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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简称UC）始建于1819年，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市，是一所研究

类综合性大学，也是全美第二早建立的公立大学。每年有约4亿五百万美金的研究经费，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及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评为全美前50的一类研究型大学，在科学、医药、商科、教育、工程以及艺术领域具有一流

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辛辛那提大学被U.S. News & World Report 评为全美一类综合大学，位列于全球前200位，同时

被N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评为Top 25的公立研究型大学。UC连续十年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全美最佳本科教

育的大学之一，同时被评为投资回报率最佳的大学。大学下设11个学院：包括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美术、规划学院

（DAAP)、历史悠久且国际留学生最多的工程应用科学学院（CEAS）、及具竞争实力的商学院（LCB），和被誉为辛辛

那提音乐之子的音乐学院(CCM)等。大学提供350多个专业，其中50个本科和研究生专业位列全美前50。著名的

Co-op带薪实习项目起源于辛辛那提大学，16个国家的1800多家企业提供带薪实习机会，学习实践交替进行，成就了

学生的高就业率。UC的注册在校生为44,338人，有550多个学生团体和组织。来自世界110多个国家的近四千名国际留

学生构成了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近年，大学的国际留学生满意度全美排名第10（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

金门大桥设计者Joseph Strauss、美国第27届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第30届副总统Charles Dawes、中国导弹控

制系统研制创始人梁思礼、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等知名校友均毕业于辛辛那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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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及专业排名（部分专业排名， 引自多种排名系统）

带薪实习 (Co-op) 第4 

建筑设计学院 全球前3

药学院   第32

医学院 第40

护理本科学院 第17

护理研究生院 第28

法学院 第40

工程学院 第81

教育学院 第62

商学院                       第60

室内设计                     第4

工业设计                     第2

服装设计          全球第27

平面媒体设计          第34

建筑硕士                 第14

美术硕士                 第45

环境工程                 第20

航空航天工程          第31

土木工程                 第48

材料工程                 第50

机械工程                 第60

歌剧                          第3

音乐指挥                   第5

作曲                          第9

管弦乐/交响乐             第9

戏剧                          第37

信息系统                   第37

经济学                       第10

会计                            第5

市场营销                     第5

金融                          第16

MBA性价比               第10

全职MBA                   第60 

化学                          第96

生物科学                   第93

全球两百
强大学

TOP  200
全球最佳CO-
OP实习

Neil Armstrong, 
登月第一人，
曾任UC工程学
院教授

国际学生
满意度

世界   
最美校园

上升最
快大学#3最佳年度

公立大学

全美50强专业
全球最受欢迎
大学

TOP 50
公立研究
型大学

TOP 25

TOP 10

NO.1 No.5
投资回报率
最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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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那提大学是带薪实习教育 Co-op 的发源地，美国带薪实习教育

(Cooperative Education) 起源于辛辛那提大学 (1906 年 )，之后被 43 个国

家仿效。在带薪实习教育中，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

践中，而工作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又会促进学生进一步加深理论学习。这种学

习期间的带薪工作实践，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学生也在学

习期间很好的了解本专业的未来的发展状况，同时获得将来就业必要信息。

目前辛辛那提大学 Co-op 项目，规模在全美位居第二，综合排名第

四。带薪实习合作企业约有 1800 余家，大多都在世界 500 强之列。带薪实

习地点遍及全美至全球。每年约有 6000 余名学生参加带薪实习，总收入达

6500 万美金。带薪实习过程中，学生每周工作 40 小时，无需上课也不用支

付学费，每学期带薪实习人均收入10,300 美金，在 12-18 个月的带薪实习中，

人均总收入达到 4 万美金，最高可达 6 万多美金。

带薪实习教育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夏 秋 春

学 学 假期 学 Co-op 学 Co-op 学 Co-op 学 Co-op Co-op 学 学

学生案例
Xi Ru, 来自中国，环境工程专业

学生。她每年获得 6000 美金国际

生奖学金。在所在专业五年期间

参加了两学期带薪实习，实习公

司：BiOWiSH™ Technology Inc.

