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山东理工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

“学位互授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根据我校与密苏里大学签署的“本科学位合作项目”协议书，通过相互承认学分和学分

转移，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相关理工科专业学生在我校完成大二或大三的课程学习后，可以

转入密苏里大学工程学院和农业食品与自然资源学院相同或相近专业继续学习剩余的其它

必要的学位课程，通过两校的衔接学习，完成本科阶段学业，成绩合格，可获得密苏里大学

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和山东理工大学颁发的本科学历、学位证书。被录取进入该项目的学生，

根据各专业的有关要求，有资格注册密苏里大学的课程，并与所有的密苏里大学的州外学生

拥有相同的权利，包括可以申请奖学金、毕业时取得密苏里大学的学士学位。该项目对于开

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二、选拔对象

根据协议，我校机械工程学院、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电气

与电子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所涉及专业计划内本科在读大二、大三的学生

均可申请（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三、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 GPA（平均成绩绩点）≥2.5。

（二）良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相关理工科专业学生托福成绩至少为笔考 500，或新

托福 61，或雅思 6.5，各单项不低于 6.0。食品科学与工程雅思成绩可低至 6分，各单项不

低于 5.0，但托福要求不变。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20 名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8月）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在国外一学年（以 2013-2014 学年为例，暑假不选课，起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2014

年 7 月）交纳的学杂费、食宿费、书本费、保险费约为 35000 美元，其中学杂费 19334 美元。

（二）机票、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大约 3000 美元。

（三）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

目申请表》，于 1 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3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

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外

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学籍保留、

与学校签订《校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以及做好其它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未办妥的，不能

出国。

八、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九、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

会，与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校际交

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合作学校简介

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网址 www.missouri.edu）是密苏里州唯一一

所入选美国大学联盟的公立大学，素有“公立长春藤名校”的美誉。2012 年在美国公立大

学本科综合排名第 43 位。

十一、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http://www.missouri.edu
mailto:oice@sdut.edu.cn


山东理工大学与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

“学位互授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根据我校与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签署的“2+2 项目”协议书，通过相互承认学分和学分

转移，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在我

校完成前两年的课程学习后，可以转入利莫瑞克大学相同或相近专业继续学习剩余的其它必

要的学位课程，通过两校的衔接学习，完成本科阶段学业，成绩合格，可获得利莫瑞克大学

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和山东理工大学颁发的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证书。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

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二、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在读大二学生均可申请。

三、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前两年平均成绩≥75%。

（二）雅思 6.0 分，各单项不低于 6.0 分的学生直接入专业学习。雅思成绩 5.5 分，

各单项不低于5.0分的学生可以提前6周赴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参加利莫瑞克大学语言中心

承办的暑期语言强化培训，成绩合格，转入专业学习。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20 名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二学年结束后的暑假（9月）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根据两校协议，项目学生可享受学费优惠。优惠后国外学费为 13000 欧元/学

年，约合人民币 10 万元/学年。

（二）国外住宿费、生活费等个人自理，约需 70000 元人民币/学年。

（三）机票、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约需 12000 元人民币。

（四）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

家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奖学金

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为山东理工大学前两年平均成绩在 85%分以上的项目学生提供两

个奖学金名额，成功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可享受国外学费 7679 欧元/学年的待遇，约合人民币

6万元/学年。奖学金的审批由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决定。

八、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

项目申请表》，于 1 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

理。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各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印件、语

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

mailto:oice@sdut.edu.cn


证手续。

（四）学生在出国之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选课、学籍保留和其它离校手续，离校

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九、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十、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国外学习期间，积极与国内在校同学交流自

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一、合作学校简介

利莫瑞克大学（University of Limerick，网址 http://www.ul.ie/ ）是爱尔兰七所

国立大学之一，始建于 1972 年。2013 年，利莫瑞克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的世界大学星级排名中，该校在硬件设施、教学、知识创新与转

化、毕业生就业、国际化等方面均被评为五星级大学。而且，在历年的 QS Stars™排名中均

位居世界前 500 强。

十二、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http://www.ul.ie/
mailto:oice@sdut.edu.cn


