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报名通知 

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指经过我校与国外大学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双方大学互相承认各自的学分，学生

达到各自学校的毕业要求后，授予相应学位。、我校 2017 年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即日起开始校内报名工作，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外方学校招生简章的查询渠道 

1、 教务处网站—国际教育栏中公布并随时更新各学校最新招生简章； 

2、 通过本通知附件“联合培养项目一览”中提供的外方学校网址进行查询。 

二、项目模式 

目前的项目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2+2 模式：学生在我校就读大一、大二后，赴外方大学学习两年，达到双方大学毕业及学位要求后，

获得双方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和我校的毕业证书。大多数 2+2 外方大学也接收大三学生，但学生仍需在国

外学习至少两年。 

2. 3+1+1 模式：学生在我校就读前三年课程后，赴外方大学学习一年本科课程，达到我校本科毕业及学

位要求的，获得我校本科毕业及学位证书。之后，继续赴外方大学学习一至两年，达到外方大学硕士学位

要求的，可获外方大学的硕士学位。部分外方大学接受大四学生申请直接攻读研究生。 

3. 2+1+2 模式：主要针对俄罗斯乌法国立石油技术大学，学生在我校就读大一、大二后，赴俄学习一年

俄语，继续在外方大学再学习两年，达到双方大学毕业及学位要求后，获得双方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和我

校的毕业证书。 

4. 4+3 模式：主要针对法国图尔工程师学院，大四学生从我校毕业后赴外方大学学习一年外语（法语），

再继续攻读两年硕士学位，最终获得外方大学的硕士工程师文凭。 

5. 3+3 模式：主要针对法国图尔工程师学院。学生在我校就读前三年课程后，赴外方大学学习一年本科

课程，达到我校本科毕业及学位要求的，获得我校本科毕业及学位证书。之后，继续赴外方大学学习两年，

达到外方大学硕士要求的，可获外方大学的硕士学位。 

三、项目本科毕业要求 

1. 2+2 项目：需要同时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方可获得我校本科毕业和学位证书。 

（1）通过我校专业培养计划内一至四学期所有的必修课程（含实习实践环节），且修够通识选修课总

学分的一半。对于参加项目的三年级学生也是同样要求。 

（2）获得合作大学的学位证。 

2. 3+1+1、3+3 项目：赴国外大学学习的第一年结束后，将学分转回我校，达到我校毕业和学位授予要

求的，获得我校本科毕业和学位证书。 

四、项目费用 

项目相关的所有学费或手续费均由学生直接向外方大学或其代表处支付，一般包括学费、住宿费和网

上申请费，部分大学需要向其代表处交纳项目手续费用。我校积极为学生提供出国留学机会，除收取必要

成本费用（成绩单打印）和留学期间的学籍保留费用之外，不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项目报名 

1. 下载自费留学项目报名表，填写并打印，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签字后，交至主楼 B 座 218 室国际

教育科；每张报名表只能申请一个学校和专业（中文）。2+2 联合培养项目原则上申请专业与国内所学专业

要一致或相近（油气储运工程专业除外），且学生国外所学专业必须是我校具有学位授予权的专业。 

2 .请根据个人情况和留学计划，认真考虑和决定选报申请大学和专业。每人最多报名申请 2 所大学，

报名后不要轻易退出，外方大学最终录取后要尽快确认是否入学。 

3. 在教务处和学院外事秘书指导下，完成自己所申请的国外大学规定的申请手续。各高校申请截止时

间和申请手续材料等详见本网站最新通知（请至少在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前 3-4 周提交报名表）。 

