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1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合
作培养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人才项目

2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同英国Exeter大学生命与环境学
院以及工程学院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3 清华大学 清华-亚琛高端装备创新设计制造国际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4 中国人民大学 中美统计学双博士学位培养项目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仿生纳米材料与技术博士双学位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6 北京师范大学 中美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合作培养人才计划

7 中国农业大学 中荷农业绿色发展交叉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AGD计划

8 北京科技大学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创新及拔尖人才培养项目

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深层-超深层油气地质领域一流创新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
目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 高层次中医药创新型人才的国际合作培养

11 首都医科大学 糖基组学与大数据分析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12 河北工业大学
先进传感和可靠性设计理论与技术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
养项目

13 河北工业大学 中美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人才培养项目

14 河北工业大学 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人才培养项目

15 南开大学 新兴污染物环境过程与风险控制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

16 大连理工大学 高端工业装备结构分析与优化设计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17 大连理工大学 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18 大连理工大学 多功能精准医疗药物载体材料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19 吉林大学
听力损伤性疾病临床听力学、声学、病理学、合成生物学
、病原学及药理学机制研究

2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化学与力学学科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1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舶动力工程领域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

22 大连海事大学
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航运经济与物流领域高端人才国际合
作培养项目

23 大连海事大学 海底工程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2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高层次研究应用型航空工程人才硕士双学位国际合作培养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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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体融合式运动与健康医学专业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项目

2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系双博士学位合作办学项目

27 华东理工大学 固体催化反应动力学创新人才培养

28 华东理工大学 石油化工智能优化制造人才合作培养项目

29 东华大学 纺织品功能整理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30 华东师范大学 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硕士项目

31 南京大学
基于有机小分子半导体与聚合物半导体的高性能晶体管研
究项目

32 南京大学 中美环境工程博士联合培养项目

33 东南大学 雷恩一大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

34 河海大学
“水-粮食-能源”纽带关系与跨境河流治理的高端人才培
养项目

35 江南大学 体验设计前沿方法与技术创新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3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航天领域双学位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37 苏州大学 纳米科学与技术专业国际化研究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38 扬州大学 现代农业科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国际化培养

3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与华盛顿大学联合培养全球商业与金融创新博士项目

40 浙江工业大学 高端装备激光再制造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41 浙江师范大学 数据科学与优化控制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42 厦门大学 柔性物质研究与应用国际化研究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43 山东大学 组合数学与网络科学交叉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44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生命科学研究及生物资源利用创新人才合作培养项目

45 中国海洋大学 水产科学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

46 中国海洋大学 深海工程国际卓越人才合作培养项目

4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工安全与环保复合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4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技术革命下学科融通型知识产权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49 湖南大学 高性能计算创新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50 湖南大学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序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51 湖南大学 中美生物及能源纳米化学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52 中山大学 中澳创新型旅游人才培养合作项目

53 重庆大学 风电基础设施与运维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

54 西南大学 微生物学创新型人才培养

55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科技国际化领军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56 西北工业大学 空间系绳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研究生培养项目

57 西北工业大学 中德空间生物智造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58 西安交通大学
发育与疾病的遗传学和力学生物学双博士学位的跨学科人
才培养

59 西安交通大学 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交叉双博士学位项目

60 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科学与技术“双一流”高端人才国际合作培养

61 西北大学 中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研学项目

62 郑州大学 中日新型抗震结构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63 福建农林大学 中爱食品科学与工程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64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中英、中法人才培养项目

65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

面向先进能源系统的高功率超导直线加速器和高功率散裂
靶稳定性基础问题合作研究

66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大陆碰撞隆升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67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

关联成像的系统优化理论与超分辨应用

6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面向应用的新一代稀磁半导体研究

69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
术研究所

中亚特有植物中二萜生物碱的分离分析及成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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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核学科双硕士学位项目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双硕士学位项目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机电系统创新型人才双硕士学位联合培养项
目

4 北京理工大学 太赫兹信号处理创新型人才合作培养项目

5 北京师范大学 应用数学方向联培硕士博士生项目

6 北京科技大学
中欧新金属材料及钢铁冶金新技术卓越博士研究生联合培
养计划

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法能源经济应用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8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项目

9 天津大学 药学国际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

10 大连理工大学 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学

11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创新型人才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12 华东理工大学 高温结构完整性技术国际化研究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13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高师集团联培博士生双学位项目

14 南京大学 哲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15 东南大学 中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项目

16 扬州大学 堪萨斯州立大学动物医学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17 中国海洋大学 深海海洋科学国际领先人才合作培养项目

1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能源与环境催化材料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1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非常规与深层油气勘探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0 福建农林大学 中德美合作培养农业基因组创新型人才项目

2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动物地理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2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所 可持续绿色技术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3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学领域”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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