山东理工大学与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

“学位互授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根据我校与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签署的“2+2 项目”协议书，通过相互承认学分和

学分转移，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在我校完成前两年的课程学习后，可以转

入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土木工程专业继续学习剩余的其它必要的学位课程，通过两校的

衔接学习，完成本科阶段学业，成绩合格，可获得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颁发的学士学位

证书和山东理工大学颁发的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证书。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

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土木工程专业在读大二学生均可申请。

三、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前两年平均成绩≥75%。

（二）雅思 6.0 分，各单项不低于 5.5 分。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10 名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二学年结束后的暑假（9月）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根据两校协议，项目学生可享受学费优惠。优惠后国外学费为 10000 欧元/学

年，约合人民币 78000 元/学年。

（二）国外住宿费、生活费等个人自理，约需 70000 元人民币/学年。

（三）机票、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约需 12000 元人民币。

（四）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

家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奖学金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为山东理工大学前两年平均成绩在 85%分以上的项目学生提供

两个奖学金名额，成功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可享受国外学费 8000 欧元/学年的待遇，约合人民

币 62400 元/学年。奖学金的审批由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决定。

八、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

项目申请表》，于 1 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各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印件、语言成

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四）学生在出国之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选课、学籍保留和其它离校手续，离校

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九、学分认证

mailto:oice@sdut.edu.cn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十、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国外学习期间，积极与国内在校同学交流自

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一、合作学校简介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简称 NUI Galway，

网址 http://www.nuigalway.ie/）始建于 1845 年，是爱尔兰 7 所国立大学之一，201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284 位。爱尔兰现任总统、总理、副总理等都毕业于该所大学，有两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毕业于该校，学校国际化程度高，约 12%的学生为国际学生。

十二、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http://www.nuigalway.ie/
mailto:oice@sdut.edu.cn


山东理工大学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

“学位互授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根据我校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签署的“3+1 学位互授项目”协议书，通过相互承认

学分和学分转移，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英语语言和文学专业学生在我校完成第三学年的课程

学习后，可以转入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翻译或口译专业继续学习剩余的其它必要的学位课

程，通过两校的衔接学习，完成本科阶段学业，成绩合格，可获得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颁

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和山东理工大学颁发的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证书。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

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二、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英语语言及文学专业在读大三学生均可申请。

三、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前两年平均成绩≥75%。

（二）良好的英语成绩。雅思 7分，各单项不低于 6分。外方学校也可根据报名人数为

我校项目学生进行内部语言测试，通过内部语言测试(相当于雅思 7分水平)的学生可直接入

学，无需参加雅思考试。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20 名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7月中旬）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国外学费为 23800 纽币/学年，按目前汇率，约合人民币 115000 元/学年。

（二）国外住宿费、生活费等个人自理，约需 13000 纽币/学年，按目前汇率，约合人

民币 63000 元/学年。

（三）机票、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约需 12000 元人民币。

（四）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 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

项目申请表》，于 1 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各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印件、语言成

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四）学生在出国之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选课、学籍保留和其它离校手续，离校

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八、学分认证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mailto:oice@sdut.edu.cn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九、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国外学习期间，积极与国内在校同学交流自

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合作学校简介

奥克 兰理工大 学（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简 称 AUT ， 网 址

http://www.aut.ac.nz/），始建于 1895 年，是新西兰 8 所公立大学之一。QS 世界大学排

名 500 强高校。

十一、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http://www.aut.ac.nz/
mailto:oice@sdut.edu.cn


山东理工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海外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及简介

“海外学习项目”是我校与世界知名高校--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开展的针对我校在籍全

日制本科学生的学业学习合作项目。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

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校与美国加州大学戴

维斯签署的“海外学习项目”协议书，我校学生可以在全日制、无学位的基础上注册学习加

州大学戴维斯全校范围内所有院系的广泛课程，并获得学分，我校予以认可。

二、选拔对象

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在读大二、大三学生（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三、报名条件

