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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结学术交流协定等 

＊亚琛工科大学 (1998.5.19)  

＊多特蒙德大学 (1999.3.2)  

＊萨尔大学 (1999.10.5)  

＊达姆施塔特工科大学 (2003.4.30)  

＊格丁根大学 (2003.10.23)  

＊德累斯顿工科大学 (2006.6.26)  

＊亚洲工科研究生院 (1998.11.9)
＊素拉那里工科大学 (2001.3.1)
＊孟库特王工科大学

　拉卡班校 (2004.4.15)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0.9.16)

＊印度尼西亚大学 (2004.3.19)
＊加德马达大学 (2006.12.16)
＊万隆工科大学 (2008.6.4)

＊奥克兰大学 (2002.11.15)  

＊赫尔辛基工科大学 (2001.11.5)  

＊奥卢大学 (2004.8.9)  

＊坦佩雷工科大学 (2006.1.31)  

＊于默奥大学 (1997.8.18)
＊王立工科大学 (2000.9.20) 
＊乌普萨拉大学 (2002.3.20)
＊斯德哥尔摩大学 (2003.1.14)

  ＊查尔姆斯工科大学 (2006.4.19)

　比利时原子能研究中心 (2005.6.16)

　伦敦大学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89.1.3)   

　伦敦大学　Th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9.4.10)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98.5.4)

  

　伦敦大学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诺丁汉大学 (2001.5.15)
　约克大学 (2004.6.7)

＊皮尔·玛丽·居里大学 (1999.8.19)
 ＊雷恩第2大学 (1999.12.3)

 ＊Instituts National Polytechnique de 
　Grenoble et de Strasbourg（2000.3.31)

 
　　　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约瑟夫·傅立叶

　　　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皮尔·蒙德斯·法朗士

　　　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司汤达

　　　格勒诺布尔理工大学 (INPG) 
 

　　　斯特拉斯堡第一大学路易·巴斯德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尔克布洛克

　　　斯特拉斯堡第三大学罗贝尔·舒曼

＊雷恩第1大学 (2000.12.20)
 ＊The Global Education for European Engineers 

　and Entrepreneurs (GE4) (2002.11.14)
  ＊国立应用科学院里昂校 (2004.7.13)

 ＊波尔多第一大学 (2005.7.28)
 ＊国立中央理工学校  

　(Ecole Centrale)5校  (2006.2.13)
 

　　　里尔校

　　　里昂校

　　　马赛校

　　　南特校

　　　巴黎校

＊阿尔比矿业学院 (2006.9.12)
＊里昂政治学院 (2008.6.6)
＊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2008.8.11)

＊洛桑工科大学 (2000.11.20)  

　罗马大学“拉·萨皮恩察”(1990.9.27)   

＊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阿格达勒 (2001.4.30)   

＊乌克兰国立工业大学 (基辅工科大学) (2004.6.2)   

＊德黑兰大学 (1999.8.25)   

＊印度工科大学孟买分校 (2000.8.21)
＊印度科学大学 (2008.12.8)

 

芬兰（Finland）

新西兰（New Zealand）

德国（Germany） 瑞典（Sweden）

比利时（Belgium）

英国（U.K）

法国（France）

意大利（Italy）

摩洛哥（Morocco）

乌克兰（Ukraine）
新加坡（Singapore）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瑞士（Switzerland）

伊朗（Iran）

印度（India）

泰国（Thailand）

　俄罗斯科学学院·西伯利亚支部 (1992.8.10)
＊莫斯科国立大学 (1998.2.19)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2003.7.4)

＊滑铁卢大学 (2006.10.30)

＊东北大学 (沈阳) (1983.8.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98.6.15)
＊清华大学 (1998.8.31) 
＊南京大学 (1999.9.1) 
　北京大学 (1999.11.10)
＊吉林大学 (2001.3.1)
＊浙江大学 (2001.4.9)
＊复旦大学 (2001.4.19)
＊武汉理工大学 (2001.4.30)
＊重庆大学 (2001.7.4)
＊同济大学 (2002.8.13)
＊中国海洋大学 (旧青岛海洋大学) (2002.10.21)
＊北京科学技术大学 (2002.10.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3.3.10)
＊陕西科技大学 (2004.5.30)
＊青岛科技大学 (2004.7.7)
＊厦门大学 (2005.6.29)
＊华中科技大学 (2005.10.12)
＊西安交通大学 (2006.8.31)
＊华东师范大学 (2006.9.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6.12.16)
＊兰州大学 (2007.4.17)
＊天津大学 (2007.6.8)
＊大连理工大学 (2007.6.8)
＊扬州大学 (2008.6.20)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8.10.15)

