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项目类别 交流院校 报名条件 交流时间 语言要求 费用（仅供参考） 备注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1.采矿、安全相关专业
（大二）
2.GPA良好；

2-3年 达标

2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C

1. 遥感、测绘工程、地理
信息科学专业（大二/大
三）;
2. GPA 3.0；

2-3年
TOEFL 66 (单科>=15)
or  IELTS 6 (单科
>=5.5)

3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

1. 工程类专业（大二/大
三）；
2. GPA良好；
3. 参加过数学、物理、化
学课程的学习；
4. 所报专业与本科所学专
业相近

2-3年 雅思6.0或托福机考60

4 美国南达科塔矿业理工学院SDSMT

1. 专业不限（大二/大
三）；
2. GPA良好；
3. 所报专业与本科所学专
业相近

2-3年 雅思5.5或托福机考68

5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UMD

 专业不限（本科生/研究
生），新开放文理学院申
请；交换生、3+2项目：学
生在校平均成绩≥75；硕
士项目：学生平均成绩≥

2年

3+2项目：托福机考80
、雅思6.0、大学英语
均分80、六级500；硕
士项目：托福机考84、
雅思6.5

约3.2万美元/学年

6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SU
1. 工程类专业（大三）
2. GPA 3.0； 2年 雅思6.5或托福机考80

7 美国代顿大学UD
1. 专业不限（大三）；
2. GPA 2.75

2年
托福80分或雅思6.5；
或通过该校暑期课程取
得B(3.0)以上

根据学生的GPA优惠35-
40%，研究生第二年每
学分额外优惠30%

8 英国奥斯特大学UU
1. 本科生/研究生（不限
专业，大二）；
2. GPA良好；

2年
雅思6.0（单项不低于
5.5）

本科交流学费：￡
6970/学年；硕士学
费：￡12,495/学年
（我校交流生学费可减
免-10%）

9 3+1+2/4+1+2 法国图尔工程师学院

理工科背景；硕士专业：
城市规划与环境工程、电
子与电气工程、计算机工
程、机械工程（大三/大四
/研究生）

2-3年

赴法前完成为期一年的
零基础法语培训，并通
过工程师学院的面试及
TEF\TCF考试

10 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TUF

1. 专业不限（大四）；
2. GPA良好；
3. 所报专业与本科所学专
业相近。

2-3年

英文授课项目，托福79
分(纸考550分)或者雅
思6分；根据专业要求
不同，需GRE1050分或
GMAT550分；德语授课
项目，要求通过DSH-2
或者TestDaf 4*4（听
、说、读、写均达到4
分）。

1、免学费，注册费：
84欧元/学期。
2、吃、住、保险、注
册费、书本费等日常开
销：约500欧元/月。
3、德国留德预备审核
部收取APS材料审核
费：1000元人民币/人
。
4、收取服务费：1000
欧元/人，面试前交500

11 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UC
1.采矿工程相关专业（大
四）；
2. 成绩平均分达到70以上

2-3年 托福79分或者雅思6.5
分

1．免学费，面试费：
600欧/人
2．正常收取管理费用
、学生服务费用和学生
会费用。

12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UMD
专业不限（本科生/研究
生）

1.5-2年 托福机考84或雅思6.5

交流期间GPA至少不低
于2.5，可获得奖学
金，约为州内与州外学
费差额的80%。

13 美国南达科塔矿业理工学院SDSMT
专业不限（本科生/研究
生）

2年 雅思5.5或托福68/520

学习费用较低，并对成
绩优异的同学提供一定
额度的奖学金。

14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
专业不限（本科生/研究
生）

2年 雅思6.0或托福机考60

15 美国代顿大学UD
工程类，金融类（本科生/
研究生）

1-2年
托福80分或雅思6.5；
或通过该校暑期课程取
得B(3.0)以上

16 英国奥斯特大学UU
专业不限（本科生/研究
生）

1年 雅思6.0

本科交流学费：￡
6970/学年；硕士学
费：￡12,495/学年
（我校交流生学费可减
免-10%）

17 SMACCs学位项目

1.具有工程学背景（大
四）；
2．其他学位（即建筑学，
法律，商业，社会等），
根据申请人情况进行个例

2年
托福90分；雅思6.5
（单科5.5）

18 加拿大劳伦森大学

1. 采矿工程、机械、土木
等相关专业（大四）；
2. 成绩平均分达到80以
上；

1-2年
托福88分或者雅思6.5
分（单科不低于6分）
。

每门3个学分的课程
$2,743加元, 或全部30
个学分的课程$27,430
加元

19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UMD 专业不限（研究生） 1-2年

工学院：托福84分，或
雅思6.5分，或密歇根
英语考试(MELAB)80
分；商学院：托福84分
或雅思6.5分，且
GMAT550或GRE相应分数

交流期间GPA至少不低
于2.5可获得该校奖学
金，约为州内与州外学
费差额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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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国代顿大学UD