（一）品行端正，专业成绩优良，GPA（平均成绩绩点）≥3.0。

（二）良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托福成绩为至少笔考 530，或新托福 71，或雅思 6.5。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20 人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9月）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在国外一学年（不含夏季学期，以 2014-2015 学年为例）交纳的学杂费为 17995

美元。该费用保证学生可以参加学生活动，包括学生俱乐部、体育设施、实习及其他学业支

持服务，不再额外交纳费用。但若在 6月—9月暑期选课，需另外向加州大学戴维斯交纳暑

期学费。

（二）机票、食宿、保险、讲义课本、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一学年约为 15000 美元。

（三）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有意参加“海外学习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

目申请表》，于 1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

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mailto:oice@sdut.edu.cn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外

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学籍保留、

与学校签订《校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以及做好其它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未办妥的，不能

出国。

八、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九、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

会，与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校际交

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合作学校介绍

加州大学戴维斯由加州政府于 1905 年创立，是加州大学系统下的十所大学之一，在校

学生 3万多人。加州大学戴维斯 2013 年在美国公立大学中综合排名第 38 位。

本科专业网址：

http://admissions.ucdavis.edu/academics/majors.cfm

可选课程网址：

http://registrar.ucdavis.edu/UCDWebCatalog/programs.html

十一、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http://admissions.ucdavis.edu/academics/majors.cfm
http://registrar.ucdavis.edu/UCDWebCatalog/programs.html
mailto:oice@sdut.edu.cn


山东理工大学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海外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及简介

“海外学习项目”是我校与世界知名高校--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开展的针对我校在籍全

日制本科学生的学业学习合作项目。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

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校与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签署的项目协议书，我校学生可以在全日制、无学位的基础上注册学习阿尔伯塔大学英

语语言课程和相关院系的专业课程，并获得学分，我校予以认可。

二、项目优势

（一）本科在读期间体验国外知名高校学习氛围和校园文化生活；

（二）留学条件优厚，提供语言衔接课程；

（三）友好学校签证通过率高，教育资源优越；

（四）海外留学背景有助于开阔视野，为毕业后在国内外继续深造或就业增加附加值。

三、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与对方学校农业、生命和环境科学学院，文科学

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和理科学院中相同或相近专业（具体可上对方学校网站查询）在读

大二、大三学生均可申请（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四、报名条件

（一）品行端正，专业成绩优良，GPA（平均成绩绩点）＞2.3。

（二）良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新托福 70-86，或雅思 5.5-6.5。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五、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10 人左右。

六、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9 月)派出学习。

七、学习费用

（一）国外一学年根据所学课程不同，学费约为 13100 至 21880 加元不等，约合人民币

7至 12 万元；住宿费、生活费、医疗保险等约需 8880 至 17000 加元不等，约合人民币 5至

10 万元（以上费用均按当前费用和汇率折算，仅作参考，实际费用以国外学校当年公布费

用为准。）

（二）护照办理费用和签证费、国际旅费、保险费等其它费用自理。

（三）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八、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有意参加“海外学习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申

请表》，于1月18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

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外

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学籍保留、

与学校签订《校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以及做好其它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九、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十、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外学习期

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时宣传山

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与老

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校际交流项目学生的

派出工作。

十一、合作学校简介

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网址 http://www.ualberta.ca/）位于阿尔伯

塔省会城市埃德蒙顿市，成立于 1908 年。是全加拿大五所最大的以科研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之一，其科研水平居加拿大大学前列，科研收入与所得资助总额居全国第五位。其工学院的

五个系都颇具实力，科研水平和教育质量在加拿大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具有很高的声誉，历年

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 100 名以内。

可选课程网址：

http://www.registrarsoffice.ualberta.ca/Registration-and-Courses/Courses.aspx

在课程列表中，开放课程(Open Studies)的标志是 O和 L。学生可以以访客（guest）

的身份登陆 BearTracks https://www.beartracks.ualberta.ca/ 来查询课程信息。

十二、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mailto:oice@s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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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

