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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梦想到名校学习吗？
您希望自己的大学教育能同时保证优质教学，

国际开放性和高质量就业吗？
别再到处寻找了……来中法学院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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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

      法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卓越成就不仅来自于历史积淀，同时
又得益于擅于应对新挑战和探索前沿新知的一贯态度。法国高校一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能
够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和科研的发展趋势调整培养内容；另一方面，极其苛刻的国家监管体
制赋予高校严肃认真的学术氛围和态度。我们的全球教育领导者系统地整合最新的教学创新成
果，并确保教育、科研与职业领域的连贯性。

      一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卓越教育一直为中法关系服务，并在百年前的一些关键时刻得以体
现：例如1919年在法国发起并诞生了多位新中国杰出领袖的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创立的北

京中法大学以及1921年的里昂中法大学。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渊源，法国今天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它既是中国留学生数量
排名第二的欧盟国家，也是与中国开展合作办学机构的第三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成立中法合作办学机构提供了政策框架。根据该条例，中国大学可与一个
或多个外国机构合作办学，共同设计和管理培养项目。从那时起，法国的顶尖大学、商学院和工程师学院就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成功
地开展了最高质量的培养项目。学生毕业时可以同时获得中法两国高校文凭。

       目前共有17所中法合作办学机构，本手册将向您介绍这些中法合作办学机构。它既是希望接受法式教育的中国学生的信息来源，
也为已在中国共同教学，或有计划开展合作办学的中法高校提供参考。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中法合作做出不懈努力的参与者，法国驻华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

罗梁
法国驻华大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东南大学雷恩研究生学院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法国国立工艺学院联合学院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北京

天津

珠海

武汉
苏州

上海

南京

宁波

东莞

中法学院地理位置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赛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

      河海里尔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国际联合审计学院



中法学院法方合作院校
地理位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里尔  里昂
      马赛  南特  巴黎

 
      北京化工大学
     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巴黎  里尔  里昂
      波城  图卢兹

 
       上海交通大学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帕莱索  巴黎

 
       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梅兹

 
       东南大学雷恩研究生学院
      雷恩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昂热

 
       东莞理工学院法国国立工艺学院联合学院
      巴黎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
      巴黎 波尔多 马赛

      河海里尔学院
      里尔

      南京审计大学国际联合审计学院
       里尔 巴黎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
   技术学院
     卡达拉舍
     格勒诺布尔
     马尔库尔
     蒙彼利埃
     南特
     巴黎
     萨克雷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巴黎         马赛
     蒙彼利埃     波尔多

 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
   工程师学院 
     普瓦捷
     图卢兹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
    学院
     贝尔福
     贡比涅
     特鲁瓦

 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
   赛学院
      马赛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卓越
   工程师学院
      法国化学工程师院校联 
    盟成员院校（18个城市）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
   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茹伊昂若萨
     帕莱索
     巴黎
     佩皮尼昂
     索菲亚·安提波
     利斯

巴黎

贡比涅

茹伊昂若萨

萨克雷 帕莱索

特鲁瓦

里昂

格勒诺布尔

里尔

蒙彼利埃

佩皮尼昂

贝尔福

马赛

卡达拉舍
索菲亚·
安提波利斯

马尔库尔

波尔多

普瓦捷

图卢兹波城

南特

雷恩

昂热

梅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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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概况

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下称中法学院）获得了中国教育部和法国国家认证，向学生提供优质的高等教
育。在工程学领域，有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南京理工大
学中法工程师学院，东南大学雷恩研究生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法国国立工艺学院联合学院，中国民航大学中
欧航空工程师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华东理
工大学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和河海里尔学院；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
院*；在核能领域，有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在艺术与管理领域，有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在服装设计、旅游与地理领域，有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在生命科学
领域，有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赛学院；在金融与审计学领域，有南京审计大学国际联合审计学院。

所有中法学院的共同点：

- 提供高水平的大学专业教育
- 教学在三种语言（法语、汉语和英语）的跨文化环境中进行，具有国际开放性
- 教学方法植根于创造性，并致力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 与企业协同管理学生的个人与集体项目
-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
- 通过各类实习，保证高质量就业
- 颁发获两国政府认可并得到国际承认的文凭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是一所清洁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中欧合作办学机构。由于其欧方合
作院校以巴黎高科高等矿业学校为首，因此本手册也将此学院收录其中。

缩写

地理位置

创建时间

中国教育部
审批时间

专业领域

学费

每年招生人数

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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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里昂中央理工学院，南特中央理工学院，里尔中央理工学
院，马赛中央理工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

学习专业
学士：应用数学，应用物理，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
硕士：系统工程、机械工程、信息工程与电子工程

