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里大学学籍

在线申请表填写指南



注意事项：

• 带 * 部分为必填区域，请认真填写完整,表格填写过程中，
可点击表格后方 标识，查看更详细的填写要求;

• 注册前请先完整阅读此操作指南，复制学院网站通知中的
链接至浏览器，使用原始英文页面进行注册，不要将网页
翻译成中文；

• 推荐使用Edge、谷歌、火狐浏览器、不建议使用360或
Safari浏览器，建议在网络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使用电脑进
行注册，手机、平板电脑出现的问题较多，注册过程不能
中断，需按顺序进行，不能返回上一步，否则可能会导致
注册失败且填写过的邮箱无法再次使用；

• 请仔细核对填写内容，确保个人信息准确无误，否则将影
响学籍及后续学习。



第一步：点击NEW USER版块中Create an Account来创建一个账户，这将
生成一个新的申请流程 （请根据专业选择注册地址，仔细核对页面显示专业，
以免注册错误的学籍。下图仅以ITM专业为例）



将新用户信息(New User Details)必填部分填写完整，姓名信息使用汉语拼音填写。

请务必保证在线申请表格所有信息准确无误，个人信息若填写错误，学生本人无
法修改，需要学生自行联系萨里大学解决。姓名（Surname/Family：姓，Given
Name/Forenames：名）、性别和出生日期等信息务必与护照或身份证信息一致。

邮箱和密码将作为学生第二学年注册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请务必牢记并确保邮
箱一直可以正常使用！点击Proceed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将个人信息(Personal Details)必填部分填写完整 (无*部分内容可
不必填写)，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完成国籍及出生地信息(Residency and Fee Status) ，点击Next进
入下一步 (可参考图片填写)



第四步：完成家庭住址 (Permanent Home Address)信息和通讯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的相关信息，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第五步：完成学历认证信息（ACADEMIC QUALIFICATIONS）及英语水平掌握
情况的相关信息，点击Next 进入下一步。（可参照图片填写，无*部分内容
可不必填写）



第六步：将工作经历(EMPLOYMENT/WORK EXPERIENCE) 信息填写完整
（如没有可不填写），点击Next 进入下一步



第七步：选择出资情况(FUNDING) ，点击Next 进入下一步



第八步：上传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 ，点击Next 进入下一步

*个人陈述示例如下，请在word文档中用英文简要注明：姓名、学号、专业
即可，word文档名以“Personal Statement-姓名（汉语拼音）”命名上传。



第九步：填写两位推荐人信息 (REFEREE ONE、REFEREE TWO) ，点击Next 进
入下一步

*REFEREE ONE: DAI Chen                    *REFEREE TWO: LI Rongrong
*Institution: SII-DUFE                           *Job title: Student Affairs Officer     
*Address：Lijin Building, No.217, Jianshan Street, Shahekou District
*Email address: daichen0924@dufe.edu.cn; lirongrong@dufe.edu.cn



第十步：请选择“I Agree”，并点击Submit提交申请



请按照系统提示，等待萨里大学的邮件完成后续流程：

• 激活Surrey Self-Service
• 接受offer
• 完成在线注册

• 激活IT Accounts

提交成功后，系统界面显示如下。至此，你已经完成了在
线申请部分的内容。



1. 激活Surrey Self-Service
第一步：成功提交在线申请后，萨里大学将向学生申请时填写的邮箱中
发送萨里大学学号等信息。请按照邮件提示，等待24小时后再点击链接，
进行账户激活。（账户激活功能限时开放，请务必尽快完成激活）

学生若成功提交在线申请一段时间后仍未接收到邮件，请自查垃圾邮件、订阅邮
件等其他文件夹中的邮件，或自查邮箱是否设置了拦截功能

。



第二步：点击邮件中的链接，进入Surrey Self-Service界面后，点击最下
方右侧的【 Activate your account】按钮进行账户激活



第三步：输入萨里大学学号和出生日期，点击Go进入下一步，按照系统

提示设置登录密码即可。（请输入萨里学号非东财学号，萨里学号可通过萨里
大学发送的邮件查找到；出生日期需与注册时填写一致，上述两项任一信息有误
将无法登录）
非常重要：Surrey Self-Service是学生常用系统，请务必牢记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若忘记用户名或密码导致无法正常登录系统，需要学生本人自行拨打国际长途电
话联系英国萨里大学技术人员解决