“3+1+1 本硕连读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根据我校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签署的“3+1+1 软件硕士研究生直通项目”协议书，我校

在籍全日制本科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在完成前三年的课程学习后，可以转入美国圣托马斯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专业完成本科最后一学年的学习。山东理工大学承认其在外所修学

分，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将获得山东理工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达到

圣托马斯大学硕士入学条件的，可继续入读圣托马斯大学软件系统或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课程，成绩合格，满足对方学位授予要求的，可获得由圣托马斯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

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所有专业在读大二、大三学

生；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以及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在读大二学生均可申请（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三、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各科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二）网考托福（ibt TOEFL）80 分（写作、口语部分要求 20 分）或雅思 6.5 分。

（三）先修课程要求：学生在赴美学习前必须修过以下 4门课程（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未修以下课程的学生可以在大二期间报名本项目，申请大三期间选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以下 4门课程。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and Problem Solving（编程及问题解决导论）

●Object-oriented Design and Programming（面向对象的设计及编程）

●Data Structures using Object-Oriented Design（运用面向对象设计的数据结构）

●Computer Architecture（计算机系统结构）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10 名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9月）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国外本科一年费用约为人民币 240000 元；硕士一年费用约为人民币 188000 元（以

上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险等，但不包括生活费）。以上费用如有变化，以当年公

布为准。

（二）机票、护照、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

（三）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对于已完成先修课程，达到报名条件的学生：

（一）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申请表》，于 1月 18 日前将电

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mailto:oice@sdut.edu.cn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各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印件、语言成

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四）学生在出国之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选课、学籍保留和其它离校手续，离校

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对于未完成先修课程的学生：

（一）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申请表》，于 5月 30 日前将电

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oice@sdut.edu.cn。

（二）确认报名后，三年级开学初，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协助报名学生在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完成选课。大三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

护照办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大三第二学期 3月 10 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各学校具体要

求提交护照复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

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五）学生在出国之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选课、学籍保留和其它离校手续，离校

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八、学分认证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九、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国外学习期间，积极与国内在校同学交流自

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合作学校简介

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Thomas，网址 http://www.stthomas.edu/）创立

于 1885 年，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有 10，000 多名学生，本科生及研究生各半。位于美

国明尼苏达州，有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等 4个校区。圣托马斯大学提供 90 多个专业，包

括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新闻学，生物学，工程和一些专业学位。其中计算机相关专业

尤其突出。该校是全美首家，全球第四家获得软件工程专业资格的大学，是美国第一个开设

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大学，也是计算机软件招生规模最大的大学。圣托马斯强调以价值为中心，

以职业为导向的教育。圣托马斯大学列美国国家级大学 113 名。另外，计算机专业留学生在

美实习工作的时间是29个月而其他专业只有12个月，有更多机会获得在美工作签证及绿卡。

十一、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韩蕾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5867（内线 5867）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mailto:oice@s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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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山东理工大学与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

“3+1+1 本硕连读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根据我校与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签署的项目合作备忘录，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学生在我

校完成前三年的课程学习后，可以转入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相同或相近专业完成本科最后一

学年的学习。山东理工大学承认其在外所修学分，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将获得山东理工大

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达到利莫瑞克大学硕士入学条件的，可继续入读利

莫瑞克大学相关专业硕士学位课程，成绩合格，满足对方学位授予要求的，可获得由利莫瑞

克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

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在读大三学生均可申请（不包括中韩合作办学本科

项目学生）。

三、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前三年平均成绩≥80%。

（二）雅思 6.0 分，各单科不低于 5.5 分。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10 名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9月）派出学习。

六、学习费用

（一）根据两校协议，项目学生可享受学费优惠。优惠后国外学费本科一年减免 50%，

减免后学费为 8000 欧元，约合人民币 6.5 万元；硕士一年学费约为 13000 欧元，约合人民

币 10 万元。

（二）国外住宿费、生活费等个人自理，约需 70000 元人民币/学年。

（三）机票、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约需 12000 元人民币。

（四）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七、奖学金

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为“3+1+1 项目”申请硕士及以上工科、商科学生提供各类奖学

