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 

 

爱尔兰 沃特福德理工学院 http://www.wit.ie/ 

爱尔兰 国立高威大学 http://www.nuigalway.ie/ 

爱尔兰 国立都柏林大学 http://www.ucd.ie/ 

爱尔兰 三一学院 http://www.tcd.ie/ 

波兰 华沙理工大学 http://www.pw.edu.pl/ 

波兰 托伦哥白尼大学 https://www.umk.pl/ 

波兰 格但斯克大学 http://univ.gda.pl/ 

波兰 热舒夫大学 http://www.ur.edu.pl/ 

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 http://www.tu-berlin.de/ 

德国 卡尔斯鲁厄大学 http://www.kit.edu 

德国 考特布斯工业大学 http://www.tu-cottbus.de 

德国 德雷斯顿工业大学 http://tu-dresden.de 

德国 慕尼黑管理学院 http://www.mam.de/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http://www.tum.de/ 

德国 伍泊塔尔大学 http://www.uni-wuppertal.de/ 

德国 亚琛工业大学 http://www.rwth-aachen.de/ 

德国 拜洛伊特大学 http://www.neu.uni-bayreuth.de/en/Uni_Bayreuth/home/ 

德国 汉诺威大学 http://www.uni-hannover.de/de/ 

德国 斯图加特大学 http://www.uni-stuttgart.de/home/index.en.html 

德国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http://www.tu-darmstadt.de/index.en.jsp 

德国 雷根斯堡大学 http://www.uni-regensburg.de/ 

德国 基尔大学 http://www.uni-kiel.de/ 

德国 锡根大学 http://www.uni-siegen.de/start/ 

德国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https://www.tu-braunschweig.de/ 

俄罗斯 圣彼得堡电子技术大学 http://www.eltech.ru/en/university 

俄罗斯 萨玛拉国立宇航大学 http://www.ssau.ru/english/ 

俄罗斯 莫斯科动力学院(技术大学) http://www.mpei.ru/StartPage.asp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 http://www.bmstu.ru/english/ 

俄罗斯 图拉国立大学 http://tsu.tula.ru/ 

俄罗斯 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 http://www.voenmeh.ru/ 

俄罗斯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学院（技术大学） http://www.spbstu-eng.ru/ 

俄罗斯 门捷列夫化工大学 http://www.muctr.ru/en/ 

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 http://www.isu.ru/en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http://www.msu.ru/en/ 

俄罗斯 乌拉尔联邦大学 http://urfu.ru/en/home/ 

俄罗斯 喀山国立大学 http://kpfu.ru/?p_sub=16 

俄罗斯     国立核能研究大学 https://mephi.ru/eng/ 

俄罗斯    Innopolis大学 https://university.innopolis.ru/en/ 

俄罗斯 南联邦大学 http://www.rsu.ru/international/ 

白俄罗斯 国立技术大学 http://en.bntu.by/ 

拉托维亚 里加理工大学 http://www.rtu.l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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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 运输与电信学院 https://ekarjera.tsi.lv/page 

拉脱维亚 里加斯坦丁斯大学 http://www.rsu.lv/eng/ 

格鲁吉亚 贾瓦基什维里梯比利斯国立大学 http://www.tsu.edu.ge/en/ 

法国 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院 http://www.ensam.fr/ 

法国 亚眠电子电气工程研究院 http://www.esiee-amiens.fr/ 

法国 图尔图尔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学 http://www.univ-tours.fr/ 

法国 图卢兹第一大学 http://www.ut-capitole.fr/ 

法国 南特高等经济管理学院 http://www.audencia.com/ 

法国 电力机械专业学院 http://www.esme.fr/ 

法国 国立鲁昂大学 http://www.univ-rouen.fr/ 

法国 计算机工程学院 https://www.epita.fr/ 

法国 尼斯索菲亚大学 http://unice.fr/ 

法国 奥尔良大学 http://www.univ-orleans.fr/ 

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 http://www.univie.ac.at/en/ 

奥地利 奥地利理工大学 http://www.ait.ac.at/ 

比利时 鲁汶大学 http://www.kuleuven.be/english 

芬兰 
阿尔托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原赫尔 

辛基理工大学） 
 

http://sci.aalto.fi/en/ 

芬兰 奥卢大学 http://www.oulu.fi/english/ 

荷兰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http://www.tue.nl/ 

荷兰 莱顿大学 http://www.leiden.edu/ 

荷兰 方泰斯应用科技大学 http://fontys.edu/ 

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http://www.tudelft.nl/ 

罗马尼亚 锡比乌“卢齐安·布拉格”大学 http://www.ulbsibiu.ro/en/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大学 http://www.unibuc.ro/e/ 