 1. 专业不限，外方学
位：金融硕士；
2. 本科为商科或经济学专
业的学生需达到GPA≥ 3.0
（4.0分制）；自然科学、
数学、工科等其他专业学
生GPA≥ 2.5（4.0分制）

1年
暑期项目3.0可免托福/
雅思，通过外方面试/
笔试

45000美元

21 新西兰维多利亚惠灵顿大学VUW
数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本科生/研究生） 1-2年

托福90，雅思6.5及以
上（各项≥6）；或在
维多利亚大学完成12周
英语水平课程。

学费10%减免

22 英国利兹大学UL

1. 专业不限（研究生）
2. 本科成绩平均分至少达
到75-80分。
3.  顺利通过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研究生阶段第
一年的学习，平均成绩至
少达到75分。

1年

雅思总分6.5（听、说
、读、写≥6.0）；
或  托福总分92（听、
说、读、写≥21，23，
21，22）；
或 PTE学术英语总分≥
64，（各分项分数≥

学费10%减免

23 英国奥斯特大学UU 专业不限（研究生） 1年 雅思6.0（单项≥5.5）

本科交流学费：￡
6970/学年；硕士学
费：￡12,495/学年
（我校交流生学费可减
免-10%）

24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理工学院
采矿和矿产资源工程相关
专业（研究生） 1年

托福80分（单项≥听力
20，阅读18，口语17，
写作16）；雅思6.0
（阅读和听力6.0，写
作和口语5.5）；大学
英语六级500分。

1. 免除外方学费。
2. 旅行费用，生活
费，住宿费，健康保险
费等学习费用由学生承
担。

25 三方硕士
奥地利雷奥本矿业大学MUL、德国

弗莱贝格工业大学TUF

本科毕业专业：采矿工程
、安全工程、工业工程、
土木工程、地质工程、矿
物加工（研究生）

1年

托福78（听力≥20，阅
读≥18，口语≥17，写
作≥16），或雅思6.0
（阅读、听力≥6.0，
写作、口语≥5.5）；

学费全免；生活费
Leoben　　约600欧元/
月，Freiberg约600欧
元/月；注册费
Leoben18.7欧元/学
期，Freiberg83欧元/
学期。

26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SU

1.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与
自动化、测控工程等相关
专业（大四、研究生）
2.成绩优秀并具有良好的
英语交流能力

3-4个月 通过外方面试

27 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TUF

1.采矿、地质、矿加、土
木、力学等相关专业（大
四、研究生）
2.成绩优秀并具有良好的
英语交流能力

3-4个月 通过外方面试

28 奥地利雷奥本矿业大学MUL

1.采矿、安全、地址、测
绘等相关专业(大四、研究
生)  2.成绩优秀并具有良
好的英语交流能力

3-4个月 通过外方面试

29 比利时蒙斯大学UMONS

1.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工程力学、采矿工
程、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大四、研究生）
2.  成绩优秀并具有良好
的英语交流能力

3-4个月 通过外方笔试

30
美国南达科塔矿业理工学院
SDSMT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
关专业（大四、研究生）
2.  成绩优秀并具有良好
的英语交流能力

3-12个月 通过外方面试

31 美国密歇根大学德尔本校区UMD 专业不限 4-10个月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六级
480
分或以上，托福80分或
以
上，雅思6.0分或以
上，或
者密歇根英语考试
(MELAB)
76或以上

交流期间GPA至少不低
于2.5可获得该校奖学
金，约为州内与州外学

费差额的80%。

32 美国代顿大学UD 专业不限，大二以上 3个月 不限

享受近70%的学费减
免，项目费用中还包括
2,815 美金的生活费，
可供校内购买教材、就
餐、打印等日常消费。

33
法国拉萨尔大学Uni LaSalle-
Beauvais

环境科学（大二以上全日
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1学期

托业750、托福80或雅
思6.5（需在6月5日前
官方寄送语言成绩至外
方）或通过外方面试。

学费互免，住宿260-
483欧元+宿舍保险50欧
元；健康保险215欧

元；餐饮：早餐免费，
3.2欧元/顿；交通：月
卡8欧元；五月为期5天
的地质实习：300欧元

英语授课

34
法国拉萨尔大学Uni LaSalle-
Rennes

环境科学（大二以上全日
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1学期
托业785、托福72或雅
思5.5或大学英语四级
500分且通过外方面试