教学安排
工程师/硕士学历教育：学习时间六年半（一学期法语学习+两年半专业预科阶段学习 + 三年半工程师阶段学习）- 颁发
两个国际硕士文凭的双学位项目  
硕士教育：与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和南特中央理工学院合作的机械与电子信息国际双硕士学位项目
继续教育：学习时间根据教学目标确定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学历教育：中国学生，法国及其他国际学生
双学位硕士项目：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的中国学生
继续教育：中国及法国企业员工

ECPk

北京市,杭州市

2005

2005

通用工程师教育

中国学生每年5500
至8000人民币，国
际学生每年4000欧
元

700名中国学生，
20名法国及其他国
际学生

每年70至80名中国
毕业生（已有9届毕
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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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申请本科阶段的中国学生：通过高考由北航录取（分数线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
学相近）  
申请本科阶段的国际学生：递交专业申请材料（成绩单，高中毕业会考成绩，
高中毕业后的院校录取证明），由学院领导及专业负责人面试，通过汉语测试
申请硕士双学位项目的中国学生：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被北航录
取的学生

颁发文凭
本硕连贯培养项目：北航颁发的中国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中法工程师学院颁
发的法国工程师学衔 ， 欧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硕士
硕士双学位项目：北航颁发的硕士学位，巴黎萨克雷大学（巴黎中央理工-高
等电力学院）或南特中央理工学院颁发的硕士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成绩优异者可获得北航优秀奖学金，前往法国及攻读博士学位可申请国家留学
基金委奖学金

合作企业
空中客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法国电力公司，
法国Orange，法国赛峰集团，斯伦贝谢公司，施耐德电气，西门子，泰雷
兹，ENGIE集团，OP3FT(奥比睿)

就业前景
可在中国或海外的中国企业或国际企业就职，也可在法国和全球的合作院校继
续博士学业（占每届毕业生20%的比例）

科学研究
• 由北航的一位教授和中央理工大学集团的一位教授共同开展的4个研究实验
室：RISE实验室（风险科学与工程），CREUZET实验室（固体物理和自旋电

子学材料），数据科学实验室（数据处理，深度学习等）和未来城市实验室 
（面向未来城市的新技术）
• 与Orange Labs设立联合实验室
• 定期招标，以资助北航实验室与中央理工大学集团之间的联合研究项目

实习安排
学习期间共三次实习，分别为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可在中国企业或赴法
实习

赴法机会
在预科阶段可以前往法国高中进行专业与文化交流；在工程师教育阶段，75%
的学生可前往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在法国或其他国家的校区进行一学期到两
年的交流学习，也可到其他国外合作院校交流；硕士双学位项目的学生可在硕
士二年级期间到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或南特中央理工学院进行一学年
学习

食宿安排
北航海淀校区（学院路）或北航杭州校区（八方城）

其他活动
招聘会，人力资源圆桌会，企业代表讲座，国际专家讲座，科学研讨会，文化
活动（戏剧团体“星剧团”、全国法语歌曲大赛、法语语音比赛等），各类体
育竞赛

官方网站
http://ecpkn.buaa.edu.cn

联系方式
frederic.genty@centralepek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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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化学工程师院校联盟北京联合会：巴黎高科化学学校（协调员），里尔中央理工学院，里昂高等化
学物理电子学院，法国国立高等工业技术工程师学院（波城），图卢兹国立高等化学工艺与技术工程师
学校

北京化工大学

学习专业
本科：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硕士研究生：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教学安排
总学制六年，包括：
三年专业预科阶段：法国大学校预科班的PCSI课程（物理、化学、工程师学）和PC课程（物理、化学）以
及法语强化课程
三年工程师阶段：化学及化学工程领域的法国工程师学院模式
也可接收双硕士学位教育：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和法国合作院校硕士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Chimie Pékin

北京市

2017

2017

化学工程

每年40 000人民币

2021年305名中国
学生
目标：360到480名
中国、法国和国际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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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法国及其他国际学生

入学要求
中国学生：根据高考成绩录取
国际学生：根据申请材料审核录取，须掌握法语及/或汉语

颁发文凭
北京化工大学颁发的学士和硕士文凭
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颁发的法国工程师学衔（须得到法
国工程师学会认证）
法国国家硕士文凭

合作企业
法国阿科玛，索尔维集团，道达尔集团，圣戈班集团，中国石化集
团，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就业前景
可在中国的法国或欧洲企业、其他驻华跨国企业、或有国际业务的中
国企业中担任工程师
可继续博士阶段学习 

科学研究
根据学院的发展战略，计划由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巴
黎高科化学学校和法国化学工程师院校联盟成员院校以及其他法国院

校共同合作，进行科研创新项目；并与化学、材料和能源领域的在华
法国企业、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科研创新方面发展持久稳定的合作
关系