金，学生可根据其本科最后一年在外学习成绩申请到硕士学费 50%或全额的奖学金。奖学金

的审批由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决定。

八、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 有意参加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目

申请表》，于 1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

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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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学籍保留、

与学校签订《校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以及做好其它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未办妥的，不能

出国。

九、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十、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国外学习期间，积极与国内在校同学交流自

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一、合作学校简介

利莫瑞克大学（University of Limerick，网址 http://www.ul.ie/ ）是爱尔兰七所

国立大学之一，始建于 1972 年。2013 年，利莫瑞克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的世界大学星级排名中，该校在硬件设施、教学、知识创新与转

化、毕业生就业、国际化等方面均被评为五星级大学。而且，在历年的 QS Stars™排名中均

位居世界前 500 强。

十二、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http://www.u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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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与西班牙 ESIC 商学院

“交换生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交换生学习项目”是我校与西班牙 ESIC 商学院开展的针对我校商学院部分专业在籍

全日制本科学生的合作项目。我校商学院部分专业大三在读学生可选择在大四期间赴西班牙

ESIC 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四年级（该本科项目学制五年，英语授课）交换学习一年，

在国外学习期间免交外方学校学费。我校承认其在外所修学分，成绩合格，将颁发我校相应

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优势

（一）本科在读期间体验国外知名高校学习氛围和校园文化生活；

（二）留学条件优厚，双方学校互免学费；

（三）友好学校签证通过率高，教育资源优越；

（四）海外留学背景有助于开阔视野，为毕业后在国内外继续深造或就业增加附加值。

三、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大三学生，专业为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四、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 GPA（平均成绩绩点）≥2.3。

（二）雅思 6分或参加对方学校网络测试及电话面试。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五、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4名左右。

六、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三学年结束的暑假（8月 25 日左右）派出学习。

七、学习费用

（一）免交国外学费。国外住宿费、生活费等自理，约需 10 万元人民币。

（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八、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 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

项目申请表》，于 1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mailto:oice@sdut.edu.cn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

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外

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学籍保留、

与学校签订《校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以及做好其它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未办妥的，不能

出国。

九、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十、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

会，与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校际交

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一、合作学校简介

西班牙 ESIC 商学院（Escuela Superior de Gestión Comercial y Marketing，网址为

http://www.esic.es/）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Rey Juan Carlos 下属商学院，具有

四十五年以上在市场营销领域培训专业人员的丰富经验。“美国经济”杂志的全球顶级 MBA

课程排行榜可做为评定全球范围内的优秀商学院的基准。该排行榜上五十个商学院中有四所

来自西班牙。ESIC 商学院名列其中并被该杂志评为欧洲第十四位最好的商学院。

十二、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山东理工大学与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

“交换生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与简介

“交换生学习项目”是我校与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开展的针对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学

生的合作项目。我校大二、大三在读学生均可选择赴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相同或相近专业

交换学习一年，在国外学习期间免交外方学校学费。我校承认其在外所修学分，成绩合格，

将颁发我校相应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

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优势

（一）本科在读期间体验国外知名高校学习氛围和校园文化生活；

（二）留学条件优厚，双方学校互免学费；

（三）友好学校签证通过率高，教育资源优越；

（四）海外留学背景有助于开阔视野，为毕业后在国内外继续深造或就业增加附加值。

三、选拔对象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籍的全日制本科二年级、三年级学生（不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

目学生）。

四、报名条件

（一）品学兼优，成绩良好 GPA（平均成绩绩点）≥2.3。

（二）雅思 6分或以上。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五、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4名左右。

六、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假（7月中旬）派出学习。

七、学习费用

（一）免交国外学费。国外住宿费、生活费等自理，约需 8万元人民币。

（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

家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八、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 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

流项目申请表》，于 1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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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 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

