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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本科学位还是研究学位的报考生，
我们欢迎并鼓励你更多地了解RIT大学及

其可为你提供的许多独特价值。你将受益于名
列前茅的学位项目，世界著名的以重视为职业
做准备的学科，高质量师资，以及注重于教学
和科研平衡的学习环境。RIT大学凭借两百年的
历史足以证明RIT是一所与企业和商界有密切联
系的大学，我们校园的住校环境既安全又现代
化并具有尖端技术。

 在RIT，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者，研
究者，创新者，发明家，技术人员，艺术家，创
作者，建设者，思想家，企业家和梦想家。 他
们通过努力让梦想成为现实。RIT有约15,000名
本科生和3,000名研究生。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有
鼓励性与独特性、骄傲而充满激情的学生团
体。请大家立即申请！

本科生招生
www.rit.edu/admissions

研究生招生
www.rit.edu/grad

你好, 
来自中国的学生！

作 为留学生处总监，我主管
2700多名聪明、有创意、

有才华的在校留学生，这其中包括
40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RIT的国际
留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中国是
其中之一。

       RIT的中国学生不仅在留学生社区的活动
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
RIT所有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校园生活。

   我和留学生处工作人员欢迎并期待着你们的
到来，我们将尽力支持并满足你们在RIT整个学
业生涯的需要。      

www.rit.edu/studentaffairs/iss/

RIT为我提供了更广泛的财务、会计和商
业方面的的知识和切实理解。在课堂

里，老师和同学们的多样化观点对我们所
学的概念增添了价值。个性化方式真正地
让理论，实践，经验和人才走到了一起，
并帮助我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Jeff Cox

苏畅是2014年的金融硕士生。 
现在博士辣椒斯纳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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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是一个智者相互配合、协作的地方，在这里个人才华汇
聚于一体，以共同服务于跨学科的大项目大工程。

 RIT是一个学生与专家频繁合作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创新和创造力的枢纽。也是各学
科的交汇点，是辉煌职业生涯的跳板，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 

RIT是你追求激情的一个完美环境。 在这里，你可以天天展望你的未来， 重塑每一天。

请想像一下这种可能性。

在RIT你能驾驭
你的所有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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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和排名
在美国将近四千所大学高校中，RIT 

在可选性上排名前4％以内，被评为美
国的顶级综合性大学之一以及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的“最佳价值”大学。 RIT
每年都获得彼得森的院校指南，费斯克
的学院选择指南，和普林斯顿评论的最
佳大学指南的顶级认可。RIT的学科专
业定期获得最高学术和专业评审的认
证，如ABET（工程），AACSB（业
务）等。在美国私立大学中，RIT每年
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
科毕业生人数占第二名。

综合性大学 
RIT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九个学

院以及Golisano（戈利萨诺）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并提供下列领域的300多
个学科：

• 艺术，设计，工艺，动画，电影和摄影

• 通讯，商务和管理

• 计算和信息科学

• 教育与社会科学

• 工程与工程技术

• 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 数学，科学，健康科学和图像科学

• 建筑

许多本科课程也提供硕士和博士学
位水平的深造学习研究，其中一些是非
常卓越的领域。此外，一些课程提供
BS/MS或BS/MBA的轨道，使学生可以
在加速的时间内完成两个学位。

有事业心和多样化的学生
RIT是一个约18,000名学生的大家

庭。他们是世界上最多样化，聪明，有
才华，有上进心的学生，其中包括400
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融
入到RIT的教室和社区。无论你的背景

参与 —创新 — 体验
RIT将挑战你去开发你的潜能，磨练你的优势和能力。你将有信心将
你自己推向新境界。
我们鼓励你探索RIT提供的所有项目

www.rit.edu

或学科兴趣，无论是学士，硕士或博士
水平，你都会发现RIT是一个培育智力
和促进个人成长与成就的、具有挑战性
的地方。

学生与教师比例:

13:1

具有挑战性与平衡性的学科 
RIT是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

除了紧密的师生互动以外，所有教学都
培育和鼓励个性化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这所大学保持着13比1的学生与教
师比例，每班平均学生人数是23名，
令人印象深刻。

