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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本 科 学 术 互 认 课 程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Curriculum (Undergraduate)), 简 称
ISEC 项目，是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国外
知名高校和国际教育专家共同研发、面向
国内部分本科院校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与国外高校之间的课程互
认、教师互认、标准互认、引进国际先进
课程、教学方法、理念和教学管理机制，
集中资源优势，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国际化开放视野，为学生
提供平等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增强就业
竞争力。

贵阳学院是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
引进“国际本科学术互认课程”项目的全
国少数高校之一，是贵州省教育厅唯一批
准在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土
木工程三个专业进行招生的省内高校。

 
项目采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本

科阶段总计学制一般为四年，分别有 2+2
与 4+0 两种模式。

2+2 模式：

第一阶段（第 1-2 年）：在贵阳学院
完成互认课程、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
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及明辨性思
维能力，熟练运用英语听、说、读、写等
基本技能。

第二阶段：（第 3-4 年）：符合条件
的学生可在第三、四学年自愿申请前往国
外合作院校完成学业符合条件同时获得国
外大学学士学位证书和贵阳学院的本科学
历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4+0 模式：

不出国的项目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贵阳学院完成学业，达到毕业和学位授
予条件，颁发贵阳学院本科学历证书和学
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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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Introduction

 二、人才培养模式
Project Mode



优选项目

ISEC 项 目 是 学 校 优
选的一项国际交流合作项
目。项目利用国家留学基
金委的优势资源，使学生
能够实现出国留学完成本
科学历教育、本硕连读、
出 国 短 期 交 流 等 交 流 合
作；项目适应了贵州省地
方经济、教育发展特点，
优选国外合作高校，较大
程度地降低了海外学习成
本，降低了本科学历教育
和国际交流的入学门槛。

优势专业

项目招生的三个软件
工程、电子信息与技术、
土 木 工 程 专 业 在 社 会 需
求、学科建设、办学条件
等方面都是学校的优势专
业。

     优秀师资

项目教师整合了学校
的优质资源，由骨干教师、
海外留学经历教师、外籍
教师等构成，专业核心课
程教师全部具有留学基金
委 ISEC 授课资质。

 海外体验

项目学生可以申请由国家
留学基金委针对 ISEC 项目派
往境外高校的短期交流、培训、
学历教育，也可通过“千人留
学计划”等其他国际交流合作
项目，申请前往国外合作院校
进行短期交流。

三、项目特色
Why Choose Us



     双语教学

项目引进国际化教学理
念，融合英语强化课程、通
识课程及专业课程体系，包
含明辨性思维导论与训练、
跨文化阅读、国际化课程学
业生存等课程，配套英文教
材，推行双语教学模式。

     小班教学

学生入学后单独成班
进 行 教 学， 每 班 人 数 为
30-40 人。设有专门教室，
多媒体、网络等硬件设施
完备，学习环境、学习条
件较好。

     专业助教

为 帮 助 学 生 克 服 语 言
困 难， 发 展 专 业 能 力，
ISEC 项 目 配 置 专 业 课 助 教

（TUTOR），为学生进行语言、
专业知识等学业辅导。

           奖学金

优秀学生可获得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项目奖学
金等 ; 学生在国外合作院校学习
期间，符合条件的，除可以享受
合作院校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还可享受专门针对 ISEC 项目学
生所提供的新生奖学金和校长国
际奖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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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Unit Name

强化英语 Advanced English

英语口语交流 English Oral Communication

大学学术英语写作 University English Writing Academics

初级日语 Japanese Basis

明辨性思维导论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明辨性思维训练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跨文化阅读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跨文化交流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 Mental Health and Stress Management

国际化课程学习技能 International Course Study Skills

国际化课程学业生存 International Course Academic Skills

个人发展 Personal Development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设置：
                            基础课程：                                                        主要专业课程：

课程名称 Unit Name

微积分 Calculus

计算机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编程技术入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Techniques

