证思考。学生常常会在讲课
结束后继续热烈的讨论。
学生将学习制定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政
策，以适应创新领域的高速发展，管理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
可持续能源服务。我们的学生专业背景各
不相同，但都卓尔不群，致力于在其专业
领域内有所建树。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
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希望解决当今社会
面临的严峻挑战。
希望了解更多信息？我们的课程设置、申
请流程和费用信息均可在网上查阅。学生
还可申请萨塞克斯大学校级奖学金等多种
奖学金项目 。
详见 www.sussex.ac.uk/spru/study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可持续能源政策

可持续能源政策硕士课程主要研究气候和
能源政策中复杂交错的科学、技术、经济
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向低碳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机遇、
挑战和限制性因素。

创新型可持续国际发展

创新型可持续国际发展硕士课程主要研究
如何制定政策和战略，以综合运用“正确”
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
政府部门和企业，都需要这一领域的人才
来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和方法以实现可持
续的包容性增长 。

科学和技术政策

萨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中心的科学和技术
政策硕士课程历史悠久，能够带领学生全
面认识这一领域，很多优秀毕业生成为了
政府部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决策人
员。课程将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观察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并为学生在语言、逻辑和
政策分析工具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

创新和项目管理

创新和项目管理硕士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适
应全球化竞争环境的能力，帮助他们成为
创新和技术主导产业以及项目主导机构的
领导者。创新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创新型
企业和政府部门需要懂得项目管理的人
才。学生将在这里学习有效管理创新型项
目的技能，以及在项目和复杂的商业环境
中取得成功所需的领导、管理和创新能
力。

技术和创新管理

技术和创新管理硕士课程帮助学生系统地
了解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的
增长。技术和创新管理是成功的关键因
素，萨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中心是创新管
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领导者。该项目培养
学生改善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与供应商、客
户之间创新管理的能力。



“我选择科学政策研究中心的可持续能源政
策硕士课程，因为我不仅想从传统经济学
的视角来研究可持续能源政策，还希望从
创新的角度来探索这一问题。我对转型管
理理论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中心是最理想
的学习之所，因为这里好几位老师在这个
领域都有很权威的专著。”
胜政滨口，可持续能源政策硕士，现任日
本国际合作署总务处副处长

“我在本科阶段学习了国际经济专业，毕业
后攻读中心的可持续国际发展改革硕士，
希望学习可持续发展改革领域不同学科的
最新知识。我希望成为国际发展方面的专
家，帮助我的祖国乌克兰制定发展政策。
这里的学术氛围很好，学生来自世界各
地，是很好的学习之所。”
阿列克谢·睿步勤，创新型可持续国际发
展硕士

“中心的科学和技术政策硕士课程非常出
色。老师十分敬业、充满激情，为学生打
开了通往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大门。我
在中心学到的知识、积累的人脉资源，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职业道路。”
罗伯·道布尔迪，研究中心校友，剑桥大
学科学和政策中心执行理事

“在这里学习技术和创新管理硕士课程是
一段很棒的经历。同学们都很友好，我们
在课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练习，非常
有趣。老师常常鼓励我们，随时都愿意为
我们提供帮助。” 
里沙·米斯拉，技术和创新管理硕士，现
任蓝海市场情报经理 

“经历了中心教授的指导和专业知识的学习
后，可以说创新和项目管理课程帮助我更
自信地在企业中成长。现在我可以将在课
程中学习到的技巧运用到工作当中。这门
专业的课程设计覆盖面很广，譬如项目管
理、知识产权管理，它们给我提供了很好
的视角。同时，案例分析和报告的撰写也
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米兰·兰和 电子市场项目经理（市场研究
及咨询服务），印度



如果你对更高层次的研究型项目感兴
趣，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攻读博士学
位：
• 硕博连读，包含本中心授课型硕士和博
士项目的学位，学制一般为4年。
•  仅包含博士项目的学位，申请者需具
备相关领域当中与本中心硕士学位相当
的研究经历，学制一般为3年。

