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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市



城市文化

• 人均收入高且是免税城市

• 被人称为“玫瑰之城”

• 经常被引做设计良好的城市典范

• 拥有美国最高的人均公园数

• 以其啤酒著称。有人说波特兰是“手工精酿啤酒坊”的发源地

• 拥有NBA球队波特兰开拓者队



波特兰州立大学（PSU）成立于1946年，位于波特兰市商业中心，是当地最好的大学。
也被U.S. NEWS评为2017年美国大学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第9名，本科近100个专业，
硕博110多个专业。现有学生人数近30000人。

学校简介



商学院

艺术学院

工程与计算机学院

文理学院

城市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

教育学院（研究生）

荣誉学院

院系设置



学校排名

• 2017 US News美国大学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第9名（与普渡，密西根大学齐名）

• 2017 US News美国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排名第45

• 2017 US News美国大学计算机工程排名第86

• 2017 US News美国大学工程专业排名第137

• 2018 TFE Times美国大学金融项目排名第56

• 获《彭博商业周刊》美国大学商学院第106名

• 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美国西部最好大学之一，拥有西海岸排名第5的研究生院

• 世界大学权威排名网站韦伯麦特里克斯网评选为全球第215名

• 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全美“最佳本科院校”之一

• 获《普林斯顿评论》评为“美国最佳的267所商学院”之一

• 获《普林斯顿评论》美国“顶尖绿色商学院”（在整个商科课程具有持续性）

参考链接：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portland-state-3216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portland-state-3216


学校认证

✓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BET) 

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

✓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

✓ Northwest Commission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西北高校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认证



学校特色

 波特兰市：美国

第三大创新创业城市，

最宜居城市，最安全城市

 波特兰州立大学：俄勒

冈州大学体系中最大的大学，

位于波特兰市商业中心，最具创

新力大学之一

创新创业的交叉学科设计，STEM专业提

36个月OPT实习时间，提供美国科研实习，

创业机会

 归国创业人才提供平台与支持，落户北京、

上海等政策支持。







福布斯杂志将波特兰评

为全美最安全的城市第2

名，同样PSU也是全美

最安全的校园之一。

参考链接：

https://www.forbes.com/2010/10/

11/safest-cities-america-crime-

accidents-lifestyle-real-estate-

danger_slide_10.html

校园安全



PSU特聘教授：耐克联

合创始人 Phil Knight

知名校友：耐克Logo设

计者Carolyn Davidson

知名校友：UPS CEO 
Scott Davis

知名校友：莱卡动画工

作室CEO Travis Knight

Who are PSU?



创新创业的交叉
学科设计

• 校内创业孵化器：卡尔米勒中心

• 波特兰是免税城市，创业资源丰富

• 波特兰美国3大创新城市之一



• 研究开发过滤器，为中非人民带去了清洁的饮用水。

• 为城市基础建设设计可持续的节能环保技术。

• 交叉学科设计第一：工程专业+商科专业+天使投资人=三位一体模式

学术研究成果



社会赞助与支持

• James F. and Marion L. Miller 基金会向PSU捐赠

3000余万美金用于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

• PSU在州政府及校友Rick Miller先生夫妇的支持

下斥资7300万美金建成并投入使用商学院卡尔

米勒中心。

• PSU校友DR. Fariborz Maseeh向PSU的工程与计

算机学院捐赠了800万美金。

• PSU也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人文基

金会（NEH）等政府层面的赞助支持



PSU周围大企业围绕，无数创新型企

业涌入，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实习及

就业资源，如：目前任职于美国通用

电气及耐克公司的PSU学生就有近

2000人。

就业前景



波特兰州立大学提供丰富的STEM专业学科，国际学生修读STEM类型专业并顺利毕业，

可享有36个月的OPT实习时间，在这36个月的OPT实习期中，学生有多次机会申请留

美工作签证。

留美创业和工作



归
国
创
业

PSU与中国教育部及华夏幸福集团共同建立了国

家级A类留学归国创业园区，为归国创业人才提

供平台与支持，如配套的办公场所，免税购车，

落户北京、上海等政策支持。



项目介绍

3+1.5（专升本）

国内3年（X学分）+ PSU本科（1.5年）

优势硕士以及博士专业

本科平行Pathway课程，6-9个月低语言要

求带学分课程

交换生以及暑期文化交流项目

科研实习项目



专升本学费及录取要求（本科阶段）

专业名称 学费/学年 录取要求（transfer）

经济
BA/BS in Economics

$24,530
（不包含食宿等生活费用）

GPA: 2.25
(2.0可考虑)

