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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与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互派留学生实施办法

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趋势，推进我校人才培养国

际化战略，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我校与美国肯特州立大

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简称：KSU）签定了联合培养

本科生、研究生及联合培养教师的协议。为做好学生选派及

培养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联台培养模式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CAFUC），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简称：KSU）

联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本科生实行 2+2模式：即从我校

本科（理科学生含文理兼收学生）二、三年级学生中选拔品

学兼优者赴 KSU 学习两年大学课程，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

务的学生，由 KSU 颁发学土学位证节；研究生培养模式：

从我校本科（理科学生含文理兼收学生）三、四年级学生中

选拔品学兼优者赴 KSU 学习 3 年或 2 年研究生课程，按照

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由 KSU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在美国学习结束后，其成绩和学分将根据学生意愿转

回 CAFUC，按照 CAFUC教学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和论文答辩

的学生，由 CAFUC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本

科在美国两年学习结束后，可转入 KSU 本校或美国安博瑞

德航空航天大学（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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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U）等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

满足以上条件的空管学生，均可参加 FAA的管制课程考

核，合格者颁发空管课程合格证明。

二、联合培养专业及课程修读要求

（一）联合培养专业：交通运输（飞行签派和空中交通

管理方向）等航空相关专业。通过对方提供的项目计划，结

合我校实际，初步选定下列项目作为初步合作项目：

1. 本科项目-航空专业空中交通管理方向（Bachelor of

Science, Aeronautics, Air traffic Control）：2+2 或 3+2（在

CAFUC学习 2到 3年，然后在 KSU学习 2年），124学分，

本科学费约 RMB 18.7万元/年（含学费、食宿、保险和教材）。

符合双方学校毕业条件的，双方学校都颁发学土学位。部分

成绩优异的 CAFUC 专科学生也可以申请 KSU 本科课程学

习，在完成 KSU教学计划规定修读的课程和学分后，由 KSU

颁发学土学位，由 CAFUC颂发专科毕业证书。待合 CAFUC

专升本条件的，也可获得 CAFUC本科文凭和学土学位。

2. 本硕连读项目-航空技术硕士（Master of Technology -

Specializing in Aeronautics/Aviation）：3+2或 4+2（在 CAFUC

学习 3 到 4 年，然后在 KSU 学习 2 年或 3 年），研究生学

费约 RMB 16.7万元/年（含学费、食宿、保险和教材），符

合双方学校毕业条件的，由 KSU 颁发工学硕土学位，由

CAFUC颁发学士学位。

（二）课程修读要求：学生前 2到 4年按 CAFUC 相关

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修读课程，在美 2年（或 3年）学习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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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完成 CAFUC或 KSU教学计划规定修读的课程和学分。以

上项目在美实际就读时间可能因人而异，具体根据 KSU 对

学生的学分绩点的评估结果为准。对于成绩优秀且国内原读

专业和在国外就读专业相同或相近则可以在上述项目中所

列最短时间完成学业。

三、选拔条件

（一）政治思想好、热爱祖国、品德优良、身体健康，

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及生活能力。

（二）学习成绩优良，学生在校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

（GPA）≧2.5，综合素质较高。

（三）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能力，能适应英语授课。雅思

IELTS成绩达到 6.0，或托福纸考 525 分（KSU 具有自主组

织托福纸考考试资格），或托福网考 71 分，研究生入学部

分专业不需要 GRE成绩。

（四）学生本人自愿，遵守学校选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五）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能承担在美学习、生活费用。

四、学生管理

（一）学籍管理

1. 选派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闰应遵守对方学校的名项规

章制度。

2. 学生在美方修读的课程及成绩、学分，由美方学校直

接寄往我校国际合作部。教务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予以认

可、登录。

3. 按照我校专业教学计划和规定课程修读学分，审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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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毕业资格；待合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即可授予学士

学位。

4. 我校本科（理科含文理兼收）专业学生被选派参加本

项目学习，如需要转专业，须报学生处审查，符合转专业条

件者按照转专业处理。不答合转专业管理规定的学生，只能

作为辅修第二学位处理。`

（二）其它管理

1. 被选派的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

派往学校的规定及社会风俗习惯，接受派往学校的管理。

2. 学生完成对方学校要求的课程后，应要求对方尽快将

成绩和学分转回学校国际合作部，以便学校教务处认证。

3. 被对方录取转入其他大学继续学业的学生，应及时告

知学校教务处和国际合作部，在完成其后续的本科课程后及

时将成绩和学分转回学校国际合作部，以便学校教务处认证

并审核合格后，由学生处颁发毕业证书和学土学位证

书。

学生在出国期间户口不迁移、党团关系等保留在本校及

相关学院。

五、具体选派办法

（一）国际合作部、教务处和相关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学

生报名及初选（根据情况参加综合专业考试、英语考试及口

试），初选合格后名单报对方学校审批。选拔确定后的学生

由国际合作部、教务处和学生处办理相关手续。

（二）学生出国后的有关事宥由国际合作部负责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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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校协调。