复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

证手续。

（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

外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学籍保

留、与学校签订《校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以及做好其它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未办妥的，

不能出国。

九、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在填报该交换生项目之前，请先登陆外方学校网站确认该校与本人所学相同相近专业是

到 Level 7 的课程，即是本科课程，方可选择交换学习，Level 7 以下课程或专业不能选择

交换学习。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

际情况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

试并取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

理细则》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十、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

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

时宣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

会，与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校际交

流项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一、合作学校简介

新 西 兰 怀 卡 托 理 工 学 院 （ Waikat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网 址

http://www.wintec.ac.nz/）成立于 1924 年，是新西兰 18 所公立理工学院中的最大最具领

导力的理工学院之一。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汉密尔顿市中心。

十二、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mailto:oice@sdut.edu.cn


山东理工大学与韩国建国大学等 18 所高校联合开展

“交换生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

“交换生学习项目”是我校与韩国建国大学等 18 所高校（具体名单见下表）开展的针

对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学生的合作项目。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

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优势

1. 友好学校签证通过率高，教育资源优秀；

2. 留学条件优厚，费用低，可有效减轻出国留学的经济负担；

3. 留学时间长，可以充分体验韩国校园生活与文化；

4. 海外留学背景有助于开阔视野，增加就业附加值。

三、项目简介

序号 学校名称 名额 语言要求 年级及专业要求 国外学习情况 优惠条件

1 嘉泉大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5 有一定韩语

水平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朝鲜语专

业本科 2年级、3年级

学生，以及有韩语基础

的优秀专科2年级学生。

可进入对方学校国

际语学院学习韩国

语；韩语或英语水

平较高的学生，可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和住

宿费

2 湖 西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5 韩语水平较

高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朝鲜语专

业本科2年级、3年级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

3 翰 林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韩语或英语

水平较高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 年

级、3年级学生，专业

不限（不包括中外合作

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

4 大邱大学

(秋季招生)

2 有韩语基础 免交国外学

费和住宿费

5 建 国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韩语或英语

水平较高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 年

级、3年级学生，专业

为朝鲜语、电气、环境

设计、机械、经济、管

理类的优先。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

6 朝 鲜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有韩语基础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3

年级学生，以及有韩语

基础的优秀专科 2 年

级学生。专业不限（不

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本

科项目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

7 极 东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有一定韩语

基础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3

年级朝鲜语专业学生，

以及有韩语基础的优

秀专科 2年级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和住

宿费



8 釜 庆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有一定韩语

基础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3

年级学生。专业不限

（不包括中外合作办

学本科项目学生）。

免交国外

学费

9 韩 世 大 学

(秋季招生)

3 有韩语基础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 年

级、3年级学生，专业

不限（不包括中外合作

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

10 明 知 大 学

(秋季招生)

5 不限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 年

级、3年级学生，专业

不限（不包括中外合作

办学本科项目学生）。

可进入对方学校国

际语学院学习韩国

语一学期；韩语或

英语水平较高的学

生，可进入专业学

习。

免交国外

学费

11 水 原 大 学

(秋季招生)

2 不限 免 交 国外

学费

12 龙 仁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不限 免 交 国外

学费

13 檀 国 大 学

（秋季招生）

2 不限 免 交国外

学费

14 国立安东大

学(秋季招

生)

2 不限 免 交 国外

学费

15 京 畿 大 学

(秋季招生)

2 韩语或英语

水平较高

可进入对方学校国

际语学院学习韩国

语一学期；通过

TOPIK4级者可进入

专业学习（英语课

程不限）。

免交国外

学费

16 韩基大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2 有韩语基础 进入专业学习。 免交国外

学费和住

宿费

17 尚 志 大 学

(春季招生、

秋季招生)

3 有韩语基础 免交国外

学费

18 亚 洲 大 学

(秋季招生)

1 英语水平较

高，需提供

证明英语水

平的相关证

书

具有山东理工大学学

籍的全日制本科 2 年

级、3年级学生，专业

为电气、机械、经济、

管理类的优先（不包括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

目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全

英文授课。

免交国外

学费

备注：根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校际交流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学生仅限参加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合作外方学校的相关校际交流项目。