热心致力的教师
在RIT，教学是第一位！ 与许多大

学不一样，RIT在课堂上不利用助教，
而是要求教师进行课堂教学。 RIT的教
师具有高素质，他们从事并致力于你
的教育进展和学业成功。RIT的教师带
来的不仅是最高课堂教学资格也是实践
经验和尖端研究的强有力的组合。他
们持续获得地方，国家和国际奖项，包
括富布赖特奖学金和阿尔弗雷德·斯隆
基金会奖。

卓越的资源
因为重视创新和创造力，RIT的装

备精良，具有国家最先进的设施，其他
校园是不能跟RIT匹配媲美的。你可以
使用激光光学实验室，几十个数码摄影
印刷站，电脑化印刷机，玻璃熔炉，学
生经营的餐厅，计算机图形和机器

人实验室，天文台，以及一些美国最现
代化的影像科学，微电子和计算机工程
设施。普林斯顿评论已将RIT列为美
国“网络连接最佳校园”之一。RIT是
被选定的可以使用Internet2®研究网络
的大学之一。

英语中心
RIT 的在校英语语言中心为需要提高英
文水平的学生服务。该中心设计并提供
不同级别课程，帮助学生在美国大学进
行学业学习。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rit.edu/elc  
www.rit.org.cn/elc.php (中文)

研究
各学业水平的学生都有机会做他们

的学习项目研究，与教师，企业和工
业，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工作。 RIT有
50多个这样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每
年，世界上的许多公司都与RIT的学生和
教师合作进行研究活动。另外，RIT也每
年都赞助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讨会以展
示学生的研究成果。

彭铭博是一个来自中国温州的学生。 他是一位建
筑高师，获得了美国建筑高院校协会和美国钢铁
建设院对他的可持续建筑设计的认可。他的设计
融合了21世纪的技术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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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我们
本科招生：
admissions@rit.edu
研究生招生：
gradinfo@rit.edu

www.rit.edu   /   www.rit.edu/ptgrad/chinese

在RIT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增加了科学态度和创
新思维的知识。 通过在圣克拉拉的NVIDIA实习
工作，使我得到宝贵的工作经验。这将是我一生
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刘炎松, 图像科学博士生, 微电子工程硕士生 在RIT第三年的夏天，我有幸去了波士顿Keurig实

习半年。在实习过程中充分应用了三年里学到的
知识，将书本与实际相结合。同时还结识了很多
专业人士并得到他们指点。RIT的实习计划帮助
我更充分地理解书本知识，还为我将来的职业生
涯奠定基础。
周真, 工业工程本科学生，来自中国江苏

毕业生就业
RIT毕业生享有美国所有综合性大学

就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 600多家企业
派发招聘者到RIT进行5000多个招聘面
试。

校友
12万多RIT校友生活和工作在世界各

地，从事着商业、工业、政府、教育和
非营利组织等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

学生安置，合作教育和就业服务
www.rit.edu/oce

在RIT，体验式教育被融入到合作教
育（带薪实习），实习，出国留学和研
究里。独特多样的机会让你把在课堂上
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实世界上的问题和
项目上。每年，2100多个组织安置达
4100多名学生做带薪实习工作。这些
学生通过带薪全职工作可以得到宝贵的
工作经验。
带薪实习的好处是无价可比的。你会：

•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明确你的职业目标

•帮助你付部分教育所需费用

•建立你与专业领域的联系

•增强你对将来雇佣单位的吸引力和你
的收入潜力

带薪实习雇佣单位从小型咨询公司
和社区零售业务到世界500强企业和五
星级酒店。例如：苹果、波音、谷
歌、哈里斯RF通信、希尔顿、IBM、英
特尔、洛克希德马丁、微软、摩托罗
拉、美国航空航天局、PAETEC、丰
田、迪士尼世界和施乐公司。

全球教育
RIT作为一个先行者和模范，在罗切

斯特的主校区以及迪拜，克罗地亚，和
科索沃的国际校园提供国际教育。RIT
与全球的几所大学合作拥有学位课程，
包括中国，印度，多明尼加共和国和秘
鲁。 RIT与数百家企业，大学和政府机
构积极合作提供全球性的各种国外学习
和工作的机会与合作研究和交流的机
会。

