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专属暑假海外实习实践活动即将开展！一大波活动在来袭途中！

项目多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暑期海外实习实践，与国外多所高校或企业联合推出一

系列电子领域的暑期实践活动，从亚洲、北美洲跨越到大洋洲，丰富同学们的选择！ 

一、项目总览 

项目名称 初定日期 

 

目的地 费用 

（具体费用

情况请见后

项目介绍） 

项目特色 可否替代

暑期实习

学分 

可否替

代创新

实践 2

学分 

备注 

二者只能选一 

美国硅谷

高科技暑

期实践项

目 

2019.7.1

3-7.27

（15天） 

美国加

州硅谷

等地 

38794 人民币

（包含课程

费、往返机票

和签证费） 

深入硅谷高新企

业，了解前沿科

技，与硅谷零距

离 

√ √  



新加坡国

立大学暑

期专业实

践项目

（针对大

一） 

2019.7.1

4-8.05

（23天） 

新加坡 22000 人民币

（包含：课程

费；不含往返

机票和签证

费） 

根据自己兴趣选

择课题，跟随导

师完成感兴趣的

专业项目 

√ √ 学院将

资助一

名德智

体美劳

全面发

展的本

科特困

生 2万

金额的

项目费

用来参

加项目 

 

 

新加坡国

立大学暑

期专业实

践项目

（针对大

二及以

上） 

2019.7.1

5-8.05

（22天） 

新加坡 22000 人民币

（包含：课程

费；不含往返

机票和签证

费） 

根据自己兴趣选

择课题，跟随导

师完成相应项目

（难度更高） 

√ √ 



日本高校

计算机交

流项目 

2019.7.1

0-7.25

（16天） 

日本东

京、大

阪、京

都等地 

37800 人民币

（包含课程

费、往返机票

和签证费） 

日本计算机类一

流学府教授面对

面，亲身参与到

计算机科学相应

课程实验中 

√ √  

澳洲新南

威尔士+

华为

HCNA暑

期实践 

2019.7.1

5-7.29

（15天） 

 

澳大利

亚悉

尼、布

里斯班 

29999 人民币

（包含课程

费、往返机票

和签证费） 

与澳洲名校零距

离接触，取得华

为 HCNA证书 

√ √  

注：1.所有日期都会视该学期期末考试时间而略做调整，确保大家都结束考试后再集体出发。 

       2.所有项目将根据学校审批结果决定是否有双一流经费的比例资助。 

 

二、美国硅谷高科技暑期实践项目（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与西南交通大学美国北加州



校友会联合推出） 

      

1. 项目时间 

2019年 7月 13日-7月 27日（15天） 

2. 选拔范围 

全校（含峨眉）本科生和研究生。（15～30名），专业不限，优选对电子类、信息类、电气类、数学类

等专业感兴趣并有一定基础的同学。 

3. 选拔要求 

a.身心健康，具备较强的独立生活和环境适应能力，对国外游学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学习认

真，英语语言基础良好； 



b.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c.家庭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能负担学生本次暑期项目费用；对硅谷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的了解； 

d.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4. 相关费用 

项目总费用约 5705 美元，具体包括：  

a.项目费 USD共 2500美元，预计折合人民币约 17000元人民币（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照 1:6.8计

算，出发时按照实际结算汇率计算） 

国际往返机票费（约 1400美元）和商业责任成本费用共计约 1605美元，预估折合人民币约 10914

元（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照 1:6.8计算，按照实际结算汇率计算） 

b.物流费，停车费，司机劳务费，服务税，住宿服务费用等共计约 1600美元，折合人名币约 10880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照 1:6.8计算，按照实际结算汇率计算） 

备注：费用为预估价格，具体金额根据汇率变化、航班情况、报名人数及个人消费习惯会有上下浮

动。 

5.项目交流内容及日程安排  



 