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中有来自各自领域的
世界知名的专家。学生将与导师一起工
作，参与最新的课题研究，这也是他们
学术训练的组成部分。我们采用问题导
向型的教学方式。我们还制定了一项新
的策略，旨在探索并引导政策领域的研
究方向，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针对重要变
革提供观点和建议，以期产生积极的社
会效应。我们的学生将有机会参与制定
新的研究计划。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
创新研究领域的前沿，几乎涉足所有创新
研究、政策及相关课题，并做出了巨大贡
献。这里研究水平高、老师的支持力度
大、氛围宽松，是最适合进行科研工作的
地方。在我看来，中心的声誉名副其实。
我对在这里的研究生活非常满意。”
查克斯·丹尼尔斯，博士生

 
“来这里读博士之前，我就了解到中心是科
学和技术政策研究以及创新经济学领域最
好的机构。来到这里，我发现一切都超出
了我的预期。我在这里打下了定性和定量
研究的坚实基础，此外，还能接触到老师
的高水平研究工作。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起，我就很有归属感，而且认识了很多朋
友，毕业后依然保持联系。”
卡埃塔诺·派纳博士，毕业于科学政策研
究中心，现为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经
济学院研究员

博士研究项目



学习生活体验

教学
“萨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中心与中国和远
东地区在教学和研究中一直保持着密切合
作，为硕士和博士生提供了国际化的学习
环境。现在，对技术和创新管理、可持
续能源和创新政策发展应用的需求日益
增长，我们能够提供这些领域最优秀的教
学。中心是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最有影
响力的智库之一，研究人员参与世界各国
的政策制定工作，学生也能从中受益。我
们教授的知识与技能将帮助学生成长为科
学、创新和技术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和领
导者。很多毕业生现已在世界各国企业、
学术和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我
们的校友不断增加，成为决定未来科学和
技术格局的重要力量。”
普奥·唐，研究中心教学部负责人

授课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将享有：
• 与众多领域专家的交流机会
我们的教师都是各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在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管理和政策方面提
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 工作经历
学生有机会到政策制定机构、企业、政府
部门、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研
究，完成学位论文。
• 各种学习和交流机会
我们鼓励交流、合作和创新。学生将获邀
参加中心每周举办的研讨会，积极参与各
种会议和讨论。学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工
作，有机会了解并参与中心的研究课题。
• 一流的设施
中心位于刚刚落成、造价3000万英镑的教
学楼内，地处萨塞克斯校园中心地带。校
园风景秀丽，毗邻南丘牧场国家公园，离
热闹的布赖顿-霍夫仅有几英里。中心隶属
商业管理和经济学院，因此学生将有机会
结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中心与
世界知名的英国发展研究所合作密切，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 真正跨学科研究环境的体验
中心致力于问题导向型研究，因此学生将
能接触不同学科中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也
是中心的独特风格，即包括学科内和跨学
科研究、经验性研究，关注新的分析工
具、理论框架和政策方法的发展。



开创性研究

我们希望解决实际问题，从理论层面更深
刻地理解创新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我们的
研究主要针对日益紧迫的全球政策议程，
包括未来的工业政策、包容性经济增长、
科学专业知识和融资策略、能源政策、安
全问题、企业家相关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具
有可持续性的未来。

中心隶属于商业管理和经济学院，享有较
高的国际声誉，对提高萨塞克斯大学知名
度做出重要贡献。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所
有的教学项目均以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为依
托。