为你的未来投资
你上大学在用你自己或你家庭的财

务资源为你的未来投资，RIT也在为你
的未来投资！RIT为本科生人选提供基
于需求和择优两种奖励，包括一年
$10,000到$20,000(美元)的校长奖学
金。研究生可以获得择优奖学金以及研
究生助教职位。2017-2018学年，RIT奖
发给学生达3.2多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国际学生也可通过学生就业办公室申请
一份在校兼职工作，我校有8000多份
这类工作。 整个学年，你每周可以在
校园工作达20小时。当然，RIT的合作
办学项目为学生提供在毕业前就可以开
始找与他们的领域相关的有薪工作的机
会。

个性化录取过程
进入RIT 竞争相当激烈，但我们的

录取过程是个性化的。 每份申请从学
业准备和学习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到
学校咨询老师，以及教师及专业人员的
推荐, 招生处都要全面地审核。由于学
业课程不同，入学要求可能会有所不
同，例如有的学业课程要求学生提交代
表作品集和写作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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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设计与工艺
3D数字设计 
陶瓷 
美术工作室 
家具设计 
玻璃	

图型设计 
插图 
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 
医学插图 
金属和珠宝设计 
新媒体设计	

商务与管理
会计	

经济学 
金融 
国际商务 
国际酒店与服务管理 
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新媒体营销  
营养管理 

通讯
(参见摄影，电影，及印刷媒体)

广告与公共关系 
美国手语	-	英语	口译 
通讯	

新闻学	

计算与信息科学
计算机工程 
计算机科学 
计算安全 
游戏设计与开发 

网络和移动计算 
管理信息系统 

计算与信息技术 
新媒体互动开发 
软件工程 

工程及工程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 
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技术 
计算机工程 
计算机工程技术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

计算机工程 
能源
机器人
无线通信 

电气工程技术 
电气工程技术— 

音频 
电信

电气/机械工程技术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  
人体工程学 
精益六西格玛	
制造 
供应网管理 

制造工程技术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航天 
汽车 
生物工程 
能源与环境 

机械工程技术 
微电子工程 
包装科学 
软件工程 

环境研究 
环境科学  
环保，健康和安全 

数学,科学,健康科学,及图像科学
应用数学 
应用统计学 
生物化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 
生物医学科学 
生物技术与分子生物学 
化学	

计算数学 
医学超声诊断（超声波）

图像科学 
医学插图 
营养管理 
摄影与图像技术— 

生物医学摄影通信选项

医师助理（BS /	MS） 
物理学 

个性化学习
应用艺术与科学

摄影, 电影, 和印刷媒体
电影和动画 
媒体艺术与技术 
动态影像科学 
摄影与图像艺术— 

广告摄影
     美术摄影 

新闻摄影
视觉媒体

摄影与图像技术— 
生物医学摄影通信
图像和摄影技术

社会科学 
刑事司法 

数字人文和社会科学 

博物馆研究 
哲学 
政治学 
心理学 
公共政策 
社会学与人类学 

未申报学业课程的选项
大学研究 
未申报的艺术与设计 
商务探索
计算探索  
未申报工艺品 

工程勘察	

未申报的工程技术 
文科探索  
科学探索  

	对预医药，预牙医，预兽医和预眼科研究感兴趣
的学生可以选择RIT任何专业，并利用预医学研
究咨询项目。

  有待纽约州的批准           

以上信息在印刷时正确。

学士学位学科

计算机工程技术— 
     音频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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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计算

国际和全球研究 

＊ 

专业预科

＊ 

www.rit.edu/admissions



研究生学位学科
www.rit.edu/grad

数学，科学，健康科学和图像科学

应用与计算数学（MS）

应用统计学（高级证书，MS

天体物理科学与技术（MS，Ph.D.）

生物信息学（MS）

化学（MS）

色彩科学（MS，Ph.D.）

健康护理财务（高级证书）

健康系统管理（高级证书，MS）(高级证书,	MS)

图像科学（MS*，Ph.D.）

精益六西格玛（高级证书）

材料科学与工程（MS）

医学插图（MFA）

医学信息（MS）

商务，管理和通信
会计（MBA）

工商管理（MBA）

工商管理（EMBA）

通信和媒体技术（MS）

创业与创新企业（MS）

设施管理（MS）

金融（MS）

饭店-旅游管理（MS）

人力资源开发（MS）

管理（MS）

制造业领导（MS）

组织性学习（高级证书）

产品开发（MS）

项目管理（高级证书）

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MS）

服务领导与创新（MS）

服务系统（高级证书）*
培训，设计与评估（高级证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大数据分析（高级证书）