6.项目特色 

a.深入体验和了解硅谷文化。 

b.深入硅谷高新企业，了解前沿科技。 

c.深度参观访问世界名校，体验不一样的学习实践氛围。 

d.和海外校友持续深入地交流，探讨留学经验，海外工作经验，增加人脉。 



e.英文浸泡式团队项目实践，快速提升语言能力和学习实践能力。 

f.西南交通大学美国北加州校友会全程对项目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更安全更放心。 

 

三、2019新加坡国立大学暑期专业实践项目——针对大一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联合推出） 

1. 项目时间 

2019年 7月 14日至 2019年 8月 5日（23天） 

2. 选拔范围  

a.全校（含峨眉）大一本科生。 

b.对电子类、信息类、电气类、信息管理、软件工程等感兴趣的有一定基础的优先。  

3. 选拔要求 

a.英语基础良好，能够听说读写，有一定专业基础。 

b.身心健康，具备较强的独立生活和环境适应能力，对国外游学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学习认真，

英语语言基础良好； 

c.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d.家庭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能负担学生本次暑期项目费用； 

e.对外国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4.相关费用 

3780 新币，约 22000 人民币。含：项目课题费用、新加坡学习期间的住宿费、意外保险费、学生卡、

当地交通及参观、欢迎及欢送宴、电话卡、公交卡。不包含：往返机票、护照、签证、餐饮及个人用

品等费用。 

5. 项目交流内容及日程安排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July 14 
 

Pickup from Changi 

Airport to Hostel. Try 

to arrive before 

22:00. 

 

If you arrive before 

this date, you need to 

come to the Hostel on 

your own for check-

in. 

15 1st Day in NUS/SOC 
 

Welcome at UTown; get-

to-know SOC & its 

neighborhood; welcome 

lunch at UTown. 

 

½  Day of topic 1 (3 hr) 

(Parallel Tracks) 

 

16 Seminar 
 

½  Day of topic 2 (3 hr) 

(Parallel Tracks) 

 

½  Day of topic 3 (3 hr) 

(Parallel Tracks) 

 

17 Seminar 
 

½  Day of topic 1 (3 hr) 

(Parallel Tracks) 

 

½  Day of topic 2 (3 hr) 

(Parallel Tracks) 

 

18 Seminar 
 

½  Day of topic 3 (3 

hr) (Parallel Tracks) 

 

Rank preference on 

topics for projects by 

4pm. 

 

Confirm your mentor 

for project 

19 Seminar + 

Project 

 

More info to students 

on projects by 

Professor (2 hr 

lecture)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Professor spends 

15min per project 

group). 

20 Seminar + 

Project 
 

More info to students 

on projects by 

Professor (2 hr 

lecture)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Professor spends 

15min per project 

group). 

21 Free and Easy? 

 
Free for 

professors but not 

sure for students 

  

22 Consultation #1 

 

Advising students’ work 

(Professor spends 30min 

per project group).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23 Project Day  

 

More info to students 

on projects by 

Professor (2 hr 

lecture)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Professor spends 

15min per project 

group). 

23 Consultation #2 

 

Concentrating 

students’ work 

(Professor spends 

30min per project 

group).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25 Project Day 

 

More info to 

students on projects 

by Professor (2 hr 

lecture)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Professor spends 

15min per project 

group). 

26 Moving Day 

 

Need to move from 

on-campus 

accommodation to 

off-campus. 

27 Consultation 

#3  

 

Excelling students’ 

work (Professor 

spends 30min per 

project group).  

 

May have lab work 

to students too. 

28 Project Day? 
 

Not really a relaxing 

weekend for students 

 

29 Cleaning Up 

 

Assemble components 

(Professor spends 30min 

per project group) 

30 Consultation #4 

 

Consolidat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Professor spends 

30min per project 

group) 

 

 

31 Consultation #5 
 

Excel with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Professor 

spends 30min per 

project group) 

August 1  

Final Project Day 

 

Print poster by noon. 