学费互免，住宿260-
483欧元+宿舍保险50欧
元；健康保险215欧元

英语授课

35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UOW

采矿、安全、地质、矿物
加工相关专业（大三）；
成绩85分以上或专业排名
前30%

1学期
雅思6.0或通过外方面
试小组的面试

学费9000澳币

36 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SHSU
管理、文法、理学院相关
专业（大三及以上）

4个月
托福机考79、雅思
6.5，或
参加该校ELI语言培训

学费全免

1+1+1

毕设/科研项
目

课程项目

交流项目

学费全免
优先推荐在我校读

研者



37 英国奥斯特大学UU
专业不限（大二及以上本
科生、研究生）

4-10个月
雅思6.0（单项不低于
5.5）

本科交流学费：￡
6970/学年；硕士学
费：￡12,495/学年
生活费：＜￡700/月

38 英国诺丁汉大学UN

1. 土木、电气、机械、材
料等相关专业（大二下/大
三、大四上）
2. GPA3.0/4.0(约相当于
75/100)

1-2学期

托福79（口语≥20，阅
读≥于18，其余≥17）
或雅思6.0（小分≥
5.5）或通过语言中心
培训及考试。

学费减免20%

39 奥地利雷奥本矿业大学MUL 专业不限 1学期 托福78，或雅思6.0 学费全免

40 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UC
1.采矿工程相关专业；
2. 成绩平均分达到70以
上；

1学期 托福79分或者雅思6.5分
学费全免

管理费用、学生服务费
用和学生会费用正常

41 比利时蒙斯大学UMONS
英语专业（大二以上本科
生/研究生）

1学期
学习成绩良好并具有良
好的英语交流能力

学费全免

42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理工学院IST
采矿相关专业（本科/硕士
/博士研究生）

1学期

托福80分（单项不低于
听力20，阅读18，口语
17，写作16）；雅思
6.0（阅读和听力6.0，
写作和口语5.5）；大
学英语六级500分。

1. 免除外方学费。
2. 旅行费用，生活
费，住宿费，健康保险
费等学习费用由学生承
担。

43
日本芝浦工业大学sandwich
program/研究交流项目

专业不限（大三及以上） 1学期
CET6级以上或TOEFL
iBT80或具有同等以上
水平。

44 拉脱维亚大学
专业不限（大二及以上本
科生/硕士研究生）

1学期
成绩优秀并具有良好的
英语交流能力

学费：1722欧元；住宿
费：约100欧/月；餐
费：约300欧/月；
签证费和保险费自理

45 台湾东海大学 不限 10天 无
约6500人民币，不含机
票

46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夏令营
UBC

不限，年满19周岁
1个月（6.6-7.6；
7.11-8.11）

无
5250加币，不含机票及
个人花费。

47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冬令营 不限
2周（2020年2月2
日-2月16日）

英语水平流利

自行负担签证费、保险
费、伙食费、国际机票
。
奥斯特大学冬令营收费
每人17400人民币，包
括课程费、宿舍费（每
人独立卧室及洗手间、
整套床品）、文化体验
（交通费和景点门票）

48 英国利兹大学夏令营UL 不限，平均分需要达到70% 4周

雅思总分达到5.5，各
单项不低于5.0（UKVI
雅思或非UKVI雅思均
可）；或者托福
（iBT）总分达到80，
听力和阅读达到18，口

3145英镑（不包含国际
机票，保险和签证费）
提前申请者可以享受
150英镑的学费减免。

49 英国卡迪夫大学夏令营UC 不限 15天 英语水平流利 1995英镑，机票自理

50 美国戴顿大学夏令营UD 工程类专业 15天 3000美元，机票自理

51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不限，大学成绩70%以上 4周

英语四级或六级，有雅
思及其他外语成绩者优
先；

4500美元，项目申请费

200美元，住宿申请费

200美元，机票自理

52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UMD
专业不限（大二以上本科
生/研究生）

3周 无

2000美元

自行承担往返机票及其
它个人费用。

53
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应用科技大
学

不限 2周 英语听说能力较好
1400欧元

54 波兰华沙大学 不限 2周 日常英语交流
2350欧元，奖学金资助

2000元/人，机票自理

55 波兰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不限（矿产，资源考察实
习）

2周 日常英语交流

56 奥地利雷奥本矿业大学

机械或科学领域相关专业
（大二及以上本科生/研究
生）

11天 托福78，或雅思6.0或
B2

博士600欧元；硕士400
欧元；本科生300欧
元，自理机票及个人花
费。

57 比利时蒙斯大学UMONS
专业不限（大二以上本科
生/研究生）

10天 日常英语交流 250欧-1250欧

58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 专业不限 4周 英语听说能力较好
3200欧元，自理机票及
个人花费。

备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

冬/夏令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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