生物信息学（MS）

计算机科学（MS）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Ph.D.）

计算机安全（MS）

游戏设计与开发（MS）

人本计算（MS）

信息安全保障（高级证书）

信息科学与技术（MS）

医学信息（MS）

网络规划与设计（高级证书）

网络和系统管理（MS）

软件工程（MS）

网页开发（高级证书）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

艺术教育	-	视觉艺术，各级（MST）

刑事司法（MS）

工程心理学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MS）*
环境科学 (MS)
实验心理学	(MS)
学校心理学	(MS,	高级证书)

聋人与重听学生中等教育	(MS)

工程及相关学科
应用统计学（高级证书，MS)

计算机工程 (MS)
电气工程(MS)
工程(Ph.D.)
工程管理 (ME)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 (MS)
工业与系统工程(ME, MS)
精益六西格玛（高级证书）

制造和机械系统集成	(MS)
制造业领导 (MS)
材料科学与工程	(MS)
机械工程	(ME, MS)
微电子工程	(MS)
微电子制造工程(ME)
微系统工程	(Ph.D.)
包装科学(MS)
产品开发(MS)
可持续发展工程 (ME, MS)
电信工程技术(MS)
振动工程（高级证书）

艺术,设计,工艺,摄影,
电影和图像通信
艺术教育	-	视觉艺术，各级（MST）

陶瓷（MFA）

电影和动画（MFA）

美术工作室（MFA）

家具设计（MFA)
玻璃（MFA）

影像艺术/摄影（MFA）

工业设计（MFA）

金属与珠宝设计（MFA）

无毒性印刷（高级证书）

印刷媒体（MS）

视觉通信设计（MFA）

环境研究和可持续发展   

建筑（M.Arch.）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MS）*

环境科学（MS）

可持续发展工程（ME，MS）

可持续发展系统（MS）

可持续发展（Ph.D.）

跨学科研究
专业研究（MS）

博士学科

天体物理科学与技术

色彩科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工程

图像科学

微工程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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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 简介

研究生

2017-2018
学年  

(两个学期)
学费 $43,560

生活费 $12,666 
合计 $56,226

本科生
2017-2018

学年  

(两个学期)
学费 $39,506

合计 $52,172   

生活费 $12,666 

充满活力的互联社区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成立于1829年，
是一所私立院校，属于男女同校，有九
个注重职业教育和体验式学习的学院。
学校位于罗切斯特郊区，占地面积
1300英亩。罗切斯特是纽约州第三大
城市。RIT在东欧和迪拜设有国际学
校。

RIT大学通过与北京交通大学(BJTU)
的国际合作继续成功的发展在中国的学
术交流。RIT桑德斯学院和BJTU经济管
理学院联合协作的两个新的学位将于
2015年秋季开始。BJTU北京的主校园
将提供创业和创新企业硕士学位，同时
BJTU的新的威海校园将提供管理信息系
统学士学位。两个学位的课程都将由
RIT和BJTU的教师授课。除BJTU外，RIT
也与江南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以
及其他一些主要的中国211工程和985
工程的大学有合作关系。

我们的学生在一个位于郊区的安全住宿
环境里积极参与着活泼的校园生活。我
们的学生们有着不同的目的，他们每年
在200多个不同的组织里做1300多种活
动。对媒体，广播台，文学艺术杂志，
以及可在幕后看到RIT竞技的电视播放体
育杂志有兴趣的学生，RIT也能满足他们
的愿望。

RIT提供23个学院间男女体育竞技，
包括最高级别的男子和女子曲棍球。 校
内体育运动非常受欢迎。 RIT有优秀的
娱乐设施，包括溜冰场，游泳中心，室
内运动场，和健身设施。

我们的学生不仅仅只是参与各项活
动，无论是参加 RIT ROCS（援助社区
服务）日，身穿棕橙色来显示RIT精神，
盖建人类家园房屋，还是从事注重环保
问题的跨学科项目，他们都引以为豪，
自觉地发挥重要作用。

许多RIT的全日制学生住在RIT校园
的宿舍，公寓，或连排屋。校内的男生
联谊会，女生联谊会和特殊活动场所也
可供使用。RIT保证新生住房。

费用
居住在RIT宿舍的全日制学生的2017-2018学年预
计费用请参看下表。另外，我们预计一般学生的
年均书费和个人开支是2025美元。

djwges
Stamp

djwges
St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