在参加带薪实习的第二和第四年，

奖学金和带薪实习总收入使得教育总花费减少 60% 以上，

大大减少了这两年的总开支。

Ha Dinh，来自越南，市场营销及商业

经济学专业学生。她每年获得 12,000

美金国际生奖学金，分别在大二和大

四共 参加了 2 个学期带薪实习，实

习公司：GNGF, NorstarInternatioal 

LLC. 第一次带 薪实习的时薪 是 10

美金 / 时，第二次带薪实习的时薪为 17.5 美金 / 小时。除了带

薪实习之外，她还参与了校内的实习工作以及 Study Abroad

丰富学习生活。

带薪实习时间安排: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学杂费 $43,000(含食宿) $20,300 $17,800 $17,800 $17,800

生活开支 $6,000 $10,000 $15,000 $15,000 $15,000

总开支 $49,000 $30,300 $32,800 $32,800 $32,800

国际生奖学金 $6,000 $6,000 $6,000 $6,000 -

带薪实习的收入 - $1,4000 - $14,400 -

校内工作收入 - - $3,200 - $2,000

总收入 $6,000 $20,000 $9,200 $20,400 $2,000

最终花费 $43,000 $10,300 $23,600 $12,400 $30,800

节省% 12.2% 66% 28% 62.2% 6%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学杂费 $43,000(含食宿) $17,800 $20,300 $20,845

生活开支 $7,000 $10,000 $10,500 $18,136

总开支 $50,000 $27,800 $30,800 $38,981

国际生奖学金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其它奖学金 $2,000 - - $4,000

带薪实习收入 - $5,500 - $13,500

校内工作收入 $1,749 $2,200 $5,100 $1,890

总收入 $15,749 $19,700 $17,100 $31,390

最终花费 $34,251 $8100 $13,700 $7,591

节省% 31.5% 70.9% 55.5%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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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那提大学有五个校区，总面积达 473 英亩（约 2871

亩），被福布斯评为“世界最美十大校园之一”, 同时也是俄

亥俄州最大的校园之一。国际留学生大部分在主校区 (Uptown 

Campus West) 学习。辛辛那提大学拥有全美一流的校园设施。

Tangeman University Center 作为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涵盖

大学书店，餐饮，电影院以及学生 Pub。Campus Recreation 

Center 为全美最豪华的健身中心，所有全日制学生均可免费享

用。Sigma Sigma Commons 和 Campus Greens 构成主校区

最大的绿色空间，为学生提供一个巨大开放式的休闲场所，学

生可以草地上休闲娱乐，晚上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如 Sigma 

Sigma 春季狂欢节。大学拥有全美第一个真正享有豪华座椅，

俱乐部空间和高端媒体设施的体育场馆 Nippert Stadium。从

主校区步行 15 分钟就可以到达全美著名的辛辛那提动物园，

驱车仅 7 分钟即可到达风景美丽的俄亥俄河。

校园与城市环境

辛辛那提市始建于 1788 年，位

于美国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

州三州交界，是俄亥俄州第三大城市，

四季气候分明，被福布斯杂志评为誉为

全美最适合居住的 20 个城市之一。商

业区围绕方廷广场分布，广场耸立着高

49 层的凯里夫大楼，广场南面是金融

区。辛辛那提市拥有丰富的企业资源、

较低的生活成本，便捷的交通以及舒适

的城市环境，现已成为美国毕业生首选

的城市之一。

艺术 & 文化：

Aronoff Center for the Arts ( 阿罗诺夫艺术中心 )

Cincinnati Art Museum ( 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 )

Cincinnati Museum Center ( 辛辛那提博物馆中心 )

Cincinnati Playhouse ( 辛辛那提剧院 )

Cincinnati Observatory ( 辛辛那提天文台 )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 辛辛那提交响乐团 )

Krohn Conservatory (Krohn 室内植物园）

National Underground Railroad Freedom Center 

 (国家地下铁路自由中心博物馆)

Taft Museum of Art (塔夫特艺术博物馆)

节日：

Art in the Park 

Bunbury Music Festival 

Cincy-Cinco 

Festival of Lights 

Flying Pig Marathon 

Oktoberfest-Zinzinnati 

Opening Day parade

Paddlefest 

Riverfest  

Taste of Cincinnati

职业球队：

Bengals ( 橄榄球 ), Cyclones ( 冰球 ), 

Reds ( 棒球 ), Revolution ( 极限飞盘 ), 

Rollergirls ( 旱冰 ), FC Cincinnati ( 足球 )

世界最美校园之一 - Forbes

#1

#1毕业生首选城市 -SmartAsset

#2中型大学城 - WalletHub

大辛辛那提200万人口

校园娱乐中心

——Best College Reviews

世界500强总部设在辛辛那提的就有8家，如宝洁、五

三银行、梅西百货、克罗格等。全市大约有400 多家世界

500强公司分支，是全美世界500强企业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超过波士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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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研究生,博士专业  
（未包括音乐学院专业）
Linder 商学院
保险与风险管理 (BBA)

信息系统 (BBA, MS)

会计 (BBA, MS)

创业管理 (BBA)

金融 (BBA, MS)

国际商务 (BBA)

市场营销 (BBA, MS)

运营管理 (BBA)

房地产 (BBA)

工业管理/物流 (BS)

商业经济学 (BBA) 

