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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迪大学社科学院的能源、石油和矿产法律及政策中心（能源矿产中心）是在国际商务和自
然资源和能源法律及政策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生院。

				我们对研究、教学和咨询采取交叉学科的方式，对政府、商业和社区如何运作，提供独到的
视角。为今日之专业人士提供迎接明日挑战的能力。

				能源矿产中心与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NGOs)	以及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并与产业界保持合作伙伴关系。	

				中心是在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研究及研究生教学方面的领导者。目前有近八百名来自六十多个
国家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和博士生学位。中心为国际机构、政府和跨国公司提供广泛的专业发展培
训和咨询服务。

				能源和自然资源领域的教育从来都没有像比今天这样更重要。全球范围内密集能源使用的两
难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能源矿产中心，我们鼓励学生与教师肩并肩应
对挑战，共同开发可持续的，负责任的能源管理技术。我们不断地调整在法律、经济和管理方面

的课程，以适应每个新时代学生的需要，并且不断地以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充实课程。
--中心主任	彼得卡梅伦教授

能源革命，改变生活

能源学会以及特许仲裁学会都认可邓迪大学能石矿法政中心所提供的相关学位和专业培训。

中心主任彼得卡梅伦教授与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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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能源研究专业硕士学位

				能源研究的专业硕士项目在课程内容、设计和
授课方式方面均是独特的。该课程着眼于培养学生
从经济方面来理解全球能源行业及其面临的重大挑
战，同时又汲取其他领域如法律、金融和管理方面
的知识。该课程旨在培育学生分析和解决国际能源
行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能力，并不限于有经济学
背景的学生。	

				在能源矿产中心，学生可以选择40多门课程，
由我们全职教师和全球教师授课。所有全职学生在
正式学习核心课和选修课前，均接受两个星期的集
约式课程，覆盖法律、经济、管理、金融、石油生
产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方法。

远程教学

				能源、石油和矿产法律及政策中心学位课程
的设置都与能源和自然资源工业部门的发展相
关。我们与主要的能源和资源部门共同合作开发
这个课程，使你掌握必要的技能去应对当今影响
这些部门的压力。	

				学习能源、石油和矿产法律及政策中心的远
程课程，你可以不必放弃目前的专职工作，以自
己的学习节奏而获得有价值的学位。

专业法律学位LLM	(法学硕士)	
    

    能源矿产中心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课程非常独
特，该课程对从监管框架、交易模式到基本商业的
技能都采取概念化教育模式，结合以具体的专业方
向，提供一系列广泛的选修课。这种灵活性使得学
生可以通过特定的选修课，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同时又得到核心理论框架以及在法律专业学位
框架内国际商法的理论支持。	

矿产课程

				与该领域其他的研究生课程不同，该中心设
立的矿产课程聚焦采矿业相关的法律、政策及经
济管理问题，而非纯粹的技术层面问题。同时，
我们与工业界、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等各攸关
方--例如力拓公司(Rio Tinto plc)、英美资源集团
(Anglo American)	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ICMM)
、以及联合国部门的密切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该
课程。

				该课程提供专业培训与在法律、管理和经济
部门工作的专家接触的机会。

				教学工作由来自校内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业内资深人士承担。

博士项目

				我们的博士项目刻意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
和学习理念，为新一代分析师应对能矿工业的多
层面挑战做好准备。博士项目是中心整体研究和
培训活动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博士研究涉及与能
矿工业（能源、石油和采矿）法律、经济、监管
的不同方面，并且经常是多学科的。	

				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心在可再生能源法
律和政策和气候变化问题方面也有增长的研究兴
趣。

www.cepmlp.org

资源商务和管理硕士学位	

				中心的商务和管理硕士学位对了解公共和私人
部门以及国际、国内层面社区关系提供独特的视
角。中心提供的一系列结合能源和资源行业具体情
况的课程，使得学生可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同时又发展他们的技能和专业能力以利于他们今后
在这一以不断创新为特征的行业能够脱颖而出。	