六、项目咨询 

1．部分大学会不定期派代表老师来我校举行留学项目宣讲会（详见国际教育主页），学生可关注教务

处网站、微信公众号相关通知，届时可参加宣讲会，到现场直接咨询。 

2．学生优先咨询本学院外事秘书： 

地球科学学院：杨老师     89733936         

石油工程学院：邹老师     89733086 

化学工程学院：付老师     89733089 

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田老师   89733040 

地球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唐老师  89731308 

理学院：王老师      89733898 

工商管理学院：王老师     89739072 

外国语学院：王老师     89732208 

3．学院外事秘书解决不了的问题，可咨询教务处国际教育科： 

董老师：周一至周五下午现场或电话咨询 8973 9122，咨询邮箱：guojijiaoyuke@163.com。办公地点：

主楼 B 座 218 室。 

七、温馨提示 

1. 我校会将出国留学相关信息公布在校园网（教务处主页国际教育栏目）、第三教学楼 LED 信息屏、

微信公众号，或将通知发布到相关学院，不会打印张贴在校园的其它地方，且与我们有合作的学校信息均

已在校园网（教务处主页国际教育栏目下）公布，供学生和家长查询。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学生报名出

国留学项目时请不要盲目轻信校园张贴的留学“小广告”等虚假宣传，如有疑问请直接与学院或教务处联系，

谨防上当受骗。 

2. 为保证申请同学顺利提交外方所需各项资料，请大家提前做好中英文成绩单（密封件）、中英文在

读证明的打印、合理安排语言（托福和雅思）考试，确保能够在报名时提供有效语言成绩，语言成绩请通

过 ETS 或 IELTS 官方直接寄达外方学校。 

3. 2017 年与我校有合作的全部联合培养项目报名工作均已开始。 

 

教务处 

                                                          2016 年 11 月 2 日 

mailto:guojijiaoyuke@163.com


附件： 

2017年联合培养项目一览 

美国： 

1.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报名进行中） 

合作院系：Dept. of Chemical&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仅化学工程  

语言要求：托福 80，雅思 6.5； 成绩要求：GPA3.0 以上 

申请材料：申请表（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21 日 

其他说明：获得我校本科学位后，GPA3.0 以上和 GRE（48% verbal & 75% quantitative）符合条件的可攻读

该校为期一年的化学工程硕士学位。 

学校网址：www.fsu.edu 

学院网址：http://www.eng.fsu.edu/cbe/ 

3+1+1 项目信息网址：https://cge.fsu.edu/sap/prgms_chemical.htm 

2.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报名进行中） 

合作院系：Faculty of Science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化工、机械、计算机、自动化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化工、机械、计算机、自动化 

语言要求：2+2 项目：托福 61（各项不低于 15 分）；雅思 6.5（各项不低于 6.0） 

3+1+1 项目：托福 79（各项不低于 15 分）；雅思 6.5（各项不低于 6.0） 

成绩要求：2+2 项目 GPA2.5 以上；3+1+1 项目 GPA3.0 以上 

申请材料：网申和申请表（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三封推荐信、英语水平成绩、 

银行存款证明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20 日 

其他说明：TOEFL或IELTS成绩（若有），成绩单需通过ETS或IELTS官方寄送至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

托福送分学校代码：6875；学校类型2+2和3+1+1都选择“0-Undergraduate”。 

学校网址：http://missouri.edu/ 

学院网址：http://www.engineering.missouri.edu 

3. 密苏里科技大学-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石工、地质、勘查、储运、 

语言要求：托福 79，雅思 6.0； 成绩要求：GPA2.5 以上 

申请材料：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1 日 

其他说明：若学生语言成绩没有或不够的，MST 可以有条件录取，学生需要在 MST 修读英语课程，但只要

在进入 MST 之前提交合格成绩的，可免上此课程。此学校有网申费。 

学校网址：http://www.mst.edu/ 

4. 玛瑞埃塔大学-Marietta College(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石工、化学、数学、英语、商科 

http://www.fsu.edu/
http://www.eng.fsu.edu/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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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要求：托福 79，雅思 5.5 该校语言不做硬性要求； 成绩要求：GPA2.5 以上 

申请材料：申请表（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个人陈述（英文）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1 日 