经济学 (BA)

应用经济学 (MA)

商业分析 (BS, MS)

人力资源管理 (MA)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商科博士 (PhD)

设计、建筑、艺术和规划学院
(DAAP) 
设计系

时装设计 (BS in Design)

工业设计 (BS in Design)

视觉传达设计 (BS in Design)

平面设计 (BS in Design)

设计硕士 (Master of Design)

(学生在工业设计，时装设计和视
觉传达设计方面继续深造)

建筑系

室内设计 (B.S. Interior Design,

MIntd)

建筑学 (B.S. in Architecture，

MArch, MS, PhD)

美术系 

艺术史 (B.A. in Art History, MA)

美术 (BFA, MFA)

(陶瓷、绘画、电子艺术、油画、
摄影、版画、雕塑)

规划系

园艺学 (BS)

城市规划 (Bachelor of Urban 
Planning)

城市研究 (BS)

社区规划 (MCP)

景观建筑 (MLA)

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 (PhD)

McMicken文理学院
未决定专业

数字媒体协作 (Bach of 
InterdiscplnaryStudis)

电影与媒体 (BA)

人类学 (BA, MA)

考古学 (BA)

生物科学 (BS, MS, PhD)

 (动物生物，细胞分子生物，
生态进化)

化学 (BA, BS, MS, PhD)

生物化学 (BS)

文明学 (BA)

古典文学 (BA, MA, PhD)

传播学 (BA, MA)

英语文学 (BA)

英语与比较文学 (MA, PhD)

环境研究 (BS)

法语 (BA, MA)

西班牙语 (BA, MA)

德语 (BA, MA, PhD)

阿拉伯语与文化 (BA)

亚洲文化研究 (BA)

地理 (BA, BS, PhD) 

 (环境物理，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

地质 (BS, MS, PhD)

历史 (BS, MS, PhD)

国际事务 (BA)

新闻 (BA)

 (杂志，新闻，摄影报道)

数学 (BA, BS, MS, PhD)

统计/精算 (BS, MS)

神经科学 (BS)

 (神经生物学，大脑，行为，
神经心理学)

组织领导学 (BA)

哲学 (BA, MA, PhD)

物理 (BS, BA, MS, PhD)

政治学 (BA, MA, PhD)

专业写作 (MA)

心理学 (BS, PhD)

社会学 (BA, MA, PhD)

女性，性别和性文化学研究
(BA, MA)

非洲研究 (BA)

数学媒体协助 (BA)

五年本硕连读

人类学 (BA+MA)

生物科学 (BS+MS)

古典文学 (BA+MA)

传播学 (BA+Master)

法语 (BA+MA)

德语 (BA+MA)

地质 (BS+MS, BA+MS)

历史 (BS+MS)

数学精算 (BS+MS, BA+MS)

统计 (BS+MS, BA+MS)

哲学 (BA+MA)

政治学 (BA+MA)

社会学 (BA+MA)

西班牙语 (BA+MA)

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
环境工程 (BS, MEng, MS, PhD)

环境科学 (MEng, MS, PhD)

航空航天工程 ( BS, MEng, MS, PhD)

土木工程 (BS, MEng, MS, PhD)

材料科学与工程 (MEng, MS, PhD)

机械工程 (BS, MEng, MS, PhD)

机械工程技术 (BS)

计算机工程 (BS, MEng, MS)

计算机科学 (BS, MEng, MS)

电子工程 (BS, MEng, MS, PhD)

电子工程技术 (BS) 

建筑工程 (BS)

建筑管理 (BS)  

消防与安全工程技术 (BS)

生物医学工程 (BS, MEng, MS, PhD)

化学工程 (BS, MEng, MS, PhD)

工程力学 (MS, PhD)

电脑技术与工程 (PhD)

教育、刑事司法和公共事业学院
刑事司法 (BS, MS, PhD)

幼儿教育 (BS)

初中教育 (BS)

高中教育 (BS)

特殊教育 (BS, EdD)

健康教育 (BS, Master, PhD)

信息技术 (BS, MS)

运动管理 (BS, MS)

药物滥用咨询 (BS)

律师助理研究 (Bachelor)

课程与教学 (Master of Education)

心理健康咨询 (MA)

学校咨询 (Master of Education)

教育研究 (MA, PhD)

学校心理学 (Master, PhD)

咨询教育 (EdD)

法学院
LLM 法学硕士

JD 法学博士

护理学院
护理 (BSN, MSN)

护理预科 (MS)

护理研究 (PhD)

药学院
药学 (MS)

配药学 (PhD)

医学院(部分专业)
医学科学 (BS)

生理学 (MS)

生物统计学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环境卫生 (MS, PhD)