＊西蒙·玻利瓦尔大学 (2008.1.8)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988.11.29)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90.3.15)
　　　柏克莱校

　　　戴维斯校

　　　尔湾校

　　　洛杉矶校

　　　河滨校

　　　圣地牙哥校

　　　圣塔芭芭拉校

　　　旧金山校

　　　圣塔克鲁兹校

　　　美熹德校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1996.7.3)
＊普度大学 (1997.9.23)
＊阿拉斯加大学 (1999.1.12)
＊科罗拉多矿山大学 (2004.1.7)
＊雪城大学 (2008.11.19)  
＊国际教育协会 (2009.1.27)

＊全北大学 (1991.11.12)
＊首尔大学 (1998.7.8)
＊光州科学技术院 (2000.8.21)
＊釜庆大学 (2000.8.21)
＊浦项工科大学 (2000.9.22)
＊韩国科学技术院 (2001.4.24)
＊忠南大学 (2001.7.9)
＊庆北大学 (2002.9.2)
＊岭南大学 (2003.12.3)
＊东义大学 (2003.12.19)
＊朝鲜大学 (2004.3.18)
＊高丽大学 (2004.3.31)
＊国立昌原大学 (2005.10.2)
＊西江大学 (2007.2.2)
＊延世大学 (2007.5.29)
＊釜山大学 (2007.7.26)
＊公州国立大学 (2007.7.29)
＊中央大学校 (2008.3.27)

＊蒙古科学学院 (2000.8.21)
＊蒙古科学技术大学 (2001.11.16)

＊国立台湾大学 (2000.11.18)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2002.3.8)
＊国立中正大学 (2003.11.14)
＊国立成功大学 (2005.8.9)
＊国立交通大学 (2005.12.15)
＊国立中兴大学 (2009.3.30)

＊悉尼大学 (1993.1.8)
＊新南威尔士大学 (2001.4.7)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2.7.16)

　波兰科学学院催化剂化学研究所 (1999.8.4)

注1）＊符号表示缔结不征收审核费、入学费及学费的交流协议的机构。  

注2）大学名称后的括弧表示缔结协定的日期。 

俄罗斯（Russia）

台湾（Taiwan）

澳大利亚（Australia）

加拿大（Canada）

中国（China）

韩国（Korea）

委内瑞拉（Venezuela）

美国（U.S.A）
蒙古（Mongolia）

波兰（Poland）

26个国家和地区 134所机构

大学间缔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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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工科大学 (1998.5.19)  

＊多特蒙德大学 (1999.3.2)  

＊萨尔大学 (1999.10.5)  

＊达姆施塔特工科大学 (2003.4.30)  

＊格丁根大学 (2003.10.23)  

＊德累斯顿工科大学 (2006.6.26)  

＊亚洲工科研究生院 (1998.11.9)
＊素拉那里工科大学 (2001.3.1)
＊孟库特王工科大学

　拉卡班校 (2004.4.15)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0.9.16)

＊印度尼西亚大学 (2004.3.19)
＊加德马达大学 (2006.12.16)
＊万隆工科大学 (2008.6.4)

＊奥克兰大学 (2002.11.15)  

＊赫尔辛基工科大学 (2001.11.5)  

＊奥卢大学 (2004.8.9)  

＊坦佩雷工科大学 (2006.1.31)  

＊于默奥大学 (1997.8.18)
＊王立工科大学 (2000.9.20) 
＊乌普萨拉大学 (2002.3.20)
＊斯德哥尔摩大学 (2003.1.14)

  ＊查尔姆斯工科大学 (2006.4.19)

　比利时原子能研究中心 (2005.6.16)

　伦敦大学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89.1.3)   