四、报名条件

1.热爱祖国，品行端正，专业成绩优良，GPA（平均成绩绩点）≥2.7。对于海外学习有



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经济负担能力。

2. 参加我校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合宿项目的学生优先推荐。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五、报名材料

1.《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申请表》。

2. 申请亚洲大学学生需提交托福 PBT 530（纸考）、IBT 71（机考）、CBT197（网

考）;CET Level 6 ;IELTS Level 6 中的任一证书复印件。申请其他学校的学生如有外语水

平证明请提供。

3.成绩单原件。

六、学习费用

1.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于出国（境）参加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含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根据合作协议，按照对等条件，依据国家

收费标准和不重复收费的原则，缴纳国内有关费用。

2. 国外住宿、生活费用根据学校所在地区不同存在一定差异。以消费水平最高的首

尔地区为例，一学年的住宿费约合人民币 12000 元左右，生活费约为人民币 15000 元左右，

其他地区偏低。

3. 护照办理费用和签证费、国际旅费及其他费用自理。

七、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1、 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项

目申请表》，于每年 6月 30 日（春季）、1月 18 日（秋季）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邮箱：oice@sdut.edu.cn。

2、寒、暑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学校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于每年 10 月 1 日（春季）、4月 1 日（秋季）前通知学生根据各学校具体

要求提交护照复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

学校确定。

3、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每年 11 月（春季）、5月（秋季）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

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手续。

4、学生在出国之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选课、学籍保留和其它离校手续，离校

手续未办妥的，不能出国。

八、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完成韩方学

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

学分认证流程：韩方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绩→教务处办理学分

认证及相关复学手续。

九、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交换生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外学习

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时宣传

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与

mailto:oice@sdut.edu.cn


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校际交流项目

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韩国学校网址链接：

1.嘉泉大学：http://www.kyungwon.ac.kr/china/index.jsp

2.湖西大学：http://cn.hoseo.ac.kr/Pages/default.aspx

3.翰林大学：http://chinese.hallym.ac.kr/

4.大邱大学：http://chn.daegu.ac.kr/

5.建国大学：http://www.konkuk.ac.kr/cn/

6.朝鲜大学：http://www2.chosun.ac.kr/mbs/chosun/

7.极东大学：http://www.feu.ac.kr/chn/index.do

8.釜庆大学：http://www.pknu.ac.kr/index.do

9.韩世大学 http://www.hansei.ac.kr/global/cn/index.html

10.水原大学：http://www.suwon.ac.kr/views/utility/sitemap.html

11.龙仁大学：http://int.yongin.ac.kr/chn/

12.檀国大学：http://www.dankook.ac.kr/web/chn

13.国立安东大学：http://chn.andong.ac.kr/

14.京畿大学：http://www.kyonggi.ac.kr/KyonggiChi.kgu

15.明知大学：http://www.mju.ac.kr/CHINESE/chinese.html

16.韩基大学：http://chi.kcu.ac.kr/chi/index.php

17.尚志大学：http://www.sangji.ac.kr/china/main/main.jsp

18.亚洲大学: http://www.ajou.ac.kr/chinese/main/main.jsp

十一、项目咨询

1-9 项：尹美英，2782380（内线 2380）

10-18 项：牟善芹，2786123(内线 6123)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里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

解、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交换名额，原则上不允许

中途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韩国学校沟通许可后

方可退出。项目实施后，若因个人原因退出，交换生培养费概不退还。

2、一旦选择交换生项目，必须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http://cn.hoseo.ac.kr/Pages/default.aspx
http://chinese.hallym.ac.kr/
http://chn.daegu.ac.kr/
http://www.konkuk.ac.kr/cn/
http://www2.chosun.ac.kr/mbs/chosun/
http://www.feu.ac.kr/chn/index.do
http://www.suwon.ac.kr/views/utility/sitemap.html
http://int.yongin.ac.kr/chn/
http://www.dankook.ac.kr/web/chn
http://www.kyonggi.ac.kr/KyonggiChi.kgu
http://www.mju.ac.kr/CHINESE/chinese.html
http://chi.kcu.ac.kr/chi/index.php
http://www.sangji.ac.kr/china/main/main.jsp
http://www.ajou.ac.kr/chinese/main/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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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暑期学分课程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及简介