SAT/ACT 无要求

TOEFL 71
or

IELTS 6.0

传媒
BA/BS in Communication

数学
BA/BS in Mathematics

物理/化学/生物
BA/BS in 

Physics/Chemistry/Biolog
y



（语言成绩未达到录取要求者）

IELTS TOEFL iBT 学费

6个月Pathway 5.5-6.0 60-70 $11,800

9个月Pathway 5.0-5.5 50-59 $18,950

Pre-Pathway 5.0以下 50以下 $4,508/学期

PS: 上Pathway的同时学生可以同时选修相关学分课程(6-9个）

食宿费用：约$12,831/年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略有浮动

平行Pathway课程



【硕士专业】

商学院

工商管理 (Master)
国际管理 (Master)
金融 (M.S.)
税收 (Master) (免G)
房地产发展 (Master) (免G)
卫生保健工商管理 (Master) 

工商管理硕士与法律博士联合项目
（Master-JD）

工程与计算机学院

土木与环境工程 (M.S./M.Eng.)
(MEng免G)

机械工程 (M.S.) (免G)
材料科学工程 (M.S.) (免G)
工程与技术管理 (M.S.) (免G)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M.S.)
计算机科学 (M.S.)



工程与计算机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录取要求

计算机科学
MS in Computer Science

$29,475/18
个月

需要GRE Q 60% 
V 25%

GPA 3.0
TOEFL 80 / IELTS 6.5
需要本科相关背景

工程技术管理
MS i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
$34,060/ 无需GRE/GMAT

GPA: 2.75
TOEFL 80 / IELTS 6.5
Conditional GPA：2.5 - 2.74

MS in Materials Science 
Engineering (MS/MEng)

材料科学工程
$29,475 无需GRE/GMAT

GPA：2.75
TOEFL 80 / IELTS 6.5

土木与环境工程
MS/MENG in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9,475/18
-24个月

MENG 无需
GRE/GMAT

GPA: 3.0
TOEFL 80 / IELTS 6.5



商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录取要求

金融
MS in Finance

$35,093/12
个月

需要GMAT/GRE
GPA: 3.0
TOEFL 80 / IELTS 6.5
Conditional GPA：2.75-3.0

房地产发展
Master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34,060 无需GRE/GMAT

GPA: 2.75
TOEFL 80 / IELTS 6.5
Conditional GPA：2.5 - 2.74



【硕士专业】

城市与公共事务学院

 城市与公共事务 (M.S.) 
 经济学 (M.A./M.S.)
 政治学 (M.A./M.S.)
 公共管理 (Master)
• 非营利管理
• 自然资源政策与管理
• 地方政府
• 全球领导与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健康管理与政策 (M.P.H.) 
 健康管理 (M.P.H.)
 公共管理 (E.M.P.A.)
 公共政策 (Master)
 城市与区域规划 (Master) (免G)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M.S.) (免G)
 城市研究 (Master) 

文理学院

 对外英语教学 (M.A.) (免G)
 传媒艺术 (M.A./M.S.) (免G)
 英语 (M.A.) 
 生物 (M.A./M.S./M.S.T.)
 环境科学与管理 (M.S.) 
 环境管理 (Master)
 地质学(M.A/M.S) (免G)
 化学 (M.A./M.S.) 
 数学 (M.A./M.S.) (免G)
 统计学 (M.A./M.S.) (免G)
 物理 (M.A./M.S.)
 系统科学 (M.S.) (免G)
 心理学 (M.A./M.S.)
 社会学 (M.A./M.S.)