　伦敦大学　Th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9.4.10)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98.5.4)

  

　伦敦大学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诺丁汉大学 (2001.5.15)
　约克大学 (2004.6.7)

＊皮尔·玛丽·居里大学 (1999.8.19)
 ＊雷恩第2大学 (1999.12.3)

 ＊Instituts National Polytechnique de 
　Grenoble et de Strasbourg（2000.3.31)

 
　　　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约瑟夫·傅立叶

　　　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皮尔·蒙德斯·法朗士

　　　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司汤达

　　　格勒诺布尔理工大学 (INPG) 
 

　　　斯特拉斯堡第一大学路易·巴斯德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尔克布洛克

　　　斯特拉斯堡第三大学罗贝尔·舒曼

＊雷恩第1大学 (2000.12.20)
 ＊The Global Education for European Engineers 

　and Entrepreneurs (GE4) (2002.11.14)
  ＊国立应用科学院里昂校 (2004.7.13)

 ＊波尔多第一大学 (2005.7.28)
 ＊国立中央理工学校  

　(Ecole Centrale)5校  (2006.2.13)
 

　　　里尔校

　　　里昂校

　　　马赛校

　　　南特校

　　　巴黎校

＊阿尔比矿业学院 (2006.9.12)
＊里昂政治学院 (2008.6.6)
＊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2008.8.11)

＊洛桑工科大学 (2000.11.20)  

　罗马大学“拉·萨皮恩察”(1990.9.27)   

＊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阿格达勒 (2001.4.30)   

＊乌克兰国立工业大学 (基辅工科大学) (2004.6.2)   

＊德黑兰大学 (1999.8.25)   

＊印度工科大学孟买分校 (2000.8.21)
＊印度科学大学 (2008.12.8)

 

芬兰（Finland）

新西兰（New Zealand）

德国（Germany） 瑞典（Sweden）

比利时（Belgium）

英国（U.K）

法国（France）

意大利（Italy）

摩洛哥（Morocco）

乌克兰（Ukraine）
新加坡（Singapore）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瑞士（Switzerland）

伊朗（Iran）

印度（India）

泰国（Thailand）

　俄罗斯科学学院·西伯利亚支部 (1992.8.10)
＊莫斯科国立大学 (1998.2.19)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2003.7.4)

＊滑铁卢大学 (2006.10.30)

＊东北大学 (沈阳) (1983.8.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98.6.15)
＊清华大学 (1998.8.31) 
＊南京大学 (1999.9.1) 
　北京大学 (1999.11.10)
＊吉林大学 (2001.3.1)
＊浙江大学 (2001.4.9)
＊复旦大学 (2001.4.19)
＊武汉理工大学 (2001.4.30)
＊重庆大学 (2001.7.4)
＊同济大学 (2002.8.13)
＊中国海洋大学 (旧青岛海洋大学) (2002.10.21)
＊北京科学技术大学 (2002.10.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3.3.10)
＊陕西科技大学 (2004.5.30)
＊青岛科技大学 (2004.7.7)
＊厦门大学 (2005.6.29)
＊华中科技大学 (2005.10.12)
＊西安交通大学 (2006.8.31)
＊华东师范大学 (2006.9.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6.12.16)
＊兰州大学 (2007.4.17)
＊天津大学 (2007.6.8)
＊大连理工大学 (2007.6.8)
＊扬州大学 (2008.6.20)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8.10.15)

＊西蒙·玻利瓦尔大学 (2008.1.8)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988.11.29)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90.3.15)
　　　柏克莱校

　　　戴维斯校

　　　尔湾校

　　　洛杉矶校

　　　河滨校

　　　圣地牙哥校

　　　圣塔芭芭拉校

　　　旧金山校

　　　圣塔克鲁兹校

　　　美熹德校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1996.7.3)
＊普度大学 (1997.9.23)
＊阿拉斯加大学 (1999.1.12)
＊科罗拉多矿山大学 (2004.1.7)
＊雪城大学 (2008.11.19)  
＊国际教育协会 (2009.1.27)