其他说明：若学生语言成绩没有或不够的，外方学校可以有条件录取，学生需要在玛瑞埃塔大学修读英语课

程。此学校有网申费。 

学校网址：http://www.marietta.edu/ 

5. 密歇根理工大学-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语言要求：托福 79，雅思 6.5； 成绩要求：GPA3.0 以上 

申请材料：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学校网址：http://www.mtu.edu/ 

6. 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地球科学、石油工程、化学工程、商科、计算机、英语、机械工程 

语言要求：托福 80，雅思 6.0； 成绩要求：GPA3.0 以上 

申请材料：面试（时间另行通知），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请对该项目有意向的同学尽快报名参加（以便参加面试），填写自费留学申请表交

至国际教育科。 

其他说明：此学校有网申费。 

学校网址：www.utulsa.edu 

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报名进行中）  

合作院系：Ira A. Fulton Schools of Engineeri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语言要求：托福 80，雅思 6.5； 成绩要求：GPA3.0 以上 

申请材料：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 

其他说明：此学校有网申费。 

学校网址：http://www.asu.edu/ 

学院网址：http://engineering.asu.edu/ 

8. 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石工、地质、勘查、储运、商科、英语 

语言要求：托福 79，雅思 6.5； 成绩要求：GPA2.0 以上 

申请材料：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 

其他说明：若学生托福成绩达到 64 到 79 分之间，UAF 可以有条件录取，学生需要在 UAF 修读英语课程，

但只要在进入 UAF 之前提交合格成绩的，可免上此课程。此学校有网申费。 

学校网址：http://www.uaf.edu 

加拿大： 

9. 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报名进行中） 

http://www.marietta.edu/
http://www.mtu.edu/
http://www.utulsa.edu/
http://www.asu.edu/
http://engineering.asu.edu/
http://www.uaf.edu/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化工、石工、数学、地质、地球物理（勘查）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化学、地质、地球物理（勘查）、数学、计算机 

语言要求：托福 86，雅思 6.5； 成绩要求：GPA3.0 以上 

申请材料：申请表和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 

其他说明：由于外方学校地质学和地球物理专业在理学院下，所以这两个专业在卡尔加里大学授予理学学士。 

学校网址：http://www.ucalgary.ca/ 

2+2 项目信息网址：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2plus2 

3+1+1 项目信息网址：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3plus2 

10. 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报名进行中） 

合作院系：Faculty of Science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化学、地质学、地球物理、环境科学 

语言要求：通过该校英语水平测试（测试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 

成绩要求：无不及格课程，主要课程平均 70 分以上 

申请材料：通过英语测试和面试后，进行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提交官方成绩单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31 日 

其他说明：由于外方学校地质学和地球物理专业在理学院下，所以这两个专业在滑铁卢大学授予理学学士。

请对该项目有意向的同学尽快报名参加，填写自费留学申请表交至国际教育科。 

学校网址：http://www.uwaterloo.ca/ 

2+2 项目信息网址：https://uwaterloo.ca/science-2-plus-2/ 

11.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计算机、机械、化工、环境工程、材料、自动化、过程 

语言要求：托福 80，雅思 6.5，无托福雅思成绩的可通过该校 CanTEST 英语水平测试，CanTEST 考试要求

听力、阅读、写作全部 4.0 以上（测试时间：另行通知） 

成绩要求：加权平权分 80 分以上 

申请材料：通过英语测试和面试后，进行网申（报名后请查收邮件），提交官方成绩单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请对该项目有意向的同学尽快报名参加，填写自费留学申请表交至国际教育科。若

要参加 CanTEST 考试的同学，请在 11 月 24 日前报名。 

其他说明：CanTEST 考试有费用。 

学校网址：https://www.uottawa.ca/ 

学院网址：http://www.engineering.uottawa.ca 

12. 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报名进行中） 

合作院系：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石工、储运 

语言要求：托福 80，雅思 6.5； 成绩要求：GPA2.75 以上 

申请材料：申请表（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在读证明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 

