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大学与海外院校签署协议一览表

序号 合作院校中文名 国别/地区 签署日期 合作院校网址

1 美国普渡大学（盖莱默校区） 美国 2005/9/14 www.purdue.edu

2 韦恩州立大学 美国 2007/7/27 www.wayne.edu

3 西北理工大学 美国 2007/11/2 www.npu.edu

4 南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2010/6/29 www.usf.edu

5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美国 2010/9/28 www.ncsu.edu

6 阿卡迪亚大学 美国 2011/3/9 www.arcadia.edu

7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美国 2011/10/27 www.fsu.edu

8 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
校

美国 2011/12/7 www.ipfw.edu

9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美国 2012/3/23 www.msstate.edu

10 爱达荷大学 美国 2012/5/1 www.uidaho.edu

11 新英格兰视光学院 美国 2012/11/26 www.neco.edu

12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 美国 2014/4/28 www.ttu.edu

13 德州农工大学 美国 2014/9/13 www.tamu.edu

14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美国 2014/10/14 www.vcu.edu

15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美国 2015/1/15 http://illinois.edu

16 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 美国 2015/3/11 www.unr.edu

17 特拉华大学 美国 2015/6/20 www.udel.edu

18 北伊利诺伊大学 美国 2015/11/30 www.niu.edu/index.shtml

19 堪萨斯州立大学 美国 2016/9/2 http://www.k-state.edu/

20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
校

美国 2016/11/3 http://www.csusb.edu/

21 德州大学阿林顿分校 美国 2016/11/3 http://www.uta.edu/

22 乔治福克斯大学 美国 2017/2/28 http://www.georgefox.edu/

23 犹他谷大学 美国 2017/5/18 http://www.uvu.edu/

24 北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2017/10/6 https://nau.edu/

25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 美国 2018/7/3 http://www.cpp.edu/

26 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美国 2018/7/30 https://umdearborn.edu/

27 布鲁克大学 加拿大 2006/9/20 www.brocku.ca

28 劳瑞尔大学 加拿大 2011/7/20 www.wlu.ca

29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加拿大 2012/9/12 www.upei.ca



30 温莎大学 加拿大 2014/9/24 www.uwindsor.ca

31 里贾纳大学 加拿大 2016/6/13 http://www.uregina.ca/

32 昆士兰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 2012/6/1 www.qut.edu.au

33 西澳大学 澳大利亚 2016/9/19 http://www.uwa.edu.au

34 中央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2016/11/28 https://www.cqu.edu.au/

35 迪肯大学 澳大利亚 2018/4/5 http://www.deakin.edu.au/

36 莫道克大学 澳大利亚 2018/10/9 https://www.murdoch.edu.au/

37 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2019/4/30 https://www.uq.edu.au

38 麦考瑞大学 澳大利亚 2019/4/30 https://www.mq.edu.au/

39 西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2019/5/14 http://sydney.edu.au/

40 科廷大学 澳大利亚 2019/11/20 https://www.curtin.edu.au/

41 胡佛汉顿大学 英国 2003/10/20 www.wlv.ac.uk

42 赫特福德大学 英国 2006/7/25 www.herts.ac.uk

43 北安普顿大学 英国 2007/9/13 www.northampton.ac.uk

44 布鲁内尔大学 英国 2009/5/26 www.brunel.ac.uk

45 利兹大学 英国 2010/4/16 www.leeds.ac.uk

46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英国 2012/11/22 www.ed.ac.uk

47 斯旺西大学之威尔士斯旺西国际学
院

英国 2015/11/2 www.herts.ac.uk

48 莱斯特大学 英国 2015/11/11 https://le.ac.uk/

49 德比大学 英国 2016/5/11 www.derby.ac.uk

50 切斯特大学 英国 2016/10/10 www.chester.ac.uk

51 克兰菲尔德大学 英国 2017/10/19 https://www.cranfield.ac.uk/

52 利物浦大学 英国 2019/4/9 https://www.liverpool.ac.uk/

53 安贝格-魏登应用技术大学 德国 2003/10/21 www.oth-aw.de

54 康斯坦茨应用科技大学 德国 2007/5/28 www.htwg-konstanz.de

55 马格德堡大学 德国 2009/9/10 www.ovgu.de

56 沃尔姆斯大学 德国 2009/11/4 www.hs-worms.de

57 巴登符腾堡双元制应用技术大学 德国 2013/7/14 www.dhbw.de

58 曼海姆应用技术大学 德国 2017/12/27 https://www.hs-mannheim.de/

59 凯撒斯劳滕工业大学 德国 2019/7/22 https://www.uni-
kl.de/en/home/

60 达拉纳大学 瑞典 2008/10/19 www.du.se

https://www.curtin.edu.au/
http://sydney.edu.au/
https://www.uni-kl.de/en/home/


61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瑞典 2012/3/16 www.hkr.se

62 奥尔胡斯大学 丹麦 2011/4/1 www.au.dk

63 兰斯大学 法国 2014/1/15 www.univ-reims.fr

64 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校 法国 2016/6/7 http://www.ensam.eu/en/