算法与数据结构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面向对象编程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计算机组成 Computer Organization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s

编译技术 Compiling Techniques

通信网络 Communication Networks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软件测试 Software Verifi cation,Validation,and 
Testing

软件体系结构 Software Architecture

Hadoop 入门 Introduction to Hadoop

Hadoop 应用开发 Hadoo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数据挖掘原理 Principles of Data Mining

分布式软件系统
原理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Software 
Systems

①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软件工程专业采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系统地培养掌握软件工程学科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当前国

内外软件开发的主流技术、平台和工具，具有作为软件工程师必需的软件分析、设计、测试、维护能力和软件
项目管理能力，以及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主要服务于 IT 行业的高素质、国际化、
应用型信息技术专门人才。

就业和职业发展方向：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能在政府、国防、企事业单位、研究院所、各大软件公司、
大数据产业等从事软件设计、开发、应用与研究工作，大数据分析、挖掘、运营和维护工作；可成为可视化编
程程序员、WEB 应用程序员、软件测试员、系统管理员、网络构建和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大数据分析和维
护人员等。

②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本专业采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外语强化、小班教学模式、实践实训活动等保证培养计划的实施，努

力培养思想品德高尚、具备良好外语交流与写作能力、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良好专业技能，主要服务于土木
工程相关行业，并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高素质工科人才。

就业和职业发展方向：毕业生将具备良好的综合文化素质和国际化开放视野，以及良好的英语口语与写作能
力，能熟练阅读英文资料，掌握土木工程相关力学理论知识和专业课程知识，具备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及工
程项目管理能力，能在房屋建筑、地下建筑、道路桥梁、市政工程、房地产开发等广泛领域从事项目设计、施工、
管理或项目研究等技术性工作，同时成为具备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素质专业技术型人才。

四、专业介绍
Introductions of Majors



课程名称 Unit Name

微积分 Calculus

计算机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编程技术入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Techniques

算法与数据结构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面向对象编程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计算机组成 Computer Organization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s

编译技术 Compiling Techniques

通信网络 Communication Networks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软件测试 Software Verifi cation,Validation,and 
Testing

软件体系结构 Software Architecture

Hadoop 入门 Introduction to Hadoop

Hadoop 应用开发 Hadoo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数据挖掘原理 Principles of Data Mining

分布式软件系统
原理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Software 
Systems

③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采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以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基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主体，

培养学生掌握坚实的数理基础，掌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收到良好的科学素养及严格的科学实
验的训练，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

本专业创建于 2005 年，已经有 7 届毕业生。是校级特色专业，贵州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拥有省高校科技创
新团队——信号与信息处理团队，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电子工程实验中心，以及国家级大学生电子工程校外实践
教育中心及校内实践基地，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学校的奖学金外，本院每年拿出
专项经费，对成绩优秀的同学、以及在各类学科竞赛获奖的同学进行奖励。学生在校期间，有带薪实习的机会。毕业生
就业率达 100%, 工作起薪高于毕业生平均水平。

就业和职业发展方向：学生毕业后，具备对电子信息系统和电子产品等进行设计、测试、维护和管理的基本技能，
以及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可在电子信息技术相关行业，从事各类电子设备、信息系统
等的设计、维护和生产管理等工作，成为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型的电子信息技术类专门人才。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设置：
                            基础课程：                                                     主要专业课程：

课程名称 Unit Name

强化英语 Advanced English

英语口语交流 English Oral Communication

大学学术英语写作 University English Writing Academics

法语Ⅰ 级 French Ⅰ

明辨性思维导论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明辨性思维训练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跨文化阅读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跨文化交流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 Mental Health and Stress Management

国际化课程学习技能 International Course Study Skills

国际化课程学业生存 International Course Academic Skills

个人发展 Personal Development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课程名称 Unit Name

微积分 Calculus

C 语言编程 C Programming

电路原理 Electrical Circuits

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Analog Electronics with Lab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s

