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一览表 

序号 合作院校/科研机构 国家 

1.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美国 

2.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 

3.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本校区 美国 

4.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5.  美国普渡大学 美国 

6.  美国安博瑞德航空航天大学 美国 

7.  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美国 

8.  美国天普大学 美国 

9.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10.  中国商飞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 

11.  美国芝加哥大学 美国 

12.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美国 

13.  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 美国 

14.  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 美国 

15.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 美国 

16.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美国 

17.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国际商业研究中心 美国 

18.  福特发动机公司 美国 

19.  美国西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美国 

20.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21.  渥太华大学 加拿大 

22.  麦克马斯特大学 加拿大 

23.  瑞尔森大学 加拿大 

24.  阿比蒂比-泰米斯卡曼格魁北克大学 加拿大 

25.  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 墨西哥 

26.  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巴哈自治大学 墨西哥 

27.  厄瓜多尔国家理工学院 厄瓜多尔 

28.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 

29.  澳大利亚教育管理集团 澳大利亚 

30.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31.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 

32.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澳大利亚 

33.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 

34.  突尼斯航空科技大学 突尼斯 

35.  刚果（布）高等教育部、交通、民航和海运部 刚果（布） 

36.  爱尔兰伊顿公司 爱尔兰 

37.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商业学院 爱尔兰 

38.  波兰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 波兰 



39.  波兰华沙工业大学 波兰 

40.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德国 

41.  德国汉堡工业大学 德国 

42.  德国北方理工管理学院 德国 

43.  俄罗斯萨马拉国立研究型大学 俄罗斯 

44.  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 俄罗斯 

45.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 俄罗斯 

46.  俄罗斯喀山国立技术大学 俄罗斯 

47.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空航天仪表制造大学 俄罗斯 

48.  俄罗斯莫斯科航空学院 俄罗斯 

49.  俄罗斯乌法国立航空技术大学 俄罗斯 

50.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 白俄罗斯 

51.  乌克兰哈尔科夫航空学院 乌克兰 

52.  南特中央理工学院 法国 

53.  法国国家民航学院 法国 

54.  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 法国 

55.  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院 法国 

56.  法国里尔经济管理学院 法国 

57.  法国达芬奇大学 法国 

58.  法国国立梅斯工程师学院 法国 

59.  法国国立机械与航空技术大学 法国 

60.  法国工程师学院 法国 

61.  法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 法国 

62.  法国 IPAG高等商学院 法国 

63.  法国国家高等航空与航天学校 法国 

64.  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 法国 

65.  法国西巴黎南戴尔拉德芳斯大学 法国 

66.  法国阿尔比矿业学院 法国 

67.  法国巴黎大区西部大学 法国 

68.  法国巴黎高等电子学院 法国 

69.  法国雷恩商学院 法国 

70.  法国国立工程师学院集团 法国 

71.  法国高等电力学校 法国 

72.  法国航空院校集团 法国 

73.  维尔纽斯格迪米纳斯技术大学 立陶宛 

74.  立陶宛教育科学大学 立陶宛 

75.  比利时鲁汶大学 比利时 

76.  比利时根特大学 比利时 

77.  瑞典西部大学 瑞典 

78.  瑞士维特国际工商学院 瑞士 

79.  瑞士维多利亚大学 瑞士 



80.  土耳其安纳多鲁大学 土耳其 

81.  土耳其埃斯基谢尔技术大学 土耳其 

82.  土耳其奥坎大学 土耳其 

83.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 意大利 

84.  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意大利 

85.  英国剑桥大学 英国 

86.  英国牛津大学 英国 

87.  英国切斯特大学 英国 

88.  英国拉夫堡大学 英国 

89.  英国卡迪夫大学 英国 

90.  英国伦敦布鲁内尔大学 英国 

91.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 英国 

92.  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 英国 

93.  英国诺丁汉大学 英国 

94.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英国 

95.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英国 

96.  英国爱丁堡大学 英国 

97.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 

98.  英国斯旺西大学 英国 

99.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 

100.  英国阿斯顿大学 英国 

101.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英国 

102.  英国斯凯莱德大学理学院 英国 

103.  英国格里姆斯比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学院 英国 

104.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材料学院 英国 

105.  英国利兹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英国 

106.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 西班牙 

107.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西班牙 

108.  芬兰奥卢大学 芬兰 

109.  斯柯达汽车大学 捷克 

110.  GIK工程科技学院 巴基斯坦 

111.  巴基斯坦国家工程与科学委员会 巴基斯坦 

112.  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大学 巴基斯坦 

113.  韩国科学技术院 韩国 

114.  韩国生产工程实验室 韩国 

115.  韩国釜山国立大学 韩国 

116.  韩国启明大学 韩国 

117.  韩国西江大学 韩国 

118.  韩国建国大学 韩国 

119.  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 新加坡 

120.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马来西亚 



121.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马来西亚 

122.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123.  日本东北大学 日本 

124.  日本高知大学 日本 

125.  日本早稻田大学 日本 

126.  日本上智大学 日本 

127.  泰国清迈大学 泰国 

128.  泰国坦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 泰国 

129.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 

130.  印度曼尼帕大学 印度 

131.  印度亚米提大学 印度 

132.  印度联盟大学 印度 

133.  印度尼西亚爱资哈尔大学 印度尼西亚 

134.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 尼泊尔 

135.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136.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台湾） 

137.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138.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台湾） 

139.  台湾真理大学 中国（台湾） 

140.  台湾台南大学 中国（台湾） 

141.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142.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台湾） 

143.  香港友好大学 中国（香港） 

144.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