（三）每年选派赴美留学学生人数、选派时间及相关事

宣另行通知。

六、有关费用

（一）海外学习费

选派参加项目的学生在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后续年

份的学费及相关费用按学校有关规定缴纳，由学校财务处统

一收取。

如因派遣方和接收方的原因未能派出的，海外学习费用

全额退回；如因学生本人原因被美方拒签或经学校审批录取

后自动放弃的学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学生自负。

（二）办理出国护照、筹证等费用

出国护照、签证等由学校协助、学生自行办理，有关费

用及往返旅费由学生本人自理。

七、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派往我校留学生按两校双方协议

执行。

八、本办法由国际合作部、教务处和学生处负责解释。

附件：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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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简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陈布科副校长代表学校与美国

俄亥俄州肯特市的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

KSU）常务副校长 Dr. Robert G. Frank 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

在成都香格里拉酒店共同签署两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

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与肯特州立大学之间在教育台作的广

泛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协作。合作领域包括双

方均认为适宣的和可行的各类活动。合作内容包括：建立长

期、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就选定的学科开办合作学位项目；

互相提供师资交换项目；通过海外学习项目开展学生交流；

为双方教师提供师资职业发展项目；开展双方教师合作研究

及合作发表论文；在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上进行合

作；在学术资源和其他信息上进行交流互换；在双方都同意

的情况下为特别的职业团体提供有特色的短期学术项目。

肯特州立大学概况

肯特州立大学是中国教育部首批认可推荐的美国百年

名校之一，《华盛顿周刊》全美大学总排名 56 名，《泰晤

士报》Times世界大学 200强，北美地区第 79名，《美国新

闻和世界报道》全美第一类国家级大学，卡耐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全美最好的 77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

该校建校于 1910年，由八个校区构成，在校学土 41363人，

目前中国留学生 500多人，是全美最大的地方性教育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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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 316多个本科专业，225类硕土专业以及 54类博士专

业课程。以其综合优势，《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

多年来把肯特誉为“最佳中西部大学“之一，其教学和研究方

面实力雄厚。学校拥有俄亥俄州规模的最大飞行和航空管理

项目，飞行和空管专业设置在技术学院。自 1947 年学校就

开展了飞行训练，1967年开始提供援予学土学位，是全球液

晶研究的发源地。

技术学院介绍

本学院为学生提供技术和管理技能，为将来的就业能提

供良好的机会，技术学院重点是瞄准航空、结构管理、工程

技术和计算机设计等就业课程，毕业学生便布伟球，如飞行

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机场管理人员、教师等。研究生项目

主要针对高级职业，研究项目瞄准技术领先性。研究方向包

括航空安全、清洁能源等。

美 FAA授权的空管培训学校

2007 年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授权肯特州立大学

（KSU）为 FAA 航空交通管制培训学校（Air Traffic -

Collegiate Training Initiative Schools，AT-CTI）为学生提供从

事 FAA航空交通管制的资质认证培训。

通过和美国其他同类院校的比较，肯特州立大学具有以

下较强的优势

1. 众多学科拔尖（金融、商科、传媒、时装、艺术、教

育、航空等）

2. 学科门类齐全（316个本科专业与方向，225个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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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方向，54个博士专业与方向）

3. 学位设置完整（本科、硕士、博士）

4. 本科小班教学〔综合性大学）

5. 校园环境安全〔连续 6年被 FBI评为俄亥俄州最安全

校园）

6. 学习费用适中〔和全美同类大学相比，中等偏低）

7. 生活成本合理（生活费用是大城市的三分之一）

8. 申请简单快速〔本科请不需要推荐信和个人陈述）

9. 学生服务优良〔校车、完全免费的健身中心、无线网

络，学习指导）

10. 学习氖围良好（大学城）

11. 地理位置优越〔距纽约、波土顾、芝加哥等很近）

12. 四季气侯宥人〔毗邻五大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