学校网址：https://www.mun.ca 

http://www.ucalgary.ca/
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2plus2
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2plus2
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2plus2
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3plus2
https://www.ucalgary.ca/uci/partnerships/3plus2
http://www.uwaterloo.ca/
https://uwaterloo.ca/science-2-plus-2/
https://www.uottawa.ca/
http://www.engineering.uottawa.ca/
http://www.mun.ca/


英国： 

13. 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报名进行中） 

合作院系：School of GeoSciences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地质、勘查、环科 

语言要求：托福 92（每项至少 20），雅思 6.5（每项至少 5.5）； 成绩要求：GPA3.25 以上 

申请材料：面试（已结束），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2 封学术推荐信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 

其他说明：外方学校地质学、地球物理和环科专业授予理学学士。 

学校网址：http://www.ed.ac.uk/ 

学院网址：http://www.ed.ac.uk/schools-departments/geosciences 

14. 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2； 开放专业：（大二）商科类（管理、会计、金融、市场营销、经济贸易）、机械、材料、

化工、环工、英语 

项目模式：3+1+1； 开放专业：（大三）商科类（管理、会计、金融、市场营销、经济贸易）、机械、

材料、化工、环工、英语 

项目模式：4+1； 开放专业：（大四）不限专业 

奖学金：该校提供奖学金可供申请 

语言要求：2+2/3+1+1 项目：雅思 6.0，单项不低于 5.5； 

      4+1 项目：商科、英语、计算机 雅思 6.0，其他专业雅思 6.5；单项不低于 5.5 

成绩要求：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申请材料：申请表（报名后请查收邮件），官方成绩单（中英文），在读证明（中英文），个人陈述（英文），

推荐信（2+2/3+1+1 准备一封，4+1 准备两封），雅思成绩单，护照首页复印件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30 日 

其他说明：斯旺西大学在中国北京设有代表处，供学生直接咨询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10-88854110；13810602331QQ：2280763188 邮箱：swansea01@126.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鲁园上河村 A1-4-402 

学校网址：http://www.swansea.com.cn(中文)http://www.swansea.ac.uk(英文） 

新西兰： 

15. 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2.5 和 3+2.5； 开放专业：（大二、大三）化工、环工 

语言要求：托福 80，雅思 6.0； 成绩要求：平均分 80 以上 

申请材料：官方成绩单，英语水平成绩 

学校网址：http://www.canterbury.ac.nz 

俄罗斯： 

16. 乌法国立石油技术大学（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2+1+2； 开放专业：（大二）地质学，石工、化工、机械、自动化 

语言要求：不限；  

http://www.ed.ac.uk/
http://www.ed.ac.uk/
http://www.ed.ac.uk/schools-departments/geosciences
mailto:swansea01@126.com
http://www.swansea.com.cn/
http://www.swansea.ac.uk/
http://www.canterbury.ac.nz/
http://www.canterbury.ac.nz/


申请材料：官方成绩单，在读证明 

其他说明：乌法大学对学生的语言不做任何要求，没有学过俄语的也可以报名，但是都需要去到乌法大学学

习 1 年语言预科之后，再进行后两年的学习。 

法国： 

17. 法国图尔工程师学院（报名进行中） 

项目模式：4+3 和 3+3； 开放专业：（大三、大四）环境工程、机械、热能、自动化、计算机、材料、

测控、数学 

语言要求：大学英语四级 450 分以上； 成绩要求：平均分 80 分以上 

申请材料：面试及 TEF 考试（另行通知时间），官方成绩单，在读证明 

外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 

其他说明：法国图尔工程学院在中国北京设有代表处，供学生直接咨询 

联系人：肖老师    QQ：1425755747    微信：dixiao1240 

联系人：买老师    QQ：1219984989    微信：maierhan 

电话：010-8599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