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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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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 上海市 上海大學 Shangha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shu.edu.cn/

院級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s://www.sjtu.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上海市 上海師範大學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shnu.edu.cn/

院級 上海市 上海海事大學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s://www.shmtu.edu.cn/

校級;院級 上海市 上海財經大學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hufe.edu.cn/

校級 上海市 上海商學院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bs.edu.cn/

院級 遼寧省 大連海事大學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dlmu.edu.cn/

校級 遼寧省 大連理工大學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dlut.edu.cn/

校級 山西省 山西大學 ShanX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sxu.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山東省 山東大學 Sando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sdu.edu.cn/

校級;系級 山東省 山東財經大學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dufe.edu.cn/

校級;院級 廣東省 中山大學 Sun Yat-Se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sysu.edu.cn/

校級 北京市 中央音樂學院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 學術交流 http://www.ccom.edu.cn/

校級 北京市 中央財經大學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cufe.edu.cn/

校級 湖南省 中南大學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csu.edu.cn/

校級 湖北省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 http://www.zuel.edu.cn/

校級;院級 北京市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ruc.edu.cn/

校級;院級 北京市 中國政法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cupl.edu.cn/

校級 內蒙古自治區 內蒙古大學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imu.edu.cn/

校級 天津市 天津大學 Tianji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tju.edu.cn/

校級 山西省 太原理工大學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2017.tyut.edu.cn/

院級;系級 北京市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pku.edu.cn/

校級 北京市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 Gengdan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gengdan.cn/

校級;院級 北京市 北京外國語大學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bfsu.edu.cn/

校級;院級 北京市 北京交通大學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jtu.edu.cn/

校級 北京市 北京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學術交流 http://www.ustb.edu.cn/

校級;院級 北京市 北京師範大學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bnu.edu.cn/

院級 廣東省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學術交流 http://www.bnuz.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廣東省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huhai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zhbit.com/

校級 北京市 北京郵電大學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s://www.bupt.edu.cn/

校級 浙江省 台州學院 Taizhou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tzc.edu.cn/

校級;院級 四川省 四川大學 Sichu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scu.edu.cn/

校級 四川省 四川師範大學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icnu.edu.cn/

校級 安徽省 合肥工業大學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hfut.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吉林省 吉林大學 JiLi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jlu.edu.cn/

校級;系級 上海市 同濟大學 Tongj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s://www.tongji.edu.cn/

校級 安徽省 安徽大學 Anhu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ahu.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安徽省 安徽師範大學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ahnu.edu.cn/

校級 廣東省 汕頭大學 Shantou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stu.edu.cn/

校級 江西省 江西財經大學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jxufe.cn/

校級 江蘇省 江南大學 Jiangn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jiangnan.edu.cn/

校級 江蘇省 江蘇師範大學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jsnu.edu.cn/

校級 江蘇省 江蘇師範大學科文學院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Kewen College 學術交流 http://kwxy.jsnu.edu.cn/

院級 陝西省 西北工業大學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nwpu.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陝西省 西北政法大學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wupl.edu.cn/

校級;院級 陝西省 西安交通大學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xjtu.edu.cn/

校級 重慶市 西南大學 Southwest University ◎ http://www.swu.edu.cn/

校級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學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swjtu.edu.cn/

校級 重慶市 西南政法大學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wup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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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 四川省 西南財經大學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學術交流 https://www.swufe.edu.cn/

校級 江西省 宜春學院 Yichun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jxycu.edu.cn/

校級 浙江省 杭州師範大學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hznu.edu.cn/

校級 遼寧省 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neu.edu.cn/

校級 吉林省 東北林業大學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nefu.edu.cn/

校級 吉林省 東北師範大學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nenu.edu.cn/

校級;院級;系級 遼寧省 東北財經大學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學術交流 http://www.dufe.edu.cn/

校級 江蘇省 東南大學 Southeast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seu.edu.cn/

校級;院級 湖北省 武漢大學 Wuh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whu.edu.cn/

院級;院級 江蘇省 河海大學 Hoha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hhu.edu.cn

校級 青海省 青海大學 Qingha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qhu.edu.cn/ 

校級 江蘇省 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nju.edu.cn/

校級 江蘇省 南京工業大學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jtech.edu.cn/

校級 江蘇省 南京中醫藥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jutcm.edu.cn/

校級;院級 江蘇省 南京師範大學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njnu.edu.cn/

校級 江蘇省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izhou College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nnutc.edu.cn/

校級 江蘇省 南京財經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jue.edu.cn/

校級;院級 天津市 南開大學 Nankai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ankai.edu.cn/