EDA 与 VHDL 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 and 
VHDL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and Systems

传感器与传感器系统 Sensors and Sensor Systems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s

算法与数据系统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嵌入式系统设计 Embedded System Design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微处理器与微控制器 Microprocessors and Microcontrollers

通信调制和锁相技术 Modulation and Phase Locked 
Techniques in Communication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设置：
                            基础课程：                                                           主要专业课程：

课程名称 Unit Name

强化英语 Advanced English

英语口语交流 English Oral Communication

大学学术英语写作 University English Writing Academics

明辨性思维导论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明辨性思维训练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跨文化阅读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跨文化交流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 Mental Health and Stress Management

国际化课程学习技能 International Course Study Skills

国际化课程学业生存 International Course Academic Skills

个人发展 Personal Development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课程名称 Unit Name

土木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理论力学 Theoretical Mechanics

材料力学 Mechanics of Materials

结构力学 Structural Mechanics

钢筋混凝土结构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建筑结构 CAD for Construction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Graphics

结构工程实验 Structur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基础工程 Foundation Engineering

工程经济学 Engineering Economics

施工组织设计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Plan

工程监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毕业设计 Project



张牧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博士，教授

贵州省通信学会理事

成果：主持省市级项目 5 项

获省级奖励 1 项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赵远英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博士，讲师，国家留学

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成果：发表论文若干篇，

其中 SCI 收录两篇，主持省

级联合基金项目两项，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

    梁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硕士，副教授，国家留学基金

委 ISEC 资质教师

成果：发表论文若干篇，其中

核心一篇，主持省级联合基金项目

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

黄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工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

成果：主持 2 项贵州省科学技术

基金、1 项贵阳市创新型人才项目，

参与横向课题研究资金达 300 万以

上。申请 1 项发明专利、3 项软件著

作权，出版多本相关专业的国家级教 

材，在核心及以上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

篇，其中 SCI、EI 及 ISTP 检索 11 篇 

杨波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博士，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贵州大学毕业

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陈雨青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爱尔兰杜柏林大学访问学者

美国旧金山州大学培训

     

 杨子仪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博士，副教授，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贵州大学毕业

 伍廷亮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师，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城建学院实验室主任

天津城建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硕

士，曾任中铁二局项目副总工程师，                  

参与多项超高层建筑施工管理

                                     

谢维嘉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城规教研室副主任

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空间规划硕

士学位

曾参与斯德哥尔摩皇家港口规       

划等工程项目

   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城市规划设计

                                    

部分教师



杨波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博士，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贵州大学毕业

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伍廷亮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师，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城建学院实验室主任

天津城建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硕

士，曾任中铁二局项目副总工程师，                  

参与多项超高层建筑施工管理

                                     

谢维嘉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城规教研室副主任

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空间规划硕

士学位

曾参与斯德哥尔摩皇家港口规       

划等工程项目

   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城市规划设计

                                    

肖文芳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安全技术及工程硕

士，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主要参与项目：武汉地铁 2 号

线 第 二 十 三 标 隧 道 掘 进 爆 破 开 挖

技 术， 融 众 国 际 深 基 坑 开 挖 石 方

爆破、武广铁路客运专线沉降变形观测分析评估等

               

李英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

  

副教授，国家留学基金委 ISEC

资质教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大学外语教学部副主任

       张进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

研究方向 : 信息光电子学

研究领域 : 激光光束的线性和

非线性传输；光子的自旋和轨道性

质；超材料的电磁特性。承担和参

与各级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近 20 篇。



五、项目活动
Project Activities

电通学院颁发奖学金

ISEC 项目专家
与我校教师座谈

ISEC 项目专家、斯坦福大学
Dr.James T.Campbell 莅临我校

项目教师梁晟赴加
拿大交流学习



城建学院英语竞赛

岗前培训

ISEC 项目专家
与我校教师座谈

外方合作院校到我
校举办宣讲会

   
   