LLM(法学硕士)课程

12个月校内： 国际能源法与政策 LLM

(一月份和九月份入学）	 国际矿产法与政策 LLM

国际自然资源法与政策 LLM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法与政策 LLM

国际石油税收与金融 LLM

水法 LLM

远程教育： 国际能源法与政策 LLM

(24-60个月学习） 国际矿产法与政策 LLM

国际自然资源法与政策 LLM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法与政策 LLM

国际石油税收与金融 LLM

理学硕士(MSc)和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12个月校内：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管理 MSc

(一月份和九月份入学）	 国际矿产资源管理 MSc

能源工业管理 MSc

远程教育： 国际矿产资源管理 MBA

(24-60个月学习）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管理 MBA

理学硕士MSc 
12个月校内： 国际能源研究：能源与环境

(一月份和九月份入学）	 国际能源研究：能源经济	

国际能源研究：能源金融

国际能源研究：能源政策

国际能源研究：石油和天然气经济学

能源金融学双学位（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合作，九月份入学)

远程教育： 国际能源研究：无专业区分

(24-60个月学习）

                            
             

能源矿产中心研究生学位

www.cepmlp.org



CEPMLP Experience                           

课外活动	

		在邓迪大学能源矿产中心学习，除了获得一流的学位，还有机会：
 
 - 每月出席石油俱乐部的报告及宴会
 - 参加学生社团–能源学会；AIPN,石油工程师学会
 - 每星期出席特邀主讲人的活动
 - 参与社交活动	
 - 参加工业界的实地考察

    
				能源矿产中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我们在教育、研究和咨询方面采用交叉学科
方式，赋予我们关于政府和商业如何运作一个独特视角。我们提供灵活的课程并由领域中的精英人士授
课，课程结合中心专业人士的学术研究，并持续更新。能源矿产中心体验包括课外活动、丰富的全球师
资和学术交换机会。

www.cepmlp.org

The CEPMLP Experience                                                     能源矿产中心体验

专业发展及培训	

www.cepmlp.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

				我们中心的专业培训研讨会，由极富经验的专家和工业领袖主讲，由来自自然资源和能源公司、金
融机构、法律、会计和咨询部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这样就创造
了一个世界范围内实际和网络互动的平台。这些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的研讨会包括谈判技巧，石油法
规和执照，管理合同和协议，仲裁纠纷管理技巧等。

				我们的综合性校内培训，远程学习和集约式研究生课程注重持续专业发展，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
的学习和发展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作为能石矿法政中心的专业培训学员，你可以参加能石矿法
政中心与自己职业发展相关的国际研究生团体。	

				我选择到邓迪大学能源矿产中心学习，因为她享誉全球。对我来说，能源矿产中心
充满创新的教学和研究方式给我带来了丰富的学习体验。毫无疑问，这里是一个能让人
扩大知识面，增加知识纵深的好地方。

				作为国际学生，在邓迪这个城市生活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邓迪的当地人非常友
好，邓迪大学里也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全球社区文化。这里
的环境既安全又友好！

      -- Cosmos Nwedu, 来自尼日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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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研究	

优质研究	 - www.cepmlp.org/research/researchcasestudies

				中心结合经济，金融，法律和政策问题，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法律政策有研究任务的学术教职员工和
高年级研究生中提倡独特的以研究为主导的文化。近年来，该研究的焦点转到了与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
问题以及当前社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可持续性问题上产生的潜在冲突。我们研究的总目标是要达到原
创、卓越并激发有价值的讨论。

				目前大量的国际研究项目都与世界银行，欧盟及英国研究理事会合作。

www.cepmlp.org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和非洲产油国的经济发展：	2016-
2018 
				这项研究获得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DFID)和经济和
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将近一百万英镑的经费支持。
该研究项目由公开大学和能源矿产中心共同合作展开。

能源矿业资源中心：2015	-	2019 
				能源矿产业资源中心是一个为新型资源国家的决策者
设计的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旨在为整个能源矿产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的资源管理者提供高质量的，基于用户需求的
资料，世界级的专家咨询服务和个性化的支持。
- https://extractiveshub.org/