“暑期学分课程项目”是我校与世界知名高校--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开展的针对我校在

籍全日制本科学生的暑期学习合作项目。我校在籍全日制在读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均可选择

在暑假期间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为期 6个周的专业课学习（须达到戴维斯入学要求）。

学习结束，可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暑期学分课程项目成绩单，我校按相关规定认可其在外所

修学分。该项目对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学生今后的学业发

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选拔对象

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在读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

三、报名条件

（一）品行端正，专业成绩优良，GPA（平均成绩绩点）≥3.0。

（二）良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托福成绩为至少笔考 550，或新托福 80，各单项不低于

19；或雅思 7分。

绩点--成绩对应关系表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1-74 66-70 62-65 60-61 60 60 以下

五级制
A A- B+ B B- C+ C C- D D- F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四、选拔数量

每年选拔人数在 25 人左右。

五、派出时间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于暑假 8月 3 日至 9月 11 日出国学习 6个星期。

六、学习费用

（一）在国外暑期学费为 3198 美元（2015 年），按当前汇率，约合人民币 2万元。该

费用保证学生可以参加学生活动，包括学生俱乐部、体育设施、实习及其他学业支持服务。

（二）机票、食宿、保险、讲义课本、签证等费用个人自理，一般约需 4500 美元，按

当前汇率，约合人民币 3万元。

七、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 有意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请下载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校际交流

项目申请表》，于 1 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邮箱：

oice@sdut.edu.cn。

（二）寒假期间，学生自行准备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并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护照办理。

（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4月 1日前通知学生根据国外学校具体要求提交护照复

印件、语言成绩、成绩单、在读证明等入学申请材料，最终录取结果由国外学校确定。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5月通知被录取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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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国前，学生应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注册国外

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课程，并将选课结果报教务处。同时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与学校签订《校

际交流出国留学协议书》。

（六）因参加暑期学分课程项目，返校时间晚于国内秋季学期开学时间的，学生须在离

校前到本学院办理请假手续。回国后 3天内返校入学。

八、专业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可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选择入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或课程，完成国外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并取

得相应学分的，我校教务处予以认证。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我校认可其按照规定在外所修学分，满足要求，准予毕业。

学生交流学习回国后学分认证流程：国外成绩单翻译成中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认证成

绩→教务处办理学分认证及相关学籍手续。

九、项目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须遵守我校关于校际交流项目的各项规定。学生在国外学

习期间应自觉地遵守国外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树立良好形象。在认真学习的同时宣

传山东理工大学，扩大我校在国外的影响。回校后，积极交流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

与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作好下一批学生校际交流项

目学生的派出工作。

十、合作学校介绍

加州大学戴维斯由加州政府于 1905 年创立，是加州大学系统下的十所大学之一，在校

学生 3万多人。加州大学戴维斯 2013 年在美国公立大学中综合排名第 38 位。

本科专业网址：

http://admissions.ucdavis.edu/academics/majors.cfm

可选课程网址：

http://registrar.ucdavis.edu/UCDWebCatalog/programs.html

十一、项目咨询

咨询老师：李娜

邮件地址：oice@sdut.edu.cn

咨询电话：2786693（内线 7693）

办公地址：鸿远楼 4楼东侧 401-1 室

★ 参加学生校际交流项目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务必与家人共同协商考虑，要在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仔细了解、

认真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认报名名单后，为了避免浪费学习名额，原则上不允许中途

退出，确有实际困难的，需要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出申请，经与国外学校沟通许可后方可

退出。

2、一旦选择学生校际交流项目，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过关才能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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