2 Judgement Day 
 

 

Showcase Day  

 

& 

 

Farewell Dinner 
 

3 

 



课题选择： 

 

5. 项目特色 

a.亲身参与到专业项目实践中，跟随新国大教授完成从项目设计到完成展示的每个环节。 

b.国内高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间的学术桥梁，开创学生在国外高校实习的新模式。 

c.接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世界级名校，感受国外不同的教育体制，掌握信息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技能。 

d.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与视野，为未来深造或就业做准备。 

     



四、2019新加坡国立大学暑期专业实践项目——针对大二及以上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联合推出） 

1. 项目时间 

2019年 7月 15日至 2019年 8月 5日（22天） 

2. 选拔范围  

a.全校（含峨眉）大二及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15～30名） 

b.对电子类、信息类、电气类、信息管理、软件工程等感兴趣的有一定基础的优先。  

3. 选拔要求 

a.专业成绩优秀，达到英语四级以上或者托福、雅思。 

b.身心健康，具备较强的独立生活和环境适应能力，对国外游学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学习认真，

英语语言基础良好； 

c.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d.家庭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能负担学生本次暑期项目费用； 

e.对外国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4.相关费用 



3780 新币，约 22000 人民币。含：项目课题费用、新加坡学习期间的住宿费、意外保险费、学生卡、

当地交通及参观、欢迎及欢送宴、电话卡、公交卡。不包含：往返机票、护照、签证、餐饮及个人用

品等费用。 

5. 项目交流内容及日程安排 

 



 

课题选择： 

 

6. 项目特色 

a.亲身参与到专业项目实践中，跟随新国大教授完成从项目设计到完成展示的每个环节。 

b.国内高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间的学术桥梁，开创学生在国外高校实习的新模式。 

c.离接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新加坡名校，感受国外不同的教育体制，掌握信息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技能。 

d.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与视野，为未来深造或就业做准备。 



   

 

五、2019日本高校计算机交流项目（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与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

学、大阪大学联合推出） 

 
1. 项目时间 

2019年 7月 10号-2019年 7月 25号（16天） 

2. 选拔范围  



a.全校（含峨眉）大一及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10～20名） 

b.对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软件类感兴趣的有一定基础的优先。  

3. 选拔要求 

a.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会听说读写； 

b.身心健康，具备较强的独立生活和环境适应能力，对国外游学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学习认真，

英语语言基础良好； 

c.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d.家庭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能负担学生本次暑期项目费用； 

e.对外国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4、项目费用 

约 37800人民币，含：往返机票费用、签证费、项目课题费用、日本学习期间的住宿费、餐费、意外

保险费、学生卡、当地交通及参观、欢迎及欢送宴、公交卡。不包含：个人用品、个人消费等费用。 

5、项目交流内容及日程安排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PART  5 PART  6 

before 行前指导 分组 Team Leader 竞选 Team building 装备确认 
 

DAY 1 抵达日本东京 酒店 Check in TL Meeting 全体会议，Opening 教授致辞 破冰行动 

DAY 2 东京城市生存挑战赛 惊喜活动 

DAY 3 学生自我介绍 课程：BCI 简介；Matlab 编程基础； 

DAY 4 课程：信号滤波，时频分析算法介绍和实现；主成分分析、独立成分分析方法介绍和实现； 

DAY 5 Lab 相关：利用 Matlab 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DAY 6 Lab 相关：MATLAB 信号处理实践 