奥巴马总统曾宣布“要恢复科学应有的地
位”，习近平主席也曾要求发展“中国特色
的创新”，这反映了领导人对科学和技术
的关注，也使制定高效政策成为各国的首
要任务。从气候变化到网络安全，从食品
技术到水力压裂技术，科学、政治和社会
学交叉地带争论不断，而这些都需要科学
的建议。
我们世界一流的研究工作有助于引导决策
者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以确定科学和创新
政策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使他们在不确定
性和争议中保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用历史
的眼光来解读科学、技术决策对社会的影
响。
另外一项重要课题是生化武器管理和政
策。该哈佛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共建项目
已持续了25年，项目从技术角度探讨冲突
和脆弱性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挑战。欧
洲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再加上气候
变化、贫穷和武装冲突扩散等全球性问
题，通过引导经济成长以及推动创新以实
现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挑战迫在眉
睫。
中心研究领域众多，创新经济学历来是重
点课题，为创新政策、发展政策和能源政
策等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性研究工具。中心
培养了很多创新经济学专家，并且一直走
在企业资产增长和产业动态机制分析的前
沿。中心致力于发展创新经济学理论，同
时改善传统经济学基础，推动进化经济学
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希望探究创新
型企业和工业体系的结构与动态机制，掌
握企业创新能力的管理方法。我们的研究
重点是加强世界各国的创新和强化产业政
策。

科学、政治和决策

创新经济学和产业政策



如何公平地满足世界各国对水、能源和食
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环境和
子孙后代的利益？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提到
建立可持续的世界，但目前进展还十分缓
慢。我们亟需探索如何同时实现人口增长
和能源可持续性，解决环境恶化和贫穷问
题。
20世界70年代以来，中心一直引导学界探
索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可持续性和发展的
影响。我们的萨塞克斯能源小组也对能源
政策关键领域进行了学术和实践研究。我
们希望帮助各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特别是在水、能源、食物和农业等关键领
域。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各机构、行业和决
策者开发、运用适合的新技术以便取得积
极成效。
除萨塞克斯能源小组外，中心还有三个能
源、可持续性和发展领域的研究机构：创
新和能源需求研究中心，实现可持续性的
社会、技术和环境策略研究中心（与发展
研究所共建）以及联接网络中心。

谷歌、苹果等高增长企业往往通过创新而
创造价值、实现增长。同时，创新又会影
响现有的产业结构，要求企业做出相应改
变。创新及其效益并不会轻易或自动产
生。它需要管理，而且需要与标准管理方
式不同的知识技能。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懂得如何
有效管理技术和创新成为致胜的关键因
素。中心是创新管理研究和教学的领导机
构。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各种机构内部及其
交叉地带的创新，研发和推广各种工具，
来改善机构内部、机构与供应商和客户之
间的创新管理。
我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技术策略、新
技术企业、复杂体系和产品、高增长新兴
企业、商业模型创新、基础设施、医疗保
健、生物制药和服务、知识及知识产权管
理。中心的一大优势是关注技术改革的方
向（而非局限于其速度和影响），理解
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的方式及其管理策
略。

能源、可持续性和发展

技术和创新管理



中心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我们的毕业生
就职于政府部门、企业、国际组织、非营
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研究所，如空中客车
等跨国公司、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政府部
门和民间组织。也有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
业。一些毕业生留在中心任教、从事研究
工作，或成为访问学者。这表明我们的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非常成功。

当今社会，工作经历和专业技能变得越来
越重要，萨塞克斯大学为就业提供支持，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也为学生创造各种各样
的机会。雇主对我们的学生评价都非常
高。

“这个中心的学生既能解决影响劳斯莱斯
技术研发的实际问题，也能应对使用不同
商业模型和评价策略时遇到的挑战，这使
我非常惊讶……这个项目证明，通过与贵
中心合作，我们将得到更多人才。”
劳斯莱斯技术管理部负责人

“这个项目研究的课题非常复杂，但是学
生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最核心的问题，他们
组成团队，分工明确，以极高的热情投入
项目。他们在各时间节点取得了相应进
展，这表明整个团队都投入了很多精力，
与他们合作非常愉快。” 
斗山巴布科克公司

毕业去向 



进一步了解萨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
中心和商业管理和经济学院 

电子邮件地址  spru@sussex.ac.uk  
电话 + 44 (0)1273 873398  
www.sussex.ac.uk/spru 
www.sussex.ac.uk/bmec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商业管理和经济学院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