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双硕士学位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拟在研究生层次
进行 1+1 模式双学位合作交流。学生研一时在南京邮电大学学习，在满足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的入学要求后可自愿选择在研一的下学期提出申请，被对方合格录取后，研二赴该校学习一
年，经考核成绩合格，可获得由南京邮电大学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颁发的双硕士学位。我校
与该大学的合作的相关学院有：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
件学院、光电学院。
在英国学习时间：1 年。
所获证书或文凭类型：南京邮电大学、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双硕士文凭。
二、申请流程：
每年 10 月开始国外大学项目申请
每年 3 月至 5 月准备雅思或与其等分的其他英语语言测试
每年 6 月至 7 月准备签证申请材料
每年 7 月至 8 月申请签证
每年 9 月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学习
三、招生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
技术。
四、申请条件：
1. 成绩要求：学生本科阶段的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研一第一学期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
2. 雅思总成绩不低于 6.5 分 ，单项成绩不低于 5.5 分，可直接进入该项目。
雅思总成绩 6.0 分，需在玛丽女王大学参加为期 5 周的学前语言课。
3. 申请网址：www.qmul.ac.uk/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application.
五、项目费用：
1.

项 目 费 大 约

17450

英 镑 。 更 多 信 息 ， 请 查 询 ：

www.quml.ac.uk/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tuitionfees
2. 整体成绩达到 85%的优秀学生将获得 5000 英镑奖学金。
所有其他学生可减免 10%的学费。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朱老师 85866246

英国阿斯顿大学双硕士学位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和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已建立研究生合作培养项目，开展合作办
学并授予双硕士学位。学生第一年需完成南邮通信相关专业的硕士课程。如该生符合阿斯顿
大学的入学条件（包括英语水平测试要求），可以通过南邮推荐后进入阿斯顿大学相关硕士
专业课程学习一年。经考核成绩合格，可获得由南京邮电大学和阿斯顿大学颁发的双硕士学
位。我校与该大学的合作的相关学院有：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
机学院/软件学院、理学院。
在英国学习时间：1 年。
所获证书或文凭类型：南京邮电大学、英国阿斯顿大学双硕士文凭。
二、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获得优良的理工科本科学位成绩 (平均 80 分及以上)。
2.雅思 6.5 分（单向不低于 6.0），或 TOEFL, 总成绩不低于 93 分且各单项成绩满足要求。
雅思总分 6.5 但有单项 5.5 的申请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免去学前语言课程的要求.
雅思不够 6.5 分的申请者，如果学位成绩达到要求也可有条件录取。
根据雅思的分数 (5.5-6.0), 须在开学之前参加 8 周 到 16 周不等的语言培训课。
如至少有一项是 6.0 分, 需参加 8 星期语言课, 7 月底开始。
如至少有一项是 5.5 分, 需参加 12 星期语言课, 6 月底开始。
如至少有一项是 5.0 分, 需参加 16 星期语言课, 6 月初开始。
3.申请材料：本科成绩单英文翻译件（均分 80 以上）、一封英文硕导推荐信、语言成绩。
三、招生专业：
通信系统、无线通信及网络。
四、申请时间：
每年 10 月开始国外大学项目申请
每年 3 月至 5 月准备雅思或与其等分的其他英语语言测试
每年 6 月至 7 月准备签证申请材料
每年 7 月至 8 月申请签证
每年 9 月赴阿斯顿大学学习
五、项目费用：
国际学生学费约 15000 英镑，该项目申请人可享受 15%的学费减免。
（每年有微调，以当年
通知为准）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双学位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和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于 2012 年 6 月签署合作协议，
在研究生层次开展 1+1.5
双硕士学位项目，2013 年开始每年均有学生参加此项目。由于法国工程师硕士学制改为 2
年，2016 年双方签订 1+2 双硕士补充协议。项目主要面向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1+2 模式：在法学习 1.5 年，实习 0.5 年。
研究生第一学年在南邮学习，接下来的两学年在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学习。两年鲁昂高
等工程师学院硕士课程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生须在企业、大学或研发机构参加为期 4-6 个
月的实习。完成在中国和法国的三年硕士学习后，学生将获得南邮的硕士学位和鲁昂高等工
程师学院的硕士学位。
二、申请条件：
信息系统、电子嵌入式系统相关专业的学生。
三、招生专业：
语言要求：雅思 6.0
四、申请时间：
每年 3 月申请，9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2017 年入学的学生，2 年学费共 15300 欧元（每年或有增幅，以通知书为主）
；鲁昂地区的
生活费约 600 欧元/月。
六、咨询联系 ：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研究生院

孔老师 83492352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研究生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和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经友好协商，达成在研究生层次开展学生赴美访学项目。我
校学生参加密苏里州立大学为时 12 个月的集中授课 11 门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学习，顺利完成
学业将获得密苏里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二、申请条件：
1. 相当美国大学本科四年学历以及相应正式成绩单；
2. 我校在校研究生包括 MBA 学生和其他专业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学习期间完成了至少
4 门管理、经济、会计、财务或相关的课程；
3. 我校研究生课程班学生，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班学习期间完成了至少 4 门管理、经济、
会计、财务或相关的课程；
4. 大学期间平均成绩分数换算为 GPA 大于 2.75；
5. 英语达到网考托福 79 分或以上水平，或南京邮电大学组织的外语水平考试达到高级水平
（例如 200 分为满分的考试成绩达到 120 分或以上）
。
6. 200-250 字左右的关于工作经历、学业和事业目标等的英文个人陈述；
7. 英文简历
三、招生专业：
管理学院相关专业。
四、申请时间（以管理学院当年通知为准）
：
春季学期：每年 9 月申请，次年 1 月派出
秋季学期：每年 2 月申请，8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学费以当年通知为准。
六、咨询联系：
管理学院 朱老师 83535864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双博士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与悉尼科技大学建立了双博士联合培养学位项目，旨在为学生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
学习经历，同时促进双方之间的合作，在该项目顺利进展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研究合作范围。
参与该项目的博士生需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进行为期至少一年的研究，独立完成两篇论
文，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功完成该双博士学位的学生将获得两个单独的考试合格证书，
每个学校颁发带单一学校印章的证书各一份，成绩单上体现两个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
二、申请条件：
南京邮电大学在读博士生；
语言要求：托福 80 分（写作 21 分）
。
三、招生专业：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物联网学院相关专业。
四、申请时间：
根据学院、导师、学生意愿灵活安排。
五、项目费用：
悉尼科技大学每年为每位录取生提供 26288 澳元的奖学金，并且为来自南京邮电大学的候选
人购置其在悉尼科技大学学习期间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朱老师 85866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