流行病学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健康服务管理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联合健康学院
膳食学 (BS)

食品营养学 (BS)

健康科学 (BS)

运动训练 (BS)

高级医学成像技术 (BS)

医学实验室科学 (BS)

交流障碍治疗 (BS, MA, PhD)

营养科学 (MS)

社会工作 (MSW)

输血与移植 (MS)

听力学博士 (AuD)

理疗博士 (DPT)

Blue Ash (分校区)
生物科学 (Pre)

企业管理 (Pre)

组织领导力 (Pre)

体育管理 (Pre)

幼儿教育 (Pre)

初中教育 (Pre)

高中教育(Pre)

特殊教育 (Pre)

刑事司法 (Pre)

心理学 (Pre)

社会工作 (Pre)

信息技术

传播学 (Pre)

音乐学院(CCM)
下载音乐学院申请手册：

http://ccm.uc.edu/ad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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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申请要求   

*备注：

1. 如果学生是大学/大专在读或毕业(非美国大学)，需按照转学生申请，必须选择辛大承认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做course-by-course evaluation，计算出GPA。评估机构

见：www.naces.org

2. 工程专业本科直接录取要求口语20。

3. Blue Ash分校区提供Associate Degree 副学士学位教育，可接受略低GPA绩点的申请，学费约为主校区的一半（详情见下）。两年后修满学分，GPA达到对应专业要求后，

即可入读主校区。分校区本科直录的申请截止日为：秋季7月1日，春季12月1日，夏季3月15日。

奖学金

辛辛那提大学设立国际留学生专项奖学金，UC Global 

Scholarship和Outreach Scholarship，学生每年平均额度

$9,000美金。学生最高可以拿到总和近六万美金。个别优

秀学生可以获得学费全免。

费用

本科学费及食宿费 (2017-2018）

主校区学费预计：$26,584/年

生活费用 (含食宿、通讯、书本及交通等）： $16,446

健康保险：$ 2,464

总计：$ 45,494

Blue Ash 分校区学费预计：$15,058

生活费用：$16,446

健康保险：$2,464

总计：$33,968

*最新学费请查阅大学网站:

uc.edu/international/services/future/estimated_espenses

研究生申请

研究生直录申请简单流程

 ●   专业查询请点击： https://webapps2.uc.edu/

ecurriculum/DegreePrograms/Home/Graduate

 ●   各专业联系人查询请点击：https://gradapps.uc.edu/

ContactDetails/ContactsMain.aspx

本科双录 本科直录 本科转学

学术背景 GPA2.7-3.0 GPA2.7-3.0
本科GPA2.0-3.0

大专GPA2.8-3.5

英语语言水平 无

TOEFL:66-79
(单项不低于15)

TOEFL:66-79 (单项不低于15)

IELTS:6.0-6.5
(单项不低于5.5)

IELTS:6.0-6.5 (单项不低于5.5)

成绩单 高中成绩单 高中成绩单 大学成绩单

其他测试要求 部分专业需要SAT/ACT/MPT (辛辛那提大学数学测试) course-by-course evaluation

申请截止日期

秋季 3月1日 5月1日 双录：3月1日；直录：7月1日

春季 8月1日 11月1日 双录：8月1日；直录：11月1日

夏季 10月1日 3月1日 双录：10月1日；直录：3月1日

 ●   网上申请：http://grad.uc.edu/admissions.html

 ●   上传中英文大学成绩单至各系或者专业（申请阶段上传

成绩单扫描件即可，待确认录取后提交官方成绩单）

 ●   多数专业需提交GRE/GMAT成绩，推荐信和自述材料

 ●   TOEFL/IETLS和GRE/GMAT成绩必须由考试中心直接

邮寄大学（辛辛那提大学ETS CODE:1833）

 ●   获得硕士录取并拿到学士学位证书后，还需补充递交

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CDGDC）做出

的英文认证（含学位证书及成绩单），链接请见http://

www.chinadegrees.cn/en/

 ●   其他申请要求和材料请参考各专业网站。

研究生双录取申请注意事项

 ●    硕士部分专业开设有双录取，除LLM外，所有双录取

都可以通过ELS申请。

 ●   申请硕士双录取，不用提供TOEFL或IELTS成绩，如果

本专业要求提供GRE或GMAT成绩，申请时就必须通

过考试中心将GRE或GMAT分数送到所申请的辛辛那

提大学研究生院系。

研究生学费及食宿费（大部分专业2017-2018）

·主校区学费预计：$26,210/年

·大学食宿费及部分书本费（参考）：$16,125

·健康保险：$ 2,464

·总计：$ 4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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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招生部网站（本科）： 
admissions.uc.edu/international.html微信：uofcincinna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