欧洲可持续原材料战略对话(STRADE):	2016	-	2018	
				该项目旨在研究欧洲原材料供应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原材料的供应源既有欧洲国家也有非欧
洲国家。 

能源矿业通鉴：2010	-	2015
				2010年，能源矿产中心获得一笔一百万美元的基金，用于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开采能源矿产资源
活动中的各种良好的惯例做法。这项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库-能源矿业通鉴，该通鉴分
析和总结了国际能源矿业主要活动中的良好惯例，被广泛阅读和引用。2015年，世界银行又进一步提供
经费，用于对该数据库进行更新,并且整理出版以此为基础的书籍。 
- www.eisourcebook.org



                            
             

能源矿产中心团队 

能源矿产中心的学者们致力于激励和教育学生。他们独特的教学方式来自对科研，咨询活
动和教学的均衡。他们的咨询服务所获得的反馈作为实用知识反过来丰富了他们的教学。

Professor Peter Cameron
中心主任，国际能源法政策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能源投资法

Dr Ana Elizabeth Bastida
矿业法副教授
研究方向：采掘业及可持续发展	

Dr Ariel Bergmann
能源经济学讲师
研究方向：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选择实验
和环境

Stephen Dow
能源法副教授/LLM课程主任	
研究方向：电力和天然气工业的开放和私有化	

Dr Janet Xuanli Liao
国际关系和能源安全副教授
研究方向：外交和安全	-	能源，环境和气候
变化

Dr Xiaoyi Mu
能源经济学准教授，能源研究硕士课程主任
研究方向：石油经济学，电能经济学和法规规
范

Dr Sergei Vinogradov
国际法副教授
研究方向：	自然资源、环境和能源国际法	

Janeth Warden-Fernandez
教学主任/远程教学课程主任
研究方向：	矿产法、公司社会责任和地方社区

Professor Pieter H F Bekker 
国际法教授
研究方向：公共国际公法，尤其是国际投资法
和仲裁和海洋法

www.cepmlp.org

Dr Manny Macatangay
能源经济学讲师
研究方向：	电力和天然气商品的金融工具，可
持续能源优化组合，能源市场竞争和规范，资
源富有国的发展政策，跨境水体的国际条约。	

研究项目团队：

Rose Wang
项目经理

能源矿产业资源中心项目
2015-2019

Gokce Mete
研究员

能源矿产业资源中心项目
2015-2019

Professor Volker Roeben
能源法和国际规范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和欧盟能源法，国际能源规范

Professor Raphael Heffron
国际能源法和可持续发展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能源法和政策；可持续及公平
公正的低炭能源转型过渡



    
				邓迪大学以其在法律、科学、医药、工
程和艺术跨学科的教职人才而为世界知名。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它前景光明，生机
盎然，不断地致力于在已有成绩基础上投资新
的设施，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并发展新的教学模
式。	

                           
             

    
				邓迪大学坐落在历史名城邓迪市中心，位于苏
格兰东北泰河之滨。西边山湖辉映，东边海岸绵
延，周围景色秀丽。邓迪交通便利，通达爱丁堡，
伦敦及欧洲各地。

				邓迪市再次被评为世界七大“智慧城市”之一
	 	 	 --	美国“智囊”智慧社区论坛	

				“政府、企业界、投资商、银行、监管者都需要能够真正理解能源行业所面临挑战
的人才。年轻人有机会加入到这样一个正在成长的工业。我们需要能源，我们需要更多

的能源，我们现在就需要！。”	

Stephen Dow, 能源矿产中心能源法讲师

联系方式	 

研究生学位 - cepmlp@dundee.ac.uk 
专业培训 - c.seminars@dundee.ac.uk
远程学习课程 - DL-socialsciences@dundee.ac.uk

电话: +44 (0) 1382 384300
传真: +44 (0) 1382 385854

www.cepmlp.org

邓迪与能源矿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