实习安排
必须在企业或实验室进行三次实习（分别1个月，3个月和6个月）

赴法机会
在法国的合作学校进行一到两个学期的交换学习或双学位学习
在法国的公司或实验室实习

食宿安排
预科阶段学生：北京化工大学于2017年9月在北京昌平区开放的校区
工程师阶段学生：位于北京市北三环的北京化工大学东校区

网站
engineer.buct.edu.cn

联系方式
法方院长: anouk.galtayries@chimiepekin.cn
法方副院长：van-bao.ta@chimiepekin.cn

*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得到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让-
皮埃尔·索瓦日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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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国立梅兹工程师学院、 洛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学习专业
机械工程学士和硕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士，材料工程硕士

教学安排
学士4年，硕士2年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国际学生

SFESN

江苏省南京市

2015

2015

机械工程，材料
工程，工业工程

本科每年34000 
元人民币
硕士每年42000
元人民币

420名中国及外
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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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通过高考录取（理科）；英语、中文 

颁发文凭
机械工程学士和硕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士，材料工程硕士

奖学金或助学金
硕士研究生奖学金：1100元/月

合作企业
南京法雷奥，南京协众汽车集团，武汉东风神龙，武汉哈金森，武汉
泰佛，湛江圣华玻璃，广东司米集团，广东海格，常州蒂森克虏伯，
江苏弘业RIVE渔具，苏州哈金森，无锡弗吉亚，镇江阿雷蒙，上海皮
尔博格，马鞍山圣戈班穆松桥管道

就业前景
工程行业，总工程师，业务工程师，航空工程师，质量工程师，物流
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方法工程师，工业工程工程师，计算工程师，
机械设计工程师

实习安排
前两次实习4个月，第三次实习6个月

赴法机会
大四学期交换，研究生学期交换
 
食宿安排
大学校园内

其他活动
讲座、企业参观、文化活动

官方网站
http://sfesn.njust.edu.cn

联系方式
sfes@njust.edu.cn 
+86 25-8430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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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合作院校
巴黎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巴黎高科国立高等矿业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电信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

学习专业
本科：信息工程、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信息工程、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教学安排
分为两个阶段：学士和硕士
本科阶段共4年，前2.5年，包括借鉴了法国预科阶段的数理强化课程和零基础法语培训课程；本科三年
级下学期开始，学生进入专业基础学习阶段
硕士阶段共2.5年，学生将进行专业深入学习、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及6个月的工程实习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或国际高中毕业生；学院国际招生还招收法国预科班学生进入三年级学习或其他大学本科生进入硕
士阶段学习

SPEIT

上海市

2012

2012

信 息 工 程 、 机 械
工 程 、 能 源 与 动
力工程

本科：45000元/年
硕士：65000元/年

每届约100人；共
532人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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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具备良好英语基础的优秀理科学生

颁发文凭
完成全部学业要求者将获得上海交大本科及硕士学位以及受CTI认证的
法国工程师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学生可申请中国政府和上海交大的各类奖助学金，以及学院学院设立
的各类奖助学金，包括合作企业安盛集团奖助学金等

合作企业
学院自成立伊始设立企业俱乐部，成员包括由赛峰、法雷奥、安盛和
标致雪铁龙等，他们参与学院管理、教学等多各环节，并以奖学金或
其他形式经费赞助形式支持学院的发展；
另外学院还与其他多家中外企业保持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如达
索、阿里、圣戈班、华为等

就业前景
应届毕业生平均获得三份以上国内或国际公司工程师相关的工作机
会，大多数情况下，就业不仅限于本专业，有部分学生在政府部门或
金融行业就业；约25%的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科学研究
学院与交大许多实验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合作学校实验室
及一些企业的研发部分保持定期交流。学院作为一个优秀的中法科研
合作的交流平台，能够并将越来越多地促成中法校企间的科研合作项

目或实验室的落地

实习安排
学生在6.5年的培养周期将获得三个实习机会。 首先，三年级结束时的
为期4周工人实习；随后，四年级下的为期14周的科研实习，可在国内
或法国或企业实验室完成；最后，硕士毕业前为期 6 个月工程师实习

赴法机会
学院的培养目标是鼓励学生都有一个海外游学的经历。学生可以选
择在海外进行学期交换、实习、或修读双学位。双学位包括两次选
拔，三年级，学生可通过法国合作学校的入学考试进入四所合作学
校之一进行双学位学习；或者四年级学生也可以通过申请进入ENSTA 
Paris、Télécom Paris和Mines ParisTech进行双学位学习

食宿安排
交大闵行校区

其他活动
上海交大有超过300个的文化、体育等各色学生社团，闵行校区有丰富
各类活动设施

官方网站
http://speit.sjtu.edu.cn

联系方式
qig@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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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雷恩研究生学院