＊全北大学 (1991.11.12)
＊首尔大学 (1998.7.8)
＊光州科学技术院 (2000.8.21)
＊釜庆大学 (2000.8.21)
＊浦项工科大学 (2000.9.22)
＊韩国科学技术院 (2001.4.24)
＊忠南大学 (2001.7.9)
＊庆北大学 (2002.9.2)
＊岭南大学 (2003.12.3)
＊东义大学 (2003.12.19)
＊朝鲜大学 (2004.3.18)
＊高丽大学 (2004.3.31)
＊国立昌原大学 (2005.10.2)
＊西江大学 (2007.2.2)
＊延世大学 (2007.5.29)
＊釜山大学 (2007.7.26)
＊公州国立大学 (2007.7.29)
＊中央大学校 (2008.3.27)

＊蒙古科学学院 (2000.8.21)
＊蒙古科学技术大学 (2001.11.16)

＊国立台湾大学 (2000.11.18)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2002.3.8)
＊国立中正大学 (2003.11.14)
＊国立成功大学 (2005.8.9)
＊国立交通大学 (2005.12.15)
＊国立中兴大学 (2009.3.30)

＊悉尼大学 (1993.1.8)
＊新南威尔士大学 (2001.4.7)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2.7.16)

　波兰科学学院催化剂化学研究所 (1999.8.4)

注1）＊符号表示缔结不征收审核费、入学费及学费的交流协议的机构。  

注2）大学名称后的括弧表示缔结协定的日期。 

俄罗斯（Russia）

台湾（Taiwan）

澳大利亚（Australia）

加拿大（Canada）

中国（China）

韩国（Korea）

委内瑞拉（Venezuela）

美国（U.S.A）
蒙古（Mongolia）

波兰（Poland）

（截至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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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结学术交流协定等 

院系间缔结协议

学系 地理位置 国家 ·地区 友好院校名称

文学研究科・文学院（5）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大学研究生院系

台湾 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天主教辅仁大学外语学院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

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院（6） 亚洲 韓国 明知大学社会教育研究生院

延世大学教育科学大学

台湾 台东大学师范学院

中国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OE)、University of London
约克大学教育学院

法学研究科・法学院（7） 亚洲 韓国 国民大学校社会科学大学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中南美 巴西 南里奥格兰德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及法学硕士课程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大学法学院

德国 格丁根大学法学院

海德堡大学法学院

波兰 玛丽亚 ·居里 -斯可罗多夫斯卡大学法学院

经济学研究科・经济学院（9） 亚洲 泰国 泰日工业大学

台湾 东吴大学商学院

中国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欧洲 英国 莱斯特大学社会科学院

德国 慕尼黑社会科学研究所

法国 雷恩第一大学雷恩経営研究所

理学研究科・理学院（29） 亚洲 印度尼西亚 迪波内哥罗 （Diponegoro） 大学水产、海洋科学院

泰国 苏兰拉里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加速物理学研究科

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物理院

越南 越南国立大学河内校河内科学大学

韩国 韩国水产研究振兴院

韩国国立公州大学研究生院

成均馆大学自然科学部

台湾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

中国 圣南大学生命科学・工学系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兰州大学理学系研究科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中国中山大学环境科学・工程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理学部

新西兰 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

北米 美国 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

加内基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欧洲 英国 苏塞克斯大学化学、物理及环境科学院

荷兰 荷兰乌特支大学生物学院

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

德国 格丁根大学化学研究科

海德堡大学化学研究科

法国 法国高等师范学校里昂分校

比利时 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理学研究科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自控処理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V.I. Il'ichev太平洋海洋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索波列夫地质学矿物学研究所

医学系研究科・医学院（14） 亚洲 菲律宾 圣拉萨罗医院 (San Lazaro医院 )
韩国 又松大学校保健福利大学

中国 中国医科大学

浙江医科大学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湖北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昆士兰理工大学卫生保健系护理专业

北米 美国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加拿大 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渥太华大学医学院

欧洲 匈牙利 德布勒森大学医学院

牙科研究科・牙科学院（7） 亚洲 韩国 全南大学校牙科大学

中国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北米 美国 Forsyth 研究所

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牙科系

欧洲 英国 伦敦国王学院牙科系

瑞典 于默奥大学牙科系

芬兰 奥卢大学牙科系

41个国家和地区  307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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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研究科・药学院（3） 亚洲 韩国 成均馆大学校药学大学