DAY 7 课程：SVM 算法介绍；实现多类 SVM 分类算法； 

DAY 8 
Lab 相关：使用 SVM 算法对 EEG 信号进行模式 

DAY 9 课程：BCI 系统的基本构架；基于开源 BCI 系统的实践设计； 

DAY12 Lab 相关：小组介绍设计的项目 

DAY11 日本文化交流-奈良、京都，访问著名大学，如京都大学，去往世界著名景点，夜宿京都 

DAY12 日本文化交流-大阪，访问著名大学，如大阪大学，去往世界著名景点，晚间返回东京 



DAY13 课程：基于开源 BCI 系统的项目实现（待定） 

DAY14 
Lab 相关：小组实现 

DAY15 实验结果的评价方法，项目结题、总结及展望，完成项目实践报告 

DAY16 
上午：东京游览；下午：返回中国 

备注 具体行程安排及课程安排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上为参考定制项目行程 

6、项目特色 

a.在日本最好的 IT领域一流大学感受前沿领域，提升科研背景  

b.在实验室和学府中学习交流，并获得相应学习证书 

c.认知及未来职业规划 

d.科研能力及相关技能，培养科研素养 

e.学术人脉，收获志同好友 

f.日本文化，了解日本人文风情 

 

 



六、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华为 HCNA人文科技暑期实践项目（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新南威尔士大

学联合推出） 

1. 项目时间 

2019年 7月 15号-2019年 7月 29号（15天） 

2. 选拔范围  

a.全校（含峨眉）大一及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10～20名） 

b.对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软件类感兴趣的有一定基础的优先。  

3. 选拔要求 

a.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会听说读写； 

b.身心健康，具备较强的独立生活和环境适应能力，对国外游学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学习认真，

英语语言基础良好； 

c.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d.家庭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能负担学生本次暑期项目费用； 

e.对外国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4、项目费用 



约 29999 人民币，包含学费：签证费用、往返机票费用、新南威尔士大学课程学费、HCNA 培训费用、

学生社交活动、结业证书费用；杂费：住宿费、接送机、保险费。 

5. 项目交流内容及日程安排 

 



6.项目特色 

a.新南威尔士大学深度游，该校教授亲自授课，感受原汁原味澳洲教育 

b.华为 HCNA认证，接受华为海外实验室 HCNA课程培训，通过考试后可免费获得相关证书 

c.知名企业参观：Google悉尼总部、华为澳洲总部、雅虎澳洲数据中心等，了解当地就业环境，明确

自身就业定位 

d.知名人士专题讲座，包括澳洲华为企业网经理等，与专业人士面对面交流 

e.认识两座城，探索悉尼与布里斯班，感受澳大利亚本土文化与风土人情。 

 

 

 



七、报名方法 

1. 报名流程 

a. 填写《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出国出境交流项目申请表》、《西南交通大学暑期海外游学项目家长同

意书》、《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出国境承诺书》，于 2019年 3 月 8日下午 5点之前交至 9118C张可菁

老师处。 

b.咨询：张可菁老师 028-66364016,153670755@qq.com 

c.请打印并仔细填写附件中的家长同意书和出国承诺书，并在落款中签名，与报名表一并提交。 

d.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暑期专业实践项目”（针对大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暑期专业实践项目”

（针对大二及以上）的同学除了提交上述材料之外，还需在新国大官网进行申请： 

网址：https://www.comp.nus.edu.sg/~sws/ 

点击 Application-Apply now 进行申请，所需材料如下：    

 academic transcript (English or Chinese version) 

 English qualifications (CET4, CET6 or TOEFL or IELTS) 

 Scanned copy of Identity Card (both sides) (for students from China)  

https://www.comp.nus.edu.sg/~sws/


 Awards/Certificates (if any), and 

 Passport with photograph (if available). 

注：针对大一学生的项目申请不需要英语四级成绩和平时成绩。 

2、重要提示 

a.有护照的同学，请在报名时一并提交护照首页和身份证复印件，护照有效期需在 2019年 12月底

之后 

b.尚未办理护照的同学，请速前往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可提

供异地户口办理护照业务） 

c.请同学与家长商量后，认真报名，涉及预定团体票、项目报名相关，项目成立后，原则上报名后

选拔通过不得退出。 

 

3、补充说明 

本通知为预报名通知，根据报名情况最终确定此次游学计划。 

 



附件： 

a.《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出国出境交流项目申请表》 

b.《西南交通大学暑期海外游学项目家长同意书》 

c.《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出国境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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