合作院校
雷恩一大

东南大学（南京）

学习专业
硕士专业：系统原理与技术，信号和图像处理，嵌入式系统，经济与金融工程，化学
博士专业：电子，信号与通讯处理，经济学，化学，生物与健康

教学安排
硕士学制三年，博士学制三到四年

教学语言
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国际学生

江苏省南京市

2017

2017

电 子 ， 信 号 与 通
讯 处 理 ， 经 济
学 ， 化 学 ， 生 物
与健康

待定

预 计 每 个 硕 士 专
业 25名学生（共
100名），25名博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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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中国学生：通过全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被东南大学录取；博
士根据递交的申请材料录取
国际学生：根据递交的申请材料中的专业学分录取（硕士录取根据学
士阶段成绩，博士录取根据硕士阶段成绩）；由专业负责人面试；参
加汉语水平测试

颁发文凭
中国和法国双硕士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由东南大学、江苏省或南京市颁发的奖学金或助学金
博士阶段可前往法国学习3个月，并享受雷恩市的留学补助

就业前景
在中国或海外的中国或国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

科学研究
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支持的国际联合实验室-“中法生物医学
信息研究中心”- CRIBs 在电子与信号处理领域享有盛誉，可培养该领
域的博士研究生，并接待硕士研究生进行实习；东南大学与雷恩一大
在经济学、化学与生物（尤其是雷恩的公共卫生专业）领域有多个研
究实验室，今后将逐步开放接待博士生和实习生

实习安排
学生在硕士阶段必须进行实习，可在中国、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大学实
验室或企业相关部门实习

赴法机会
在硕士阶段，有些学生可以短期前往法国；博士阶段的学生可申请国
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或者双方大学奖学金，前往法国合作院校实验
室进行一年以上的学习

食宿安排
东南大学校区

其他活动
邀请各国专家、欧洲或中国企业家进行讲座

官方网站
www.seu.edu.cn

联系方式
shu.list@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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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合作院校
昂热大学

宁波大学

学习专业
本科：旅游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硕士：旅游管理

教学安排
学士4年，硕士3年

教学语言
汉语，法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国际学生

IFC Ningbo

浙江省宁波市

2017年

2017年

旅游管理、服装与
服饰设计、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28800元/年
硕士：20000元/年

763（中国学生和外
国留学生）

10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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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中国学生：学士阶段，通过高考被宁波大学录取；硕士阶段，通过全
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录取
由昂热大学招收的已获本科文凭的法国学生：HSK4级及以上
其他已获本科文凭的国际留学生：HSK5级180分及以上，以及TCF/TEF
或DELF B2及以上

颁发文凭
宁波大学学士和硕士文凭；昂热大学学士和硕士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学生可申请获得宁波大学各类奖助学金；出国留学学生成绩优异者，
有机会获得本科生2.4万元、研究生4万元的资助

合作企业
法国雅高酒店集团，法国索迪斯集团，中央公园度假村，法国航空公
司 ，宁波东钱湖管委会，天一阁博物馆，雅戈尔集团，太平鸟集团

就业前景
旅游局，世界级风景名胜区，大型旅游企业，跨国酒店集团，大型时
装公司，知名酒庄，民航，铁路等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乡规划，发展和改革等领域的政府部门、企
业或有关机构
中法或其他服装品牌公司，服装设计工作室，服装贸易公司，时尚媒
体，专业服装学院，服装营销公司，文化艺术单位等

科学研究
2011年以来由宁波大学和昂热大学共同举办中欧国际旅游研讨会

实习安排
在中国实习1个月，法国3到6个月

赴法机会
学业成绩合格且TCF/TEF/DELF B2水平及以上的学生百分之百可以选择
赴法

住宿安排
校区有学生宿舍和中餐厅及西餐厅

网站
http://lhxy.nbu.edu.cn

联系方式
0574-876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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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理工学院法国国立工艺学院联合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

学习专业
科学、技术、卫生类，工程师科学领域学士学位：
• 机械工程专业（法方文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方文凭）
科学、技术、卫生类，工程师科学领域学士学位：
• 电子专业（法方文凭）- 网络与电信专业（中方文凭） 
科学、技术、卫生类，计算机领域学士学位：
• 计算机科学专业（法方文凭） - 软件工程专业（中方文凭）

教学安排
双学士学位文凭：4年

教学语言
英语，法语，汉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和国际留学生

IFC DGUT-CNAM

广东省东莞市

2017

2017

工程学

每年32 000人民币

392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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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东莞理工学院通过高考招生计划安排