图左为成功提交在线
申 请 后 Self-Service
中的界面（以2021级
ITM专业学生为例）。
Decision的状态显示
[Pending]表明学生学

籍申请已提交成功，
萨里大学正在审核中，
请耐心等待offer即可。

第四步：密码设置成功后，再次登录时需输入username和password，点击
【 Log in】按钮完成登录。



2. 接受offer  
第一步：学生提交的在线申请需要经过萨里大学审核，审核时间较长，
请耐心等待。审核通过后萨里大学将向学生申请时填写的邮箱中发送申
请结果。收到邮件后，请尽快登录Surrey Self-Service查看，确认offer 
letter中的信息是否准确，完成接受offer的操作。



第二步：登录Surrey Self-Service，选择Applications界面，此时系统中Decision
状态将更新为Unconditional Offer。先点击【View offer letter】，确认offer 
letter中的申请信息无误后，再点击【Respond to offer】，选择接受offer。
*请仔细确认申请专业与申请学年信息，下图仅以工商管理专业学生2020/2021学年
申请信息为例
若发现申请信息有误，不要进行系统操作，请及时联系：sii_registry@dufe.edu.cn



第三步：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Response 处的下拉选项，选择接受offer，
点击Next。



第四步：offer接受成功后，返回申请界面，Response的状态会更新为
[Firmly accepted]。然后，请点击右侧【Confirm fee status】按钮，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完成此项信息填写。



3. 完成在线注册
第一步：完成上述接受offer的全部操作，等待24-48小时后，登录Surrey 
Self-Service，点击【Registration】按钮完成在线注册。（【Registration】
按钮生成或有延迟，请耐心等待。）
在线注册注意事项请关注：https://welcome.surrey.ac.uk/before-you-arrive/pre-
registration



第二步：依次点击界面右侧的【start】按钮，填写所有信息，直到系统
显示：You are registered



4. 激活IT Services
完成上述在线注册的全部操作，等待24-48小时后，方可激活IT Services，
操作方法请参考视频教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wODY3MjczMg==.html?
（Password: SIIDUFE2020）

有关IT账号设置的注意事项请关注：https://welcome.surrey.ac.uk/before-
you-arrive/set-your-it-account

激活成功后，同学们方可使用SurreyLearn 和萨里大学邮箱。



• 在线申请相关问题，如：申请信息填写错误、offer信息有误等，请编辑英文邮件至：
admissions@surrey.ac.uk ，抄送:sii_registry@dufe.edu.cn。同时添加护照或身份证
等能证明身份信息的证件扫描件至附件中，邮件正文须注明SII-DUFE学生、学生姓名、萨
里大学学号、申请专业、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

• 萨里大学系统相关问题，如：未按时激活Self-Service导致账户激活失败、忘记用户名或
密码，重置密码失败导致无法登录Self-Service、IT Services账户的激活与设置问题等，
请编辑英文邮件至：itservicedesk@surrey.ac.uk，抄送:sii_registry@dufe.edu.cn，
如有相关截图请添加至附件中。技术问题也可电话联系英国萨里大学技术人员：
01483689898

• SurreyLearn相关问题，请编辑英文邮件至：surreylearnhelp@surrey.ac.uk，抄送：
a.short@surrey.ac.uk，如有相关截图请添加至附件中。

温馨提示：系统相关问题,如:忘记Surrey Self-Service密码若通过邮件沟通后仍没有得到解
决，此类情况需学生本人拨打英国办公电话（01483689898）寻求帮助，拨号前请准备好
username等信息进行身份验证。拨打国际长途，移动电话需开通国际长途业务，号码前需加拨
国际长途代码及英国国家代码。请考虑时差，于英国工作日时间拨打电话，避开节假日、午休
等非办公时间，否则可能无人接听。

sii_registry@dufe.edu.cn为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教务办公室官方邮
箱，请同学们每日查阅邮件，学院将通过此邮箱联系学籍注册过程中出现问
题的同学。注册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先向此邮箱发送邮件咨询。

注册过程中如遇问题请联系相关人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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