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邮电大学学生国境外交流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作模式 合作层次 学分/学位 申请时间 专业 

1 

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

府奖学金项目 一个月 本科 转学分 每年 11 月申请，次年 7月派出 

专业要求需满足各项目可交流专业

的相关专业条件 

2 

苏—安大略省大学生交流

项目（简称 OJS项目） 一学年 本科 转学分 每年 11 月申请，次年 8月派出 

专业要求需满足加方可交流专业的

相关专业条件 

3 

江苏大学生赴美国大学学

年交流项目 

一学年或一学

期  本科 转学分 每年 11 月申请，次年 8月派出 

商科、工程、计算机、新闻、法律、

航空航天、艺术与设计、信息安全等

各个门类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中国人才奖学金项目 一学年 本科 转学分 每年 1月申请，7月派出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物联网工程、网络工程、生物医学工

程、数字媒体艺术、动画、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经济学、国际贸易、教育技术 

5 

江苏大学生赴海外文化交

流项目 暑期 2-3周 本科 无 

每年 12 月-3月报名，7月初至

8月下旬分批派出 不限 

6 

美国代顿大学本科生交流

项目 一学期 本科 转学分 每年 9月申请，次年 1月派出 商科、理工类 



7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

分校本科生交流项目 一学期 本科 转学分 

春季学期：每年 10月申请，次

年 1 月派出； 

秋季学期：每年 4月申请，次

年 8 月派出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安

全、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 

8 

台湾世新大学本科生交流

项目 一学期/2周 本科 转学分/无 

春季学期：每年 11月申请，次

年 2 月派出；秋季学期：每年

4月申请，7月派出；短期研修

寒假班每年 11月申请，次年 1

月派出；暑假班每年 4月申请，

7月派出 

传播学、新闻学、企业管理、财务管

理、行政管理、社会心理、英语、日

语、数位多媒体设计等 

9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 2学年 本科 双学位 

每年 12 月-次年 1 月申请，次年

9 月派出 

专业需满足美方院校可交流专业的

相关专业条件 

10 

日本上智大学本科生交流

项目 

一学期或一学

年 本科 转学分 

春季学期：每年 12月申请，次

年 4月派出；秋季学期：每年 2

月申请，9月入学 日语 

11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交流

项目 一学期/一学年 本科/研究生 

转学分/双硕

士 

春季学期：每年 10月申请，次

年 1 月派出； 

秋季学期：每年 4月申请，次

年 8 月派出 管理学院相关专业 

1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暑期项目 暑期交流（4周） 本科生 转学分 每年 12 月申请，次年 7月派出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计算机学院、经济学院、管

理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外国语学

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相关专业 



13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

分校暑期项目 暑期交流（5周） 本科生 转学分 每年 3月申请，7月派出 不限 

14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假期交

流项目 

寒暑假交流

（1-6 周） 本科 

结业证书或

转学分 

寒假每年 10月申请，次年 1 月

派出；暑假班 4月申请，7月

派出 

工程与计算机科学、英语、艺术与科

学、市政管理等 

15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

分校交流项目 2周 本科和研究生 

结课证书（无

学分） 

每年 3月申请，6月派出；或

每年 9月申请，12月派出 管理学院相关专业 

16 

美国波莫那州立理工大学

国际学生领导力项目 2-3周 本科 结课证书 

每年 3月申请，7月派出；或

每年 10 月申请，次年 1月派出 不限 

17 香港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暑期交流 本科 结课证书 每年 5月申请，7月派出 不限 

18 日本早稻田大学交流项目 

暑期交流/联合

培养 本科/研究生 待定 

暑期项目：每年 3月申请，7 月

派出；研究生培养项目：每年 3

月申请、8月派出；10月申请，

次年 2月派出 

光电工程学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

院、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等相关

专业 

19 

法国雷恩商学院本硕衔接

项目 3+2 本科 

中方学士，

衔接法方硕

士 每年 3月申请，9月派出 不限于经管类专业 

20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

学院本硕衔接项目 3+1+硕士 本科 

中方学士，

衔接美方硕

士 每年 2月申请，9月派出 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相关专业 

21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双

硕士学位项目 1+1 研究生 双硕士 每年 10 月申请，次年 9月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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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英国阿斯顿大学双硕士学

位项目 1+1 研究生 双硕士 每年 10 月申请，次年 9月派出 通信系统、无线通信及网络 

23 

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

双学位项目 3+2/1+2 研究生 双学位 每年 3月申请，9月派出 信息系统、电子嵌入式系统 

24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双

学位项目 学生交流 研究生 双博士 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安排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物联网学院相

关专业 

25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培养研

究生项目 

联合培养研究

生 研究生 中方学位 每年 5月申请 理学院相关专业 

 

 

备注：1、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的具体通知为准，敬请关注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处/各相关学院通知。 

      2、 国际处网址：http://exchange.njupt.edu.cn/；  国际处微信号：NUPT-STUDY-ABROAD 

 

 

有出国境意向的同学，请提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 提前了解出国境交流项目； 

2、 提前到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因私护照（赴台湾交流的学生除外）； 

3、 多数交流项目对英语水平有一定要求，应提前准备英语雅思和托福考试； 

4、 长期访学（一学期以上）或修读学位项目，应提前做好学业规划，选好修读课程，以便回国境后顺利办理学分转换等手续。 

5、国境外留学学费、生活费较高，应提前做好资金准备。 

 

http://exchange.nj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