颁发文凭
东莞理工学院颁发的学士文凭和法国国立工艺学院颁发的学士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东莞理工学院根据学生的成绩和家庭情况给予资助

合作企业
阿里云、安费诺、源讯网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集集团、Dextra得
锐、法国SGD Pharma、欧力中国、力雅科技有限公司、东软集团、 
Rancom Wireless Communication、路畅科技有限公司、银星集团

就业前景
可前往法国国立工艺学院继续硕士阶段学习

科学研究
正在筹建联合实验室

实习安排
3项必修实习：二年级实习1个月，三年级2个月，四年级6个月

赴法机会
有可能进入法国国立工艺学院第三年的学习，经选拔后，可继续在该
校攻读硕士学位

住宿安排
东莞理工学院校区

官方网站
http://dci.dgut.edu.cn

联系方式
ming-jun.zhang@lecna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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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合作院校
格勒诺布尔国立综合理工学院，南特高等矿业学院，蒙彼利埃高等化学学院，巴黎高等化学学院，法国
原子能委员会－国立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中山大学

学习专业
核工程及核电站运营，核材料与燃料循环

教学安排
学制6年：3年预科教育，3年工程师教育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

入学要求
中山大学通过高考招生计划安排

IFCEN

广东省珠海市

2010

2010

核工程

本科6850元/年 
硕士15000元/年

每届80-120名
中国学生 



22 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

颁发文凭
中山大学学士和硕士文凭，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工程师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中山大学根据学生的成绩和家庭情况给予资助

合作企业
法国电力集团、欧安诺、中广核集团

就业前景
可根据中广核与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签订的学生实习与招聘协议，
进入该集团工作；可就职于法国电力集团和欧安诺；也可在核工业领
域进行研发工作

科学研究
学院的研发中心，主要研究6个课题：1. 辐射探测与防护；2. 数字模
拟；3. 核材料；4. 核化学；5. 热工水力学；6. 环境与安全

实习安排
3次实习，总时长9个月：三年级末操作实习1个月，五年级末工程师

实习2个月，六年级毕业实习6个月

赴法机会
预科阶段：与设在法国高中的大学校预科班进行交流。
工程师阶段：1）可前往法国进行一学期学习，不拿文凭；2）赴格勒
诺布尔国立综合理工学院-Phelma获得双文凭，需要在法国至少学习
一年。毕业实习可以在法国进行。完成本学院学业后，可前往法国继
续博士学习

食宿安排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官方网站
http://ifcen.sysu.edu.cn 

联系方式
jean-marie.bourgeois@grenoble-in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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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合作院校
保罗—瓦莱里大学（蒙彼利埃三大），巴黎索邦大学，KEDGE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学习专业
学习专业本科专业：金融学（中国文凭）和金融管理（法国文凭），国民经济管理（中国文凭）和社会
与经济管理（法国文凭），法语（中国文凭）和应用法语或法文语言（法国文凭），应用数学（中国文
凭）和数学（法国文凭），
 硕士专业：高等商业学院硕士（KEDGE商学院），社会与经济管理硕士（蒙彼利埃三大），应用外语硕
士（巴黎索邦大学），信息传播硕士（蒙彼利埃三大），应用数学硕士（巴黎索邦大学）

教学安排
本硕连读项目共五年：一二年级在中国，三年级在法国，四年级在中国，五年级在法国 
法国及其他国际学生教学项目：一学期到一学年（应用外语、经济与社会管理、大学校项目、理学硕士）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IFC Renmin

江苏省苏州市

2010

2012

人文与社会科学，
管理学，经济，
金融

60000元/年 

办学总规模1400人
每年招收280人
最多可招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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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

入学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通过高考招生计划安排

颁发文凭
学士：金融（中方文凭），金融管理（法方文凭）；国民经济管理
（中方文凭），经济与社会管理（法方文凭）；法语（中方文凭），
应用外语，法文语言学，信息通信（法方文凭）；应用数学（中方文
凭），数学（法方文凭）
硕士：高等商业学院硕士文凭（KEDGE商学院）；经济与社会管理硕
士文凭（蒙彼利埃三大）；应用外语硕士文凭，应用外语与法国文学
（索邦大学）；信息通信硕士文凭（蒙彼利埃三大）；应用数学硕士
文凭（索邦大学）

奖学金或助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和相关资助

合作企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华夏银行苏州分行，苏州银行，重
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超威半导体
（中国）有限公司，方正国际软件公司
法国安盛集团，安柏经济咨询公司，国朗商务咨询公司，法国欧尚集
团，上海银行苏州分行，生物梅里埃公司，欧朗科技有限公司，安永
集团，精尚慧平台，玛泽咨询公司，元禾控股有限公司，保乐力加集
团，瑞尔盛中国有限公司，赛诺菲制药有限公司，上海家化，圣格诺