   
加

州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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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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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坤：假期短短三个周的游学，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它令
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视野大了很多，对这个
世界的认知也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对我的人生作出了更
实际的规划，不再像以前那样虚无飘渺。现在看似遥远，其实它
早已在我的规划中，等待着我去征服它！一切皆不是梦中那不
切实际的幻想、空想，因为志向早已印在心中入木三分！

崔钧恒：假期的游学虽然短促，但是所收获的远远高
于想象，不同文化，不同风景，使我大开眼界，这一切并
不是照片和言语描述所能真切体会到的，更需要的是身
临其境的体验，值得与否在于自己，这次游学是一场别
开生面的、说走就走的身心之旅。

暑期
游学



走进留学生公寓
走进位于附 8 栋的留学生公寓，一个外国男孩便打开

大门并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去。一个单元 3 层寝室，贵阳学
院文化传媒学院的 11 位 ISEC 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生就住
在这里。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陆续来到贵阳学院。

如果有可能，她想留在中国
Jessica 20 岁，

来自中美洲的危地马
拉一个由 3 个女孩和
1 个男孩组成的大家
庭，她喜欢足球、攀
岩。Jessica 说，“我
知道贵阳学院有一块
很棒的足球场，在我
的国家，我是个足球
守门员，因为脚受伤

做了手术，所以暂时不能踢球了，可能寒假结束后才能恢
复。”

Jessica 表示，如果有可能，她想留在中国并安顿下来；
如果学成回国，她会在尝试翻译工作的同时创业。

从排名最高的学校毕业的他，选择来中
国修国际学位

为 记 者 开 门 的 男 孩 叫 Sayed Mohammed Azizur 
Raman，中文名是苏致，孟加拉国人。

“我已经从我的国家里排名最高的大学毕业了，在我学
生生涯的最初，我就有一种雄心，想要在一所国外的大学里

获取一个国外学位。”
苏致很少说话，喜欢默
默观察别人，但是记者
在通过即时聊天软件和
他沟通时，他展现了另
一个自己。“我深信中
国有很多提供世界课程
和学位的大学，这使我印象深刻，也是我选择中国作为我下
一个学位攻读之地的原因。我坚信我的梦想会在这里实现。”

苏致告诉记者，完成在贵阳学院的学习后，他打算回到
家乡，在大学做一名老师，通过讲座、文章和演讲与学生们
分享他积累的所有知识。“当然，我还会分享中国传统文化，
分享这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美丽中国，它改变了
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她过了汉语四级，正准备会计硕士论文
和 Moggy 聊天格外通畅，因为她的中文很流利，普通

话也非常标准，她已经过了汉语四级，随手拿起一张商品说
明书，也可以朗读大部分文字。
    Moggy 是一个蒙古女孩，中文名叫木和那桑。在和她的
攀谈中，记者得知，她已经来中国四年了，前三年在上海求
学。谈到来贵阳学院的感受，她告诉记者，在这里很舒服，
“大家都对我很热情，很照顾我。”

据悉，留学生中有 2 名过了汉语四级，其他人的中文
都是零基础的。木和那桑告诉记者，“完成语言课程的学习
后，我要准备我的研究生论文，但在那之前，我必须通过汉
语五级，所以我需要更努力才行。我主要学习会计，学成之
后再回国。”
 

对话留学生： 适应新生活，不忘初心
大学生新闻中心 图 / 文 侯兮子

左为Jessica，右为来自赞比亚的Musole

贵阳学院党委书记蒙秋明和留学生

（左为木和那桑，右为来自匈牙利的诗博艺）



一堂特殊的“包饺子”课

2015 年 12 月 4 日，贵阳学院文化传
媒学院的 11 位 ISEC 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
生上了一堂特殊的中国文化体验与汉语实
践课——饮食中的中国文化。

