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ITTC 项目

国际人才培养中心（Intern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Center ,简称“ITTC”），

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下辖的综合性教育培训中心和高端商务人才培养基地。

ITTC 以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世界一流标准培养创新型国际人

才，不仅助力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更是联系青岛与世界的纽带。

ITTC 拥有顶级师资力量，制定了科学完备的课程体系，组织实施国内、国

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并为有个性化需求的组织和个人提供高端订制培训、规

划、咨询等服务。

现已开设了金融、大数据、多国语言等各项高端研修和赴美、韩、澳等国的

留学及交流活动。

项目一：国际教育

项目说明：

通过系统的标化课程（TOEFL+SAT）、学分课程（AP）、大学高阶课程、美国

适应课程及专业的留学规划、正规的大学管理模式，帮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

到美国大学的要求，并提前接受正规大学的学习模式。

项目特色：

1、直通世界 TOP 100 大学

2、TOEFL\SAT\IELTS 标化课程系统学习

3、AP（大学先修学分课程）+ Level up course（大学高阶课程）

4、学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课程，提前掌握部分大学必修课。

5、开具“211 工程”重点高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官方成绩单

6、国际暑校（高一、高二）

7、统一留学规划，确保名校通过率

学习模式：UIBE 1 年，美国本科 4年（英联邦本科 3年）

招生专业：商科、理工课、金融科、理科、人文科

针对学生：全日制（高考毕业） 非全日制（高一、高二在读学生）

开学时间：7月上旬（6月中旬开设语言基础课）

学习周期：8-12 个月共 1080 课时

学习费用：¥78000 元（北美）/¥68000 元（英联邦）

入学标准：当地二本线上或英语成绩 110 分以上，且通过学院组织的入学测试。



全美排名 部分可选学校

TOP 30

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西北大学、南加州大学、布朗大学、维克森林、华盛顿大学、

埃默里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

TOP 31-60

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北大学、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伊利诺伊大学、迈阿密大学、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俄

亥俄州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注：课程以实际开设为准

项目二：学分项目

（一）AP 课程

AP简介：

AP 全称 Advanced Placement，即美国大学预修课程，适用于全球计划前往

美国读本科的高中生，有 22 个门类、37 个学科，已在美国 15000 多所高中里普

遍开设。AP 考试的成绩使用 5 分制，一般 3 分或 3 分以上的成绩可以在大学换

取学分。

目前，已有 40 多个国家的近 3600 所大学承认 AP 学分为其入学参考标准和

该项考试为考生增添的大学学分，其中包括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帝国理工

等世界名牌大学。

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开设课程

第一阶段

英语基础 英语词汇、长难句分析、听力、阅读、口语、写作基础

托福/雅思 强化听力、强化阅读、强化口语、强化写作

SAT 词汇、文法、阅读、写作、数学

国外适应课 外教口语、计算机编程、美国地理、美国法律等

留学申请 文书指导、申请规划、专业指导、行前指导、职业规划

第二阶段

AP 学分课程 微积分、物理、统计、经济、心理、计算机等共 22 门

学术英语课程 美国历史、学术写作、艺术史

大学高阶课程 线性代数、微分方程、心理学概论、数据统计、经济等

贸大官方课程 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统计学、微积分等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0%B6%E9%B2%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91%E6%A1%A5


AP 考试每年 5月举行，目前已经在全球 80 个国家开设。青岛考点为中国海

洋大学鱼山校区。

学习 AP 的优势：

增加 GPA 成绩，平均每门 AP 课程成绩可增加 GPA 分值 0.1 分。

省钱：节省多至 3万美金的学费，中国学生所学的任何一门 AP 课程都有可

能到美国后被转成 3到 6个学分。

申请：申请名校奖学金.

证明: 学生学习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最好证明。

指标：是美国一流名校确信学生敢于挑战学术难度、明确学术发展方向的最

重要指标。

学分：美国和加拿大 90%以上的学院和全部的大学接受 AP 考试成绩并授予

大学学分。

贸大 AP 课程可选班型：

全日制学分课程 （适合高三/高二脱产学生）

周末精品班（适合高一/高二学生）

寒假暑假强化班（适合美高生、国际学校）

考前冲刺班（适合考前突击）

VIP 定制班

（二）Level Up Courses

针对于学习过 AP 微积分、物理、统计、经济学科的学生，专门设置的高于

AP 的美国大学衔接高阶课程：线性代数、微分方程、心理学概论、高端写作等。

每年 6月份开课，学习 2-3 周。

项目三：封闭营

封闭营优势：

1、资深全职师资队伍、丰富课程体系、独家教材研发、专业的课后教辅+单词强

第四期：4 月初（考前冲刺突击）

第五期：大学高阶课程

第六期：暑假提高班（针对美高、加高）

第一期：12 月中旬（EA/ED）

第二期：1 月上旬（开设科目最全）

第三期：2 月初（少量精品科目）



化，打造“提分神话”。

2、小班教学（15 人）、教师、督学老师、生活老师三位一体服务。

3、沉浸式学习，全天候辅导，严格按照规划时间作息，培养学员的自律性。

4、24 小时保姆式服务与管理，使家长随时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

封闭营每日时间规划：

时间 课程安排 内容 负责老师

07:00-07:10 Morning call 起床 生活老师

07:10-08:00 早餐 补充一天能量 生活老师

08:00-08:50 上午正课 托福/雅思学习 班主任&任课老师

09:00-09:50 上午正课 托福/雅思学习 班主任&任课老师

10:00-10:50 上午正课 托福/雅思学习 班主任&任课老师

11:00-11:50 上午助教课 词汇检查 班主任

12:00-12:40 午餐 补充一天能量 生活老师

12:40-13:30 午休 养好精神，下午学习 生活老师

13:40-14:30 下午正课 托福/雅思学习 班主任&任课老师

14:40-15:30 下午正课 托福/雅思学习 班主任&任课老师

15:40-16:30 下午正课 托福/雅思学习 班主任&任课老师

16:40-17:30 晚餐 补充晚课能量 生活老师

18:00-21:00 晚自习 复习一天学习内容 班主任

21:00-22:00 洗漱 收拾一天心情 生活老师

22:30-23:00 休息 进入梦乡 生活老师

封闭营课程设置

班型 开课时间 7月份&8 月份 课时 人数 价格（元）

TOEFL60-75 7 月上旬 152h 10 人 24800

TOEFL76-88 7 月上旬 7月底 88h+ 12 人 15800

TOEFL89-100 7 月上旬 8月初 76h 12 人 13800

IELTS 6 分 7 月上旬 7月下旬 108h 12 人 15800

IELTS6.5 分 7 月中旬 8月初 96h 12 人 14800

SAT1400 分 7 月下旬 136h 10 人 27800

SAT1500 分 7 月中旬 96h 10 人 17800



联系我们

http://www.uibeittc.com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同安路 67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岛研究院

0532-67788912 李老师

欢迎通过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