猎头公司，索迪斯集团，上海泽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国南部公
司，合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雅利印刷有限公司

就业前景
公私领域金融，管理，经济相关行业

科学研究
组织中法讲座与研讨会，人民大学法国与法语国家研究院教研人员常
驻地

实习安排
硕士阶段的实习是必须的

赴法机会
第3年和第5年

食宿安排
学院校区

其他活动
邀请各国教师-研究员前来作讲座

官方网站
http://ifc.ruc.edu.cn 

联系方式
ifc.renm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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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国立民航大学，法国航空航天大学机械与航空技术学校

中国民航大学

学习专业
飞机结构与材料，航空推进系统，航空电子系统

教学安排
学历教育为六年半：一年法语学习和专业基础巩固学习+两年预科阶段学习+三年半工程师阶段学习（工
程师阶段第四和第五学期进行专业方向的学习）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学历教育：中国学生 (全部学习阶段)，法国国立民航大学学生与法国航空航天大学机械与航空技术学校
学生 (交换期间)                                                

SIAE

天津市

2007

2007

航空及民用航空
工程

本科：5800元/年
硕士：10000元/年

540人

每年60至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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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通过高考被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录取，或在中国民航大学通过高考录
取的学生中选拔                            

颁发文凭
学士学位（中国民航大学颁发）
工程硕士学位（中国民航大学颁发）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法国工程师学衔                                                                               

奖学金或助学金
优秀学生或符合条件的学生可获得奖学金或助学金

合作企业
空中客车公司，赛峰集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长
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广州飞机维修工
程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就业前景
大部分毕业生被中欧学院的合作企业及航空运输企业录取，也可在中
国或国外，主要是法国，继续博士阶段学习

科学研究
目前已有十三个科研实验室投入使用，目标筹建二十个实验室。学院
设有科研委员会。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的科研岗教师主要与中国民用
航空局开展项目合作。与法国合作院校开展联合培养的研究活动

实习安排
共三次企业实习，总时长八个月。在中国完成为期一个月的蓝领实习
和两个月的技术实习，在中国或法国完成为期五个月的毕业实习

赴法机会 
预科阶段部分学生可赴法国预科学校交换学习；
工程师阶段部分学生可赴法方合作院校交换学习（学期），或攻读工
程师文凭（两年）；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食宿安排 
中国民航大学校园

其他活动 
组织航空及空中运输领域的讲座或工作室；参加航空相关领域的活
动，如中国航空发展峰会，中国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峰会等。中法民航
科技学术论坛

官方网站
www.cauc.edu.cn/siae

联系方式
bruno.haller@aviation-civile.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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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合作院校
贝尔福－蒙贝利亚技术大学，贡比涅技术大学，特鲁瓦技术大学

上海大学

学习专业
本科：信息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
硕士：信息物理系统

教学安排
中国学生，可以选择：在中国学习4年获得本科文凭；5年（中国3年+法国技术大学硕士2年）；5.5年
（中国3年+法国技术大学2.5年）；中国6.5年，其中包括在法国技术大学一个学期，从而获得上海大学
的工程硕士文凭
法国和国际学生，可以选择2个交流计划：创新素养项目和创业创新项目；面向法国技术大学的学生，上
海大学的工程硕士项目（5个学期有3个学期在上海）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学士和硕士项目面向中国学生，硕士项目面向法国及其他国际学生

UTSEUS

上海市

2005

2006

工程学

中国学生每年
25 000至35 000元
人民币

每届本科生340人，
硕士研究生30人，
总人数1300

25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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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上海大学通过高考招生计划安排，硕士招生通过国家统一研究生录取
考试选拔
法国及其他国际学生根据理科学分录取

颁发文凭
上海大学本科文凭，法国硕士文凭或法国工程师文凭
上海大学硕士文凭 ，法国技术大学硕士文凭，法国国家认可

奖学金或助学金
中国留学基金委奖学金，针对法国学生的区域奖学金

合作企业
欧科佳中国，液化空气集团，阿尔卡特朗讯公司，Altyor集团，上海
遨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迪卡侬，Engie，佛吉亚排放控制技术系
统，中国学慧帮，秘珀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欧创慧，SenX，喜科软件
系统有限公司，苏伊士集团，韦通公司，中兴通讯

就业前景
欧洲，中国，国际企业的工程师岗位 

科学研究
材料，工艺及表面研究实验室（贝尔福-蒙贝利亚技术大学与勃艮第大
学卡诺研究所）与上海大学的特殊钢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增材制造领域
开展合作
法国特鲁瓦技术大学纳米技术与光学仪器实验室与上海大学新型显示
技术重点实验室在纳米技术与纳米光学方面开展合作
在网络物理和相关数据科学领域开展合作
法国科学院“医学图像与处理”国际实验室