文理学院和城市事务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录取要求

数学
MA/MS in Mathematics

$28,350
无需

GRE/GMAT

GPA: 2.75
TOEFL 80 / IELTS 6.5
Conditional GPA：2.5 - 2.74
需要学过相关课程如线性代数/抽象
代数/高级微积分/微分方程

统计学
MS in Statistics

$28,350
无需

GRE/GMAT

GPA: 2.75
TOEFL 80 / IELTS 6.5
Conditional GPA：2.5 - 2.74
本科需要学过相关课程如统计方法,
高级微积分,线性代数等

系统科学
MS in Systems Science

$28,350
无需

GRE/GMAT
GPA：3.0
TOEFL 80 / IELTS 6.5

注：以上专业2018年秋季入学申请已经截止



【硕士专业】

教育学院

 咨询教育 (M.A./M.S.) (免G)
• 临床心理健康咨询
• 婚姻、夫妻与家庭咨询
• 临床康复咨询
• 学校咨询
 课程与教学 (M.A./M.S.) (免G)
 教育领导与政策 (Master) (免G)
 特殊教育 (M.A./M.S.) (免G)
 小学教师教育 (M.Ed.)(免G)
 中学教师教育 (M.Ed.) (免G)

艺术学院

 建筑学（M.Arch.）
 当代艺术实践：艺术与社会实践

(M.F.A.)(免G)
 当代艺术实践：画室实践 (M.F.A.) (免G)
 音乐 (M.A./M.S.) (免G)
 指挥 (M.Mus.) (免G)
 表演 (M.Mus.)(免G)
 爵士研究 (M.Mus.) (免G)



【博士专业】

土木与环境工程 (Ph.D.)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Ph.D.)
计算机科学 (Ph.D.)
技术管理 (Ph.D.)
机械工程 (Ph.D.)
生物 (Ph.D.)
地球、环境与社会 (Ph.D.)
系统科学 (Ph.D.)
化学 (Ph.D.)
数学科学 (Ph.D.)

应用物理 (Ph.D.)
应用心理学 (Ph.D.)
社会学 (Ph.D.)
公共事务与政策 (Ph.D.)
健康系统与政策 (Ph.D.)
城市研究 (Ph.D.)
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 (Ph.D.)
社区健康（Ph.D.)
教育领导力（Ph.D.)
数学教育 (Ph.D.)



科研实习项目

➢ 名企参访实习（如英特尔，Nike，惠普等）

➢ 央企驻美高管讲座

➢ 参与学校创业孵化园项目研发

➢ 归国创业入驻国家级A类归国创业园区

➢ 研讨会：波特兰知名企业带领的学生领导力、

创新、创业竞赛

➢ 精英文化社交学习



交换生项目

• 有机会与当地学生一同上课

• 非纯语言项目，可选修PSU学分课程

• 交换时长：1-4个学期（3-12个月）

• 申请要求：GPA: 2.25；托福: 48



专业方向

• 国际与东亚研究

• 环境可持续发展

• 工商管理

费用

• 学费：6,469/学期（12-16学分）

• 生活费（预估）：4,774/学期



暑期文化交流项目

• 了解美国与波特兰的文化

• 提高英语交流能力

• PSU校园上课&参观社区结合

• 无需托福/雅思成绩

• 可灵活选择开课时间与时长



项目时长 起止时间 学费
校内住宿
(双人间)

预估总费用

3周
2018.8.20 -

2018.9.6
$1,289 $714 $2,003

4周

2018.6.25-
2018.7.19

$1,664 $952 $2,616
2018.7.23-
2018.8.16

7周
2018.7.23 -

2018.9.6
$2,859 $1,666 $4,525

8周
2018.6.25 -
2018.8.16

$3,234 $1,904 $5,138

11周
2018.6.25 -

2018.9.6
$4,359 $2,618 $6.977

PSU暑期文化交流项目



1 学生申请指导

2 学生申请材料审核

3 学生签证指导

4 硕士申请及职业规划指导

5 新生住宿安排及接送机等行前指导

PSU中国办公室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