Jessica对包饺子感到十分新鲜好奇，
从切菜到剁馅再到包饺子，全程积极参与。
当留学生们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老师便
教大家说“剁、我有一把刀、酱油、饮料”
等简单的汉语口语。在实践中吸收具体形
象的知识，留学生们很快就学会了。

Jessica 说，今天的课太棒了，我们
开了一场饺子派对，感受到了中国文化，
包饺子实在是太有趣了！

留学生们的日常生活

“贵阳的冬天真的太冷了！”
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这样告诉记者。除了来自匈牙利的诗博艺和

来自蒙古的木和那桑、涂小星、韩乐儿，其他留学生的家乡基本都在
赤道附近，所以很不适应贵阳寒冷的冬天。尽管诗博艺在相似的气候
环境下长大，他还是因为这里没有暖气而感冒了。为了抵抗严寒，留
学生们都揣着暖手宝，穿着厚衣服，这些都是他们从未有过的体验。

贵阳学院的食堂恐怕是最有可能偶遇留学生的地方了，除了在食
堂吃，他们也会买蛋包洋芋之类的小吃。鸡蛋、鸡肉和米饭是他们的
最爱。蒙古留学生可以吃一点辣，但对非洲留学生来说这里的食物太
辣了。虽然暂时还不能接受，留学生们也都努力尝试了贵州特色的折
耳根和霉豆腐。在调料方面，韩乐儿不太喜欢醋，而 Jessica 喜欢放
香油。最受好评的是留学生们在中国文化体验课上亲手包的水饺，顷
刻之间一扫而光。

周末，一些留学生在寝室呆着，Musole 和远在赞比亚的妈妈视
频聊天；来自蒙古的涂小星和她的室友在寝室看电影。一些留学生选
择到学校外边去，来自坦桑尼亚的 Jane 会离开学校，到市中心看看
高楼大厦和商店；Jessica 和诗博艺去了酒吧，认识更多外国人；汉
堡王、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是他们的必去之处，“因为这些地方让
我想到了家。”Musole 说。

记者采访了留学生班的任课老师李金黛老师，她表示：学生们上
课的情况很好，大家都很用功刻苦。上课之后，大家的日常表达都很好，
有了很大的进步，平时上课的时候气氛也很愉快。

据悉，汉语言文学班的留学生将在贵阳学院学习到 2016 年 7 月
份。部分同学学习了语言课程之后，或选择继续在贵阳学院 ISEC 项
目专业深造。

   ISEC 项目留学生包饺子

         ISEC 项目留学生在宿舍

       ISEC 项目留学生游青岩古镇

贵阳学院院长毛有碧和留学生



在录取方面，ISEC 项目有哪些优势？
ISEC 项目具有独立的招生代码，填报该志愿能减小竞争范围，通过本项

目进二本的机会加大。
  

在就业方面，ISEC 项目的学生有什么优势？
ISEC 项目遴选的专业本身具有优势，课程体系设置具有国际化视野，教

学注重与行业联系，引入行业、企业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就业指导，严格把
关教学质量。

学生的外语水平、专业优势、专业能力、实践能力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和
提高，增强就业能力。

六、常见问题简答 FAQ

如何理解国际本科学术互认课程（ISEC）项目？

ISEC 项目的互认课程包括课程互认、教师互认、标准互认三个方面。
课程互认：指学生在 ISEC 项目中学校的相关课程，取得的学分将得到海

外 18 所合作院校认可，从而为后期出国留学或本升硕争取学分和学费减免。
教师互认：凡是在 ISEC 项目中承担课程的教师，必须通过国家留学基金

委的培训、经考核合格才能获得 ISEC 项目教师资质。所以老师在 ISEC 项目院
校中得到互认。

标准互认：ISEC 项目教学质量标准由 ISEC 专家组制定。学校依据各项标
准的具体要求对学校教学活动进行质量内审，并接受 ISEC 评估专家的外审，
从而保障教学质量。 