实习安排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在上海大四的实习期为3个月，硕士阶段为6个
月，在法国的工程师阶段为2个为期6个月的实习
对在上海快结束学习的法国学生而言，有可能在中国相关企业实习

赴法机会
在本科的头三年或四年内达到专业和语言要求水平的学生，可以继续
在法国技术大学和法国的合作机构进行工程师或硕士的学习
学院硕士课程的注册学生将被邀请在法国学习一个学期

食宿安排
法国学生可入住上海大学校园附近的学生宿舍或公寓
法国技术大学在法国为中国学生提供学生住宿

其他活动
参加学院的“24小时创新大赛”（全体学生），参加上海消费电子展，
法国学生可前往深圳游学，面向法国和国际学生提供普通话课程以及中
国文化入门（书法，传统音乐，太极，文化之旅）

官方网站
www.utseus.shu.edu.cn

联系方式
info@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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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索邦大学、法国KEDGE商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学习专业
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管理、视觉艺术、文化遗产、表演艺术、文化产业、设计、时尚或奢侈品等品味
产业、创意旅游等娱乐和休闲产业 

教学安排
学制5年：前两年在中国，第3年在法国，第4年在中国，第5年在法国。毕业时，获中法双学士文凭和法
国硕士文凭。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

IFC CAFA

上海，北京

2019

2019

艺术与设计管理

45000元/年 

办学总规模为
1200人，每年招
收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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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中央美术学院通过高考招生计划安排

颁发文凭
中法双学士文凭，法国艺术与艺术史管理硕士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和相关资助

合作企业
艺术领域（798艺术区，西岸艺术中心），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博
物馆、上海蓬皮杜中心、奥赛博物馆） 

就业前景
文化单位的管理层（公私领域的博物馆和艺术馆），文化传媒与管
理，艺术市场行业

实习安排
硕士阶段的实习是必须的

赴法机会
第3年和第5年

食宿安排
学院校区

官方网站
www.cafa.edu.cn 

联系方式
ifc.caf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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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化学工程师院校联盟（本项目由雷恩国立高等化工学校管理）

华东理工大学

学习专业
两个专业：应用材料工艺与环境

教学安排
为期三年的法国化学工程师院校联盟预科综合课程，学习法语
在法国或中国接受3年工程师教育，包括华东理工大学的硕士课程（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

教学语言
法语，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和国际留学生

Chimie Shanghai

上海

2019

2019

化学 - 制造工艺
工程

5000元/年

每届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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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华东理工大学通过高考招生计划安排

颁发文凭
华东理工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文凭
法方院校工程师文凭，适用于在法国完成学业的学生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师文凭（前提是获得法国工程
师职衔委员会的认证）

奖学金或助学金
优秀奖学金，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

合作企业
苏伊士，索尔维，阿科玛，巴斯夫，圣戈班

就业前景
目标市场是已经在华或希望在华设址的法国及欧洲企业，以及寻求国
际发展的中国企业

科学研究
研究将依托华东理工大学的实验室，旨在推动这些实验室与法国化学
工程师院校联盟实验室之间的合作

实习安排
根据法国工程师培养课程，将有3项必修实习

赴法机会
在上海结束前三年的学习后，每年有40名学生被法国化学工程师院校
联盟的20所成员院校录取
鼓励留在中国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和工程师文凭的学生赴法国或其他
国家进行短期交流

食宿安排
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

联系方式
Jacques.mercadier@univ-pau.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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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赛学院

合作院校
艾克斯-马赛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学习专业
本科：生物技术、制药工程 
硕士：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教学安排
本科生四年、研究生三年

教学语言
汉语、法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

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本科生通过高考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研究生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录取

WUT-AMU 

武汉市

2019

2018

生物技术、制药工
程、生物医学工
程、化学工程与
技术

本科：39800元/年
硕士：45000元/年

本科生150人/年，
硕士生20-40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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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文凭
中国学士文凭、中国硕士文凭、法国学士文凭、法国硕士文凭

奖学金或助学金
由武汉理工大学根据相关标准发放优秀学生奖学金或助学金

合作企业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就业前景
企业或科研机构的工程师或研发人员

科学研究
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实习安排
进入企业或实验室实习

赴法机会
多种赴法学习、交流方式

食宿安排
武汉理工大学校区宿舍及食堂

官方网站
amucwut.edu.whut.edu.cn

联系方式
institut.wut-amu@w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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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ICARE

