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境外交流
联合培养项目介绍
合作学校

类型

获得学位

对方学校

（符合两校学位授

可选专业

申请资格

考核时间及方式

相关材料下载

参考，以实际为

予要求的前提下）
昆士兰大学

2+2

外方学校学费（供
准）

天大理学学士

数学

昆大数学学士

（Applied

或昆大理学学士

Mathematics;
Data Analytics and
Operations

每年 5 月在线/线下

宣传材料、申请表

(https://future-

申请。

等

42400 澳元/年

students.uq.edu.au/applying/en
glish-language-proficiencyrequirements)

Research; IELTS overall 6.5; reading 6;

Mathematical
Pure

英语：English Proficiency

Physics; writing 6; speaking 6; listening 6.

Mathematics;

专业：在天大期间修满相应年限学
分，无积欠学分

Statistics）
新加坡国立大学

3+2

天大理学学士

数学

新国大理学硕士

统计学
计量金融学
数据科学与分析

英语 :The requirements for

每年 3 月左右在线

TOEFL and IELTS are currently as

申请，通过后面

follows: A minimum TOEFL

试。

score of 85 is required for the
internet-based test (with a
minimum of 22 for the writing
section), or 580 for the paperbased test, or 260 for the
computer-based test; while a
minimum IELTS score of 6.0 is
required.
For ease of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we suggest to include the
website address (which contains

宣讲 PPT

36950 新币/年

information on TOEFL/IELTS)
http://science.nus.edu.sg/educat
ion/graduate/pg-courseworkprogrammes/pg-coursework-faq
专业：在天大期间修满相应年限学
分，无积欠学分
曼彻斯特大学

2+2

天大学士

数学

曼大学士

数学与统计

英语：Have one of the following

每年 3 月左右，面

English language

试。

宣讲

20000 英镑/年

qualifications：
a）IELTS with a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6.0, with a minimum
score of 6.0 in writing and no
sub-test score of less than 5.5,
b) TOEFL internet Internet Based
80 (Minimum of 21 in writing
and listening, 22 in reading and
23 in speaking)
c) Pearson 54.
专业：在天大期间修满相应年限学
分，无积欠学分；专业排名前 75%
拉夫堡大学

3+2

天大学士

金融数学

拉夫堡硕士

工业数学建模

英语：A student must have an
overall IELTS score of 6.0, with a
minimum of 5.5 in each
individual element.
专业：在天大期间修满相应年限学
分，无积欠学分；成绩均在 60 分及
以上

年底或年初，面试

无

12500 英镑/第一年
15000 英镑/第二年

香港科技大学

暑期研究项目

针对大三学生的暑

无

2018 年要求：

每年 3 月左右，网

期研究实习计划。

GPA:3.2-4.0

上申请

时长 1 个月左右。

在天大期间修满相应年限学分，无

面向有意到香港科

积欠学分；专业排名前 80%

宣传海报

技大学攻读硕士的
学生，表现优秀者
有机会获研究生录
取资格。

申请须知：
注：请申请人申请前仔细阅读并从外方学校网站核实项目信息或入学要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在天大学业完成情况自行向对方院校直接提交材料、提出申请。

我有意申请

1.

需要作何准备？

我已被录取

1.

已获得项目 offer 且确认参加该项目，出国前需要作何准备？

确认自己要申请项目的学习计划、可选专业、费用、申请资格等

告知学院该项目负责老师、教务老师、辅导员老师。和外方学院负责

基本情况，和学院负责老师确认并预报名，以便学院得到招生信息时

人保持联系，准备签证，提前选课等；在教务老师处办理学分兑换申请。

及时告知。
（对方学校在来华前会提前了解学生的报名情况，若无感兴

务必与教务老师确认自己在国外的选课是否可以覆盖并豁免天大相应的课

趣的学生，则取消当年来华面试的安排，即不招生）在面试前，取得符

程和学分，毕业论文如何选题、答辩等，以确保达到天津大学数学学院的

合要求的英文成绩和专业成绩资格。

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要求。

2.

如何得知联合培养项目的面试安排并参加面试？

学院负责老师提前两周左右将面试安排群发给所有同学，同时告
知预报名者。学院教务老师审核并开具申请人中文成绩单，申请人提
前准备好英语成绩证明、英文成绩单及其他相关材料。
3.

面试会有什么流程和要求？面试结果如何得知？

2.

在项目进行中，如何确保获得天大和外方学校的相应学位？

按照培养要求学选课及修满学分，分别满足两个学校相应学位的毕业
要求和学位要求。
3.

在本科第四年学习即将结束时，需要在天大办理那些毕业手续？

回国毕业当年 6 月 15 日左右（具体时间为天津大学当学期考试周结

经过学院审核的申请人可参加面试。面试官为外方学院数学系负

束为准）
，在教务老师处完成毕业资格审查（所需材料：国外成绩单纸质版

责人或联合培养项目负责人，面试语言一般为英语，面试内容由外方

原件 2 份、最终学分兑换表）
。如不能及时上交国外成绩单原件，可以先办

学校决定。不排除有简短的笔试部分。面试结果直接通知到本人，也

理结业。下一学学期开学后等学校通知办理结业换毕业（国外成绩单纸质

可能由学院通知。

版原件两份，结业证，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