ISEC 项目收费比普通本科高很多，是否值得？

ISEC 项目全面引进国际先进教学理念，配置高素质的国际化双语师资
团队，采取国际化双语教学及小班教学模式。并实施国际化的教育教学管
理和教学质量监控，从而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中高级人才。

毕业生专业水平达国际同类专业水准，具有良好的英语应用能力，并
具有国际化视野，毕业后在择业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就业面广。

ISEC 项目的收费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贵阳学院的 ISEC
项目收费为 2.2 万元 / 年，相比国内其他高校类似项目的收费标准 2.8 万、
3.3 万以上的要低很多。

在出国方面，ISEC 项目学生具有哪些优势？

ISEC 项目除了在和海外 ISEC 项目有合作外，还与国（境）外其他高
校有合作教学协议（如台湾玄奘大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马来西亚世纪
大学、美国奥克兰大学、美国伯克莱学院等）。

目前留学欧美国家，每年的学费大多在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ISEC 项
目的学生出国留学可以在学费、奖学金等方面获得优惠支持。



贝佩丝大学是一所女子本科大学，也
是一所男女混校研究生院。学校有 30
个本科项目和 15 个研究生项目，共
2,000 名学生，他们来自美国的 20 多
个州和世界 10 个国家。学校实行小班
授课，师生比例 1:12，学生可以与教
师进行更多互动交流。

加州州大萨克拉门托分校是加州州立大学 23
名中排名第 7 的最大学校，共有学生近 28000
名，其中有大约 1000 名留学生来自 70 多个不
同国家。在加州州大萨克拉门托分校，教育质
量是最高宗旨，学生教师比率为 21:1，80% 的
全职教师拥有博士头衔。小班授课且极具个性
化，70% 的课程少于 30 名学生。

　查德隆州立学院 ( 查德隆 ) 是美国内布
拉斯加州的一所四年制的公立大学。查
德龙州立学院成立于 1911 年，开设了多
种本科以及研究生专业课程，但该学校
最为专注的还是教育学。

    密西西比学院（MC）位于密西西比州克林
顿，是一所注重文理教育的私立大学。MC 创
建于 1826 年，作为密西西比州最古老的高等
教育机构，是美国首家授予女性学位的男女同
校大学。学校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
美国前 10 价值最高的高等学府，同时也被广
泛认可为东南部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中 央 密 歇 根 大 学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简 称 CMU） 成 立 于 1892 年， 位
于密歇根州中部，是美国著名的四年制公立大
学，密歇根州第三大学府。被誉为全美最大的
100 所四年制公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国家级
大学之一。全美排名 120-130 位左右，新闻
与世界 2014 年全美大学排名第 190 位。2015 
U.S.News 美国综合大学排名 194 位。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CSU-
Fresno）作为弗雷斯诺州立师范学校
成立于 1911 年，于 1921 年成为师范
学院，并于 1949 年开始设置高等学
位专业。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是被加利福尼亚州教育部和美国西部
高等院校协会认证的高校，学校拥有
26 个国家认证的专业课程，是加州州
立大学体系中拥有认证专业最多的一
所学校。

七、国外合作院校
Foreign Partner Universities



特洛伊大学建于 1887 年，占地 820 英亩，
是一所公立大学。在校生共计 22245 人，
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东南部最佳大学。

欧道明大学，简称 ODU，成立于 1930 年，是
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欧道明
大学在校学生为 24670 人，其中本科生 19612
人、研究生 5058 人 。学校获得多项认证，包
括 AACSB、ABET、ADA、APA、CCNE 及南
部院校联盟认证。学校成立有国际学生办公室，
为在校的 1092 名国际学生提供诸如生活、移民、
税务、签证、财务协助等多项咨询服务。

克 里 夫 兰 州 立 大 学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是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
中心区且为州政府补助大学，成立于 1964 年。
学校设有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CISP)，帮助国际
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和解决学生课业上及生活的
问题，而国际学生服务中心的职员也特别针对
国际学生而设置的。