湖北省武汉市

2010

2012

清洁与可再生
能源

每年40000元人
民币

75名中国学生，
少量国际学生

合作院校
巴黎高科高等矿业学校、巴黎高科高等化工大学、法国佩皮尼昂大学、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英国诺森
比亚大学、希腊国立雅典理工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意大利佩鲁贾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学习专业
可再生能源与能效科技

教学安排
学习两年可获法国硕士学位；学习三年可获中国硕士学位

教学语言
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欧洲学生及其他国家学生

学院的运作资金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和巴黎高科高等矿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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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良好的英语水平，获得理科学士或工程师文凭

颁发文凭
中国与法国双硕士

奖学金或助学金
无

合作企业
通过中欧（武汉）绿色建筑核心智库的工作逐步建立合作

就业前景
企业研发实验室研究员或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卫生安全环境
（HSE）管理体系负责人，业务部门经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大型集
团或中小型企业能源战略部门岗位

科学研究
学院作为一个平台，为硕士生在欧洲寻找实习机会，中欧大学之间的
博士生交流，中欧教授之间的联系及联合发起项目提供便利

实习安排
可在实验室、研究中心或企业进行六个月的毕业实习

赴法机会
可以在巴黎和武汉进行的教学中进行学生交换；可在欧洲的合作大学
实验室进行硕士阶段实习

食宿安排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

其他活动
邀请国际专家以及中国市场的欧洲和中国企业家前来作讲座；学生社
团“绿色奇迹”组织各项活动

官方网站
http://icare.hust.edu.cn （中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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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里尔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里尔大学

河海大学

学习专业
本科及硕士：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教学安排
学制6年，1年基础语言教学+2年预科+3年工程师教育

教学语言
法语，英语，汉语

招生对象
具有高中学历的对法国工程师文凭感兴趣的学生

入学要求
中国学生需参加国家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高考），达到本一批次分数线，依据成绩择优录取
本科第三年结束通过工程师招生委员会评估，进入工程师阶段学习

HLC

南京市

2020

2020

土木工程、机械
工程

58000人民币/年

每年1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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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文凭
中方：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证书
法方：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学士和工程师文凭

合作企业
土木、机械领域如工民建、建筑材料、航天、汽车、电器行业的中国
和法国的大型企业

就业前景
大型国企和私企的管理和技术部门、大型设计院和研究院、高校、政
府部门； 毕业后可进一步在中法双方学校实验室进行博士阶段学习

实习安排
6个月的毕业实习可在法国完成

赴法机会
可在法国里尔工程师学校进行一个学期的学习

食宿安排
河海大学校区

联系方式
中方 : 王伟  wwang@hhu.edu.cn;  徐卫亚 wyxu@hhu.edu.cn
法方 : jian-fu.shao@polytech-lille.fr; guy.reumont@polytech-lill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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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国际联合审计学院

合作院校
法国SKEMA商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学习专业
金融工程（金融审计方向）、审计学（内部审计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审计方向）、工
程管理（工程审计方向）

教学安排
四年制本科

教学语言
汉语，英语

招生对象
中国学生

招生语言与专业要求
通过高考第一批次招生，所有录取的考生高考外语语种须选择英语

NAU-SKEMA 
Institute

南京市

2020

2020

金融工程、审计
学、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工程
管理

56000人民币/ 年

每年300名中国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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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文凭
（1）南京审计大学学士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制）；
（2）南京审计大学毕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制）；
（3）法国SKEMA商学院学士学位证书（由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
新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认可）。

奖学金或助学金
除中国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等评定奖学金、助学金外，主要有审计
长奖学金(国家审计署设立) 10000元/人、校长奖学金5000元/人、新
生奖学金5000元/人、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200-2000元/人等
奖项。此外，学院单独设立了单项奖学金。

合作企业
SKEMA商学院在全球拥有2500家合作企业，南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署、世界最高审计组织(INTOSAI)、亚洲最高审计组织 (ASOSAI)、
中国内审协会、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各大金融机构等密切合
作，都将为毕业生提供多渠道、高质量的就业平台。

就业前景
金融及审计领域
此外，学生也先可选择继续深造，既可以考取国内研究生，也可以申
请SKEMA等国外一流大学研究生项目。

科学研究
“一带一路”国家审计及相关审计

实习安排
学生应在寒暑假进行实习

赴法机会
本科阶段有机会赴法。学生毕业后可选择赴法深造。

食宿安排
南京审计大学浦口校区

其他活动
学生组织与学生社团

官方网站
http://skema.nau.edu.cn
 
联系方式
Matthieu Dumont，SKEMA商学院中国校区校长
Email： matthieu.dumont@skema.edu 
窦文宇教授，SKEMA商学院中国校区学术校长、南京审计大学国际联
合审计学院法方副院长、SKEMA商学院数字营销及中国社交媒体讲座
教授 
Email：wenyu.dou@skema.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