65 ESTIA工程师学院 法国 2017/9/7 http://www.estia.fr/

66 阿姆斯特丹大学 荷兰 2014/7/1 www.uva.nl

67 施泰尔马克州国际商学院 奥地利 2010/6/1 www.ibss.co.at

68 卡尔·法兰茨格拉茨大学 奥地利 2011/6/28 www.uni-graz.at

69 格拉茨技术大学 奥地利 2013/4/19 www.tugraz.at

70 约阿内应用科技大学 奥地利 2016/4/4 www.fh-joanneum.at

71 格拉茨老年健康中心 奥地利 2016/4/4
https://ggz.graz.at/de/Einric

htungen/Klinik/Albert-
Schweitzer-Klinik

72 帕多瓦大学 意大利 2013/2/8 www.unipd.it

73 意大利燃烧与环境研究中心 意大利 2019/8/30

74 葡萄牙布拉干萨理工学院 葡萄牙 2016/10/25 portal3.ipb.pt/index.php/pt/i
pb

75 葡萄牙阿维罗大学 葡萄牙 2016/10/25 www.ua.pt

76 葡萄牙埃维拉大学 葡萄牙 2016/10/25 http://www.uevora.pt/

77 莫尔多瓦国立大学 俄罗斯 2013/9/6 www.mrsu.ru

78 哈巴罗夫斯克国立经济法律大学 俄罗斯 2016/10/20 www.ael.ru

79 沃罗涅日国立林业技术大学 俄罗斯 2018/11/30 http://www.vglta.vrn.ru/

80 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乌克兰 2013/9/11 www.univer.kharkov.ua

81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 匈牙利 2019/4/28 https://unideb.hu/

82 阿法拉比国立哈萨克大学 哈萨克斯坦 2018/7/27 http://www.kaznu.kz/en/

83 达吾列提.塞利克巴耶夫东哈萨克
国立科技大学

哈萨克斯坦 2018/7/27 https://www.ektu.kz/?lang=en

84 格但斯克大学 波兰 2014/12/9 www.ug.gda.pl

85 实验植物学研究所 捷克 2015/7/15 www.ueb.cas.cz

86 普罗夫迪夫农业大学 保加利亚 2019/7/18 https://www.au-plovdiv.bg/en/

87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爱尔兰 2015/7/28 www.ucc.ie

88 巴尼亚卢卡大学 波黑塞族共和
国

2019/5/13 http://unibl.org/en

89 内夫谢希尔大学 土耳其 2019/1/7 https://www.nevsehir.edu.tr/

90 大佛大学 韩国 2008/12/19 www.sehan.ac.kr

91 岭南大学 韩国 2010/12/1 www.yu.ac.kr

https://www.au-plovdiv.bg/en/


92 忠南大学 韩国 2013/10/19 www.cnu.ac.kr

93 济州大学 韩国 2014/5/4 www.jejunu.ac.kr

94 群山大学 韩国 2014/6/16 www.kunsan.ac.kr

95 首尔市立大学校 韩国 2014/6/24 www.uos.ac.kr

96 国立昌原大学 韩国 2015/12/10 www.changwon.ac.kr

97 庆尚大学 韩国 2015/10/25 http://sso.gnu.ac.kr/

98 忠北大学 韩国 2017/8/18 http://www.chungbuk.ac.kr/

99 建国大学 韩国 2017/10/10 http://www.konkuk.ac.kr/

100 国立全北大学 韩国 2017/6/28 http://www.cbnu.edu/kor/

101 庆北大学 韩国 2018/1/15 http://www.knu.ac.kr/wbbs/

102 三重大学 日本 2001/8/28 www.mie-u.ac.jp

103 九州外国语学院 日本 2011/12/29 http://www.kfla.jp

104 山口大学 日本 2013/9/3 www.yamaguchi-u.ac.jp

105 静冈理工科大学 日本 2016/9/15 http://www.sist.ac.jp/

106 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 日本 2016/11/28 http://www.kcg.edu/