阿卡迪亚大学是一所私立的综合性大学，提供
宽序列、个性化的本科、研究生及职业发展项目。
学校成立于 1853 年，该校有超过 75 个本科和
研究生学位项目，阿卡迪亚提供超过 75 个学
位项目。

科罗拉多高地大学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私立大学，建于 1896 年。

迪尤肯大学是一所四年制私立天主教大学，建
校于 1878 年，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第一所天主
教大学。2014 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价
为全美最有价值大学本科排名第 43 名，全美
综合大学排名 116 名。目前杜肯大学在校学生
10363 名，其中本科生 5858 名，研究生 4805 名。
全校国际生人数 650 名，其中 112 名学生 (2009
年数据 ) 来自中国 ( 中国留学生逐年增长 )，师
生比例为 1：14。



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是一所综合性
的公立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卡本代
尔，现有在校学生 23000 多人，其中研究生近
2500 人。

匈牙利佩奇大学位于匈牙利的第五大城市佩奇。
学校始建于 1364 年，是匈牙利的第一所大学，
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中排名第五的学院。学
校在匈牙利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是匈牙利久负盛名的国立
大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538 年，并与 1912
年被确立为匈牙利最高的综合性学府，也是匈
牙利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德布勒森大学是匈
牙利国内为数不多的接受政府奖学金资助的学
府之一，留学于德布勒森大学的中国学生可以
收到匈牙利当地政府资助，年学费仅为其他同
等大学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原布达佩斯经济与公
共管理大学，现已更名 ) 是匈牙利最为著名的
公立院校之一，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学
历被中国教育部认可。大学提供英语授课专业
及预科课程。

蒂芬大学为私立学校，于 1888 年在俄亥俄州
的蒂芬市建校。2005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的“全美最佳大学排名”特色院校商科类
第十五名。

旧 金 山 州 立 大 学（SFSU）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为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下的 23
所分校之一，建于 1899 年，是一所拥有百年
历史的公立大学。2013 年 1 月，全球高校网
（4ICU）世界大学 200 强排名排名 109。但是
在 US.NEWS 中没有排名，阿斯彭研究所工商
管理学硕士 MBA 全球排名 37，美国排名 27。



罗兰大学创建于 1635 年，是一所具有 370 多
年悠久历史的现代化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是
匈牙利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名牌学府。罗兰
大学开设有以下 8 个院系：文学院、教育和心
理学学院、儿童和幼儿教师培训学院，消息学
院、执法和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巴尔茨·古斯塔夫非凡教育学院，还有著名的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圣·伊什特万大学（Szent lstván University）
成立于 1787 年，是匈牙利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由几所历史悠久的大学联合组建而成，在 2000
年正式更名为由圣·伊什特万大学。大学 7 个
学院和 3 个校区组成，在校学生 19000 人，国
际学生 1064 人。作为匈牙利的重点大学，学
校也非常重视国际化交流和吸引外国学生。

波兰华沙考明斯基大学成立于 1993 年，位于
波兰首都华沙，是被波兰教育部承认的非国立
大学，该校的经济与管理专业在波兰国内排名
第一。其教学质量被欧洲著名教育质量认证体
系 EQUIS 所认可（目前全世界仅有 111 所商业
学校得到该认证），该校也是中欧和东欧地区
唯一一所受此认证的院校。

1996 年，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UITM）
由热舒夫企业家促进协会创建，是波兰和中国
教育部认可的波兰最大的非国立院校之一。学
校建立之初，主要将教学活动集中在两个领域：
经济和信息技术。然而随着更多更新领域的开
发和研究，教学计划一步一步的扩大。目前，
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已经拥有 11 个培
养学士水平和 6 个培养硕士水平的专业学院。

华沙工业大学是一个研究型大学，本科和硕士
研究生课程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工程和应用科学
学科。华沙理工大学拥有二千多名教授、讲师、
三万余名学生，是波兰最大、排名最高的工科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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