忠北大学校药学大学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大学药学院

工学研究科・工学院（61） 亚洲 印度 浦那国立化学研究所

印度尼西亚 万隆工科大学

印度尼西亚科学院

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
泰国 宋卡王子大学工学院

Sirindhor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IT),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stitute of Thammasat University
泰日工业大学

MONGKUT国王科技大学 , THONBURI
菲律宾 棉兰老国立大学伊利甘理工学院

越南 水资源大学

越南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

河内工科大学

韩国 全北大学校工科大学

釜庆大学校（原釜山水产大学）
汉城大学工学院

庆北大学工学院

延世大学工学院

岭南大学工学院

忠南大学工学院

汉阳大学工学院及研究生院

全南大学工学院

台湾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理学院

中国 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
浙江大学工程学系

重庆大学工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东 伊朗 设拉子大学工学院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工学・信息学院

北美 美国 伊利诺大学工学系・生物声学 (Bioacoustics)研究所

华盛顿大学工学院

国际教育协会

伊利诺工科大学

佐治亚工科大学工学系

怀俄明大学工学系  
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工学院

中南美 墨西哥 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

智利 阿塔卡马大学     
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 大学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工学系机械・航空・土木工学专业

瑞士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瑞典 皇家理工学院

林克平大学工学院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大学工学系4学院  
捷克 捷克奥斯特拉瓦技术大学

丹麦 丹麦技术大学

德国 亚琛工科大学机械工学院、矿山冶金・地球科学院

汉堡 -哈堡理工大学

自由堡大学微系统技术研究所

埃朗根大学工学院

法国 梅斯大学

IFMA大学工学院 (Institut Français de Mécanique Avancée)
国立应用科学院图卢兹分校

波尔多国立高等电子・信息・通信大学

蒙波利埃国立高等建築大学

Troyes工科大学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　微波电子工学・高纯度物质研究所

农学研究科・农学院（13） 亚洲 泰国 泰国农业大学理学系

泰国农业大学农学系

泰国农业大学水产系

韩国 济州大学校农科大学

台湾 台北医学大学公众卫生营养学院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原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上海水产大学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欧洲 意大利 拉奎拉大学实验医学院

瑞典 瑞典农科大学农业・景观计划・园艺系及兽医系

西班牙 维哥大学理学院

匈牙利 圣伊斯特万大学农学院及食品学院（原匈牙利农科・食品工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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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研究科（3） 欧洲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经济大学

法国 雷恩第二大学外语系

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斯坦国際大学

信息科学研究科（9） 亚洲 泰国 国立法政大学 Sirindhorn国际工学院

台湾 国立台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国立台北大学公共政策学院

開南大学資訊学院

中国 中国北京郵電大学情報通信工程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欧洲 意大利 罗马大学 Tor Vergata分校 沃尔泰拉中心 (Volterra Center)
巴西利卡塔大学工学系

波兰 华沙大学数学研究所

生命科学研究科（4） 亚洲 泰国 苏兰拉里理工大学农业工学研究所生物工程学研究科

韩国 顺天大学校农业生命科学大学

欧洲 荷兰 乌特列大学生物学系

捷克 马萨里克大学理学系

环境科学研究科（4）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万隆工科大学

韩国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光州研究中心

欧洲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经济大学

德国 莱布尼茨应用地球化学研究所

教育信息学研究部（1） 亚洲 泰国 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教育学院

金属材料研究所（45）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生产技术研究所

韩国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产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国立釜山大学校生产技术研究所