罗马尼亚 巴贝什·博尧依大学 http://www.ubbcluj.ro/en/ 

罗马尼亚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 http://www.uaic.ro/en/ 

爱沙尼亚 塔林理工大学 http://www.ttu.ee/en 

立陶宛 亚历山大斯图津大学 https://asu.lt/language/en/ 

立陶宛 维尔纽斯皇家理工学院 http://www.vgtu.lt/index.php?lang=2 

立陶宛 考纳斯科技大学 https://www.ktu.edu/ 

丹麦 奥尔堡大学 http://www.en.aau.dk/ 

丹麦 VIA大学学院 http://en.via.dk/ 

挪威 斯塔万格大学 http://www.uis.no/frontpage/ 

葡萄牙 波尔图大学 http://sigarra.up.pt/up/pt/web_page.inicial 

葡萄牙 里斯本大学 http://www.ulisboa.pt/ 

瑞典 林雪平大学 https://www.liu.se/?l=en 

瑞典 皇家理工学院 http://www.kth.se/en 

瑞典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http://www.chalmers.se/en/Pages/default.aspx 

瑞士 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大学 https://www.ethz.ch/de.html 

瑞士 日内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 http://genevadiplomacy.com/ 

斯洛伐克 日利那大学 https://www.uniza.sk/menu/inc.php?ver=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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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经济大学 http://www.euba.sk/?lang=en 

乌克兰 哈尔科夫国立技术大学 http://www.kpi.kharkov.ua/en/ 

乌克兰 波尔塔瓦国立技术大学 http://www.pntu.edu.ua/en/ 

意大利 都灵大学 http://www.unito.it/ 

意大利 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 http://www.uniparthenope.it/index.php/en 

意大利 都灵理工大学 http://www.polito.it/ 

意大利 帕尔马大学 http://www.unipr.it/ 

意大利 卡西诺大学 http://www.unicas.it/ 

意大利 比萨大学 http://www.unipi.it/ 

意大利 摩德纳大学 http://www.unimore.it/ 

意大利 佛罗伦萨大学 http://www.unifi.it/ 

匈牙利 米什科尔茨大学 http://www.uni-miskolc.hu/public/ 

匈牙利 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 http://english.www.bme.hu/ 

匈牙利 欧布达大学 http://www.uni-obuda.hu/en/university 

匈牙利 潘诺尼亚大学 http://englishweb.uni-pannon.hu/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http://www.uclan.ac.uk/ 

英国 利兹大学 http://www.leeds.ac.uk/ 

英国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http://www.qub.ac.uk/ 

英国 瑞丁大学 http://www.reading.ac.uk/ 

英国 西英格兰大学 http://www.uwe.ac.uk/ 

英国 莱斯特大学 http://www.le.ac.uk/ 

英国 阿伯丁大学 http://www.abdn.ac.uk/ 

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 http://www.southampton.ac.uk/ 

西班牙 马德里理工大学 http://www.upm.es/institucional 

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http://www.upc.edu/zh/ 

西班牙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http://www.upv.es/index-en.html 

西班牙 奥维尔多大学 http://www.uniovi.es/ 

西班牙 阿尔卡拉大学 http://www.uah.es/es/ 

西班牙 巴塞罗那大学 http://www.ub.edu/web/ub/ca/ 

西班牙 胡安卡洛斯大学 http://www.urjc.es/ 

保加利亚 新保加利亚大学 http://www.nbu.bg/entrance.php 

保加利亚 索非亚技术大学 http://www.tu-sofia.bg/eng_new/index.html 

保加利亚 鲁塞大学 https://www.uni-ruse.bg/en 

捷克 西波西米亚大学 http://www.zcu.cz/en/ 

捷克 帕拉茨基大学 http://www.upol.cz/en/ 

波黑 比哈奇大学 http://unbi.ba/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大学 http://www.bg.ac.rs/en_index.php 

希腊 哈睿寇蓓大学 http://www.hua.gr/index.php/en/ 

土耳其 科喀艾里大学 http://www.kocaeli.edu.tr/int/ 

土耳其 安纳多鲁大学 https://www.anadolu.edu.tr/en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大学 http://ucy.ac.cy/el/ 

亚美尼亚 埃里温国立大学 http://www.ysu.am/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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