校級 黑龍江省 哈爾濱工業大學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 http://www.hit.edu.cn/

校級 山東省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Weihai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hitwh.edu.cn/

校級 重慶市 重慶大學 Chongqi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cqu.edu.cn/

校級 北京市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cueb.edu.cn/

校級 浙江省 浙江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 ◎ 學生交換 https://www.zju.edu.cn/

校級 浙江省 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 Ningbo l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it.net.cn/

校級 浙江省 浙江師範大學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zjnu.edu.cn/

校級 浙江省 浙江財經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學術交流 https://www.zufe.edu.cn/

校級;院級 海南省 海南大學 Hain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hainu.edu.cn/

院級 江蘇省 淮陰師範學院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hytc.edu.cn/

校級 廣東省 深圳大學 Shenzhen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s://www.szu.edu.cn/

校級;院級 北京市 清華大學 Tsinghua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s://www.tsinghua.edu.cn/

校級;系級 上海市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fudan.edu.cn/

校級 江蘇省 揚州大學 Yangzhou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yzu.edu.cn/

校級 湖南省 湖南大學 Hunam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hnu.edu.cn/

校級 湖南省 湖南師範大學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hunnu.edu.cn/

院級 湖南省 湘潭大學 Xiangt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xtu.edu.cn/

校級 湖北省 華中科技大學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hust.edu.cn/

校級 湖北省 華中師範大學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ccnu.edu.cn/

校級 上海市 華東政法大學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ecupl.edu.cn/

校級 上海市 華東師範大學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ecnu.edu.cn/

校級 廣東省 華南師範大學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cnu.edu.cn/

校級;院級 廣東省 華南理工大學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s://www.scut.edu.cn/

校級;院級 福建省 華僑大學 Huaqiao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hqu.edu.cn/

校級 貴州省 貴州大學 Guizhou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gzu.edu.cn/

校級;院級 雲南省 雲南大學 Yunn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ynu.edu.cn/

院級 湖北省 黃岡師範學院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hgnc.net/

校級;院級 黑龍江省 黑龍江大學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hlju.edu.cn/

院級 福建省 廈門大學 Xiame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s://www.xmu.edu.cn/

校級 福建省 廈門工學院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xit.edu.cn/

校級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新疆大學 Xinjia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x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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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 浙江省 溫州大學 Wenzhou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wzu.edu.cn/

校級;院級 山東省 煙台大學 Yantai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ytu.edu.cn/

校級 黑龍江省 綏化學院 SuiHur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shxy.edu.cn/

校級 浙江省 寧波大學 Ningbo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www.nbu.edu.cn/

校級 浙江省 寧波工程學院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but.edu.cn/

校級;院級 寧夏回族自治區 寧夏大學 Ningxia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nxu.edu.cn/

校級 寧夏回族自治區 寧夏醫科大學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nxmu.edu.cn/

校級;系級 廣東省 暨南大學 Jin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https://www.jnu.edu.cn/

校級;院級 福建省 福州大學 Fuzhou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fzu.edu.cn/

校級;系級 福建省 福建師範大學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fjnu.edu.cn/

校級 福建省 閩南師範大學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mnnu.edu.cn/

校級 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師範大學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s://www.gxnu.edu.cn/

校級 廣東省 廣東財經大學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gdufe.edu.cn/

校級 河南省 鄭州大學 Zhengzhou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zzu.edu.cn/

校級;院級 山東省 魯東大學 Ludong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ldu.edu.cn/

校級 遼寧省 遼東學院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ldxy.cn/

校級;院級 遼寧省 遼寧大學 Liaoning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lnu.edu.cn/

校級 山東省 濟南大學 Jinan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 http://www.ujn.edu.cn/

校級 遼寧省 瀋陽師範大學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synu.edu.cn/

校級;院級;系級;行政單位 江蘇省 蘇州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suda.edu.cn/

校級 江蘇省 蘇州大學文正學院 Wenzheng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學術交流 http://www.sdwz.cn/

校級 江蘇省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 Applied Technology Collegy of Soochow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tec.suda.edu.cn/

校級 江蘇省 蘇州科技大學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usts.edu.cn/

校級 甘肅省 蘭州大學 Lanzhou Universit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lzu.edu.cn/

院級 江西省 贛南師範學院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gnnu.cn/

校級;院級 山東省 曲阜師範大學 Qufu Normal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qfnu.edu.cn/

院級 山東省 山東科技大學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術交流 http://www.sdust.edu.cn/

校級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學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學術交流;學生交換;自費研修(含專班) http://www.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