延世大学原子尺度 (Atom Scale)表面研究所

漢陽大学校陶瓷工程研究中心

韩国科学技术院电子部品・材料设计人力教育中心

成均馆大学技术革新中心

仁荷大学工科大学

东义大学校电子陶瓷研究中心

昌原大学校基础科学研究所

高丽大学校・工科大学・材料工学科

釜山大学校素材技术研究所

韩国国立海洋大学校工科学院

台湾 国立台湾大学工学院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材料研究所

中国 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武汉工业大学新材料研究所

清华大学近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物理系

香港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

非洲 埃及 艾斯尤特大学

北美 美国 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工学院

哈佛大学理工科

斯坦福大学 Geballe先进材料科学实验室 (G-LAM)
欧洲 英国 约克大学电子工学院

意大利 比萨大学物理专业

斯洛文尼亚 JOZEF STEFAN INSTITUTE, LJUBLJANA
德国 格丁根大学金属物理学研究所

马克斯 -普朗克金属研究所

卡尔斯鲁厄研究所微加工技术研究所

法国 国立洛林综合理工学院

圣艾蒂安高等矿业学院材料结构中心

里昂第一 Claude Bernard大学发光材料物理化学研究所

格勒诺布尔国立理工学院熱力学物理化学冶金研究所

比利时 比利时原子力研究所材料研究部

波兰 波兰真空工学研究所

波兰科学院物理学研究所

波兰国立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物理学研究所

老化医学研究所（5） 亚洲 中国 辽宁省肿瘤病院・辽宁省肿瘤研究所

北米 美国 伊利诺大学工学院・生物声学 (Bioacoustics)研究所

中南米 古巴 古巴神经科学中心

欧洲 俄罗斯  SMOLENSK STATE MEDICAL ACADEMY
捷克 捷克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

流体科学研究所（26）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学系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生产工学系

韩国 韓国高等科学技术院工学系

成均馆大学校工学院

台湾 国立应用研究所・纳米设备研究所

中国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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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科学研究所（2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工学院

北美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航空宇宙研究所

美国 雪城大学工学院

肯德基大学工学院

莱斯大学工学院

欧洲 英国 英国克兰费尔德科技学院航空学院

意大利 的里雅斯特大学工学院

希腊 雅典国家技术大学机械工学院

捷克 捷克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

德国 卡尔斯鲁厄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

匈牙利 匈牙利科学院物理材料技术研究所

布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化学・生命工学院

赛梅维什大学药学系

法国 国立应用科学院里昂校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工学院电气工学院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理论及应用力学研究所

莫斯科电力工学研究所 （工科大学） 电力机械工学院

电气通信研究所（14） 亚洲 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理学院

韩国 成均馆大学信息通信技术研究所

大邱大学校信息通信工学院

中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系

深圳大学科研处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技术系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美 美国 芝加哥大学佛兰克研究所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玛莉皇后学院

荷兰 特文特大学应用物理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

德国 IHP科研组织（IHP-Innovations for High Performance microelectronics）
法国 国立科学研究所固体材料纳米科学研究中心

波兰 波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通信电子工学研究所

多元物质科学研究所（25） 亚洲 泰国 清迈大学理学院

韩国 韓南大学混合 (hybrid)材料研究所

成均馆大学信息通信用新机能性材料及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 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
北京大学纳米科学技術研究中心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物理研究所

华侨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北美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专业

哥伦比亚大学理工学院地球・环境工学专业

犹他大学金属工学专业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金属工序研究中心

多伦多大学金属・材料科学专业

欧洲 英国 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央研究结构达斯伯里实验室

意大利 的里雅斯特放射光研究所

乌克兰 材料科学基础国立研究所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物理专业

弗里德理西 -席勒 ·耶拿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

結晶成长研究所

法国 阿尔比 -卡尔穆高等矿业学院

罗马尼亚 雷射・等离子・放射物理国立研究所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固体物理学研究所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原子核物理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支部自控程序研究所

东北亚研究中心（11） 亚洲 蒙古 蒙古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科学中心 （原蒙古技术大学地球科学中心）
韩国 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

高丽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中国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V.N.苏卡切夫 (V.N.SUKACHEV)森林研究所

Ugra信息技术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经济研究所

国际技术投资振兴财团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学、北方名族问题研究所
（原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科学院人文科学研究所）

回旋加速器 RI中心 (Cyclotron and 
Radioisotope Center)（2）

亚洲 台湾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中南美 古巴 芬莱研究所

边缘科学国际高等研究中心（3） 亚洲 中国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韩国 昌原大学校产业技术研究院

北美 美国 斯坦福大学集成电路系统中心

原子分子材料科学高等研究机构（1）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UCL)・数学物理科学系（MA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