107 山梨英和大学 日本 2017/5/10
http://www.yamanashi-

eiwa.ac.jp/

108 九州工业大学 日本 2018/2/27 http://www.kyutech.ac.jp/

109 千叶大学 日本 2018/3/1 http://www.chiba-u.ac.jp/e/

110 新加坡理工大学 新加坡 2003/11/14 www.sp.edu.sg

111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2004/7/20 www.ntu.edu.sg

112 新加坡南洋创新管理学院 新加坡 2010/9/19 www.ntu.edu.sg

113 清迈大学 泰国 1995/4/8 www.cmu.ac.th

114 清莱皇家大学 泰国 2010/4/28 www.crru.ac.th

115 梅州大学 泰国 2015/1/24 www.mju.ac.th

116 泰国公立大学之农业大学 泰国 2015/8/28 www.ku.ac.th

117 弗莱门大学 印度 2008/3/24 http://www.flame.edu.in/

118 加济兰加大学 印度 2011/12/5 www.kazirangauniversity.in

119 古吉拉特邦科技大学 印度 2014/9/17 www.gtu.ac.in

120 贾达普大学 印度 2016/1/5 www.jaduniv.edu.in/

121 维斯瓦力亚国家技术研究所 印度 2016/5/26 www.vnit.ac.in/html_vnit/

122 白沙瓦大学 巴基斯坦 2017/4/18 www.uop.edu.pk



123 苏库尔工商管理学院 巴基斯坦 2017/5/16
http://www.iba-

suk.edu.pk/ibasuk/aboutiba/wp
Main.aspx

124 拉合尔经济学院 巴基斯坦 2018/3/28
http://www.lahoreschoolofecon

omics.edu.pk/

125 NED工程技术大学 巴基斯坦 2018/9/14 https://www.neduet.edu.pk/

126 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努库斯分校 乌兹别克斯坦 1900/5/20

127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2013/12/12 www.um.edu.my

128 沙巴大学 马来西亚 2013/12/12 www.ums.edu.my

129 北方大学 马来西亚 2013/12/12 www.uum.edu.my

130 吉兰丹大学 马来西亚 2013/12/12 www.umk.edu.my

131 马拉工业大学 马来西亚 2019/9/10

132 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 印度尼西亚 2011/10/27 www.ipb.ac.id

133 万隆天主教大学 印度尼西亚 2013/4/1 unpar.ac.id/

134 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 柬埔寨 2019/4/1

135 国立东华大学 中国台湾 2004/6/20 www.ndhu.edu.tw

136 建国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2009/3/3 www.ctu.edu.tw

137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台湾 2009/12/26 www.nthu.edu.tw

138 桃园创新技术学院 中国台湾 2012/3/29 www.tiit.edu.tw

139 大叶大学 中国台湾 2012/3/31 www.dyu.edu.tw

140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2014/4/16 www.nkfust.edu.tw

141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台湾 2014/5/22 www.pccu.edu.tw

142 高雄医学大学 中国台湾 1905/7/7 www2.kmu.edu.tw

143 台北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2015/11/30 www.ntut.edu.tw

144 云林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2015/11/30 www.yuntech.edu.tw

145 长庚大学 中国台湾 2017/9/22 www.cgu.edu.tw

146 国立虎尾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2018/3/1 https://www.nfu.edu.tw/zh/

147 义守大学 中国台湾 2018/6/19 http://www.isu.edu.tw/pages/

148 台湾大学 中国台湾 2018/9/25 http://www.ntu.edu.tw/

149 澳门科技大学 中国澳门 2011/11/21 www.must.edu.mo

150 澳门城市大学 中国澳门 2015/12/2 www.cityu.edu.mo/

151 澳门亚若瑟大学 中国澳门 2015/10/25 www.usj.edu.mo

152 谢赫村大学 埃及 2019/6/27 http://www.kfs.edu.eg/

153 坦塔大学 埃及 2019/6/26 http://www.tanta.edu.eg/



154 夸梅-恩克鲁玛理工大学 加纳 2010/4/9 www.knust.edu.gh

155 科福里杜亚理工大学 加纳 2010/10/22 koforiduapoly.edu.gh

156 库马西理工学院 加纳 2011/4/21 www.kpoly.edu.gh

157 海岸角大学 加纳 2014/9/4 www.ucc.edu.gh

158 塔科拉迪理工大学 加纳 2017/12/4 http://ttuportal.com/

159 加纳科技大学学院 加纳 2019/7/30

160 喀土穆大学 苏丹 2013/12/11 www.uofk.edu

161 约翰加朗纪念科技大学 南苏丹 2014/11/25 www.jgmust-edu.org

162 伦拜克大学 南苏丹 2014/11/25

163 上尼罗大学 南苏丹 2014/11/25 www.unu.edu.sd

164 加札勒河大学 南苏丹 2014/11/25

165 朱巴大学 南苏丹 2014/11/25

166 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 莫桑比克 2016/10/25 www.uem.mz

167 尼日利亚大学 尼日利亚 2019/5/6

168 拉各斯大学 尼日利亚 2019/7/16 https://unilag.edu.ng/

169 尼日利亚恩苏卡大学 尼日利亚 2019/8/14 https://www.unn.edu.ng/

170 赞比亚大学 赞比亚 2019/7/31 https://www.unza.zm/

171 安博大学 埃塞俄比亚 2019/12/6
http://www.ethiovisit.com/dir
ectory/ambo-university/1002/

172 纳米比亚大学 纳米比亚 2019/12/15 http://www.unam.edu.na/

173 坎帕拉大学 乌干达 2019/12/15 http://www.ku.ac.ug

174 UPGC大学 科特迪瓦 2019/12/6 http://www.univ-pgc.edu.ci/

175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 巴西 2016/5/5 www.uerj.br

176 圣卡洛斯联邦大学 巴西 2016/5/6 www.usc.edu.ph/

177 巴西利亚大学 巴西 2016/11/11 http://www.unb.br/

178 米纳斯联邦大学 巴西 2019/9/1 https://ufmg.br/

179 玛丽亚国立大学 阿根廷 2016/5/9 www.unvm.edu.ar/

180 西印度大学 牙买加 2017/1/9 http://www.uwi.edu

http://www.ku.ac.ug
http://www.unam.edu.na/
http://www.univ-pgc.ed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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