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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新生申请 

专业：请查看专业目录和专业网站（www.kent.edu/gps/）查询最新的专业列表。 

申请截止日期：春季入学—10 月 1 日；秋季入学—6 月 1 日  

本科申请者晚于申请日期也可提交申请，但是对于国际学生，建议尽早提交申请以有足够时间为留学肯特州立大学作出准备。 

本科新生申请入学标准： 

教育水平 

• 本科申请在入读大学前必须完成中等教育级别的学术课程（高中阶段），任何已经入读大学阶段学术课程的同学均须按照转学生

身份申请。 

英语水平要求 

• 一般情况下，肯特州立大学的申请者均需提交英语水平测试报告。可以免除英语水平测试的个例请查看学校网站。 

• 学生需要联系 ETS 寄送官方的托福成绩单到肯特州立大学（学校代码：1367），雅思成绩可以直接将成绩报告单的扫描件寄送到

肯特州立大学或者采用在线电子送分。 

• 本科申请的语言成绩最低要求： TOEFL ≥ 71 (iBT)/ 525 (PBT) ; IELTS ≥ 6.0; 或通过 ELS 学术强化英语 112 级。 

• 对于没有满足语言成绩最低要求，但是满足学术要求的本科申请者将被考虑双录取。双录取意味着学生将在开始本科学习之前

入读语言中心（ESL）入读英语课程。 

GPA 要求 

• 本科新生被录取的最低要求为 GPA ≥ 2.5 on a U.S. 4.0 scale 

• 有些专业对于本科入学有特殊要求，请查看中国中心网站 - 特殊专业录取要求。未满足这些专业最低要求的同学仍可能被录取到

该专业预科入读。 

本科新生申请指南: 

1. 提交网申 

• 进入肯特州立大学网申系统提交在线申请
www.kent.edu/apply 

• 缴纳申请费用 70 美金。 

2. 申请材料准备   

• 护照资料页扫描件 

• 托福或雅思成绩单 

• 高中（或与高中同等学力）的中英文毕业证书或在读证明（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高中阶段中英文成绩单（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特殊专业申请需要提交的其他申请材料 *请查看网站了解《特殊专业录取要求》 

• 存款证明（需证明学生有足够的存款能够支付在校一年内

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学费查询：  
www.kent.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cost 

• 肯特州立大学财务说明表（可在学校网站下载） 

3. 提交已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到肯特州立大学环球教育办公室 

a. 在提交申请材料时请包括申请者的全名和以 810 开头的肯特州立

ID 号码 

b. 为了提高申请效率，申请者可将所有的申请文件扫描为一个多页的 PDF 文件（文件大小不可超过 5MB）并提交到肯特

州立大学中国中心进行初审。邮箱地址：
beijing@kent.edu 

c. 选择通过国际邮件寄送材料的同学可以将申请材料寄送

到环球教育办公室地址： 

4. 查看申请进度 

申请者有权也有责任查看自己的申请状态以保证国际招生办公室收到了

学生的所有材料。材料的上传和审核大约需要 15 个工作日。所有提交的肯特州立大学的申请文件将成为学校资产并不可返还。  

5. 到校后提交完整的官方学术成绩单。 

在申请阶段，我们将接受扫描文件，但是学生一旦被录取，到校后需向国际招生办公室（International Admission Office）提交自

己完整的官方成绩单和毕业证书进行审核。学生需在第一学期（ESL 学生为第一个 module 阶段）内提交。未提交的学生将受到

选课约束。  

存款证明和财务说明表并不是录取必须的文

件，而是签发 I-20 的文件。 

来自中国的存款证明数额一般为 25 万。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106 Van Campen Hall, 625 Loop Road 

Kent, OH 44240-0001 USA 

学生也可以使用 Common App 系统提交网申 

http://www.kent.edu/gps/
http://www.kent.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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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转学申请 

专业：请查看专业目录和专业网站（www.kent.edu/gps/）查询最新的专业列表。 

申请截止日期：春季入学—10 月 1 日；秋季入学—6 月 1 日  

本科申请者晚于申请日期也可提交申请，但是对于国际学生，建议尽早提交申请以有足够时间为留学肯特州立大学作出准备。 

本科转学申请入学标准： 

教育水平 

• 已开始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业课程或大学学术课程的申请者均应以本科转学的身份进行申请，不可按本科新生进行申请。篡改申

请文件进行申请将面临被校方驱逐的可能性。 

英语水平要求 

• 一般情况下，肯特州立大学的申请者均需提交英语水平测试报告。可以免除英语水平测试的个例请查看学校网站。 

• 学生需要联系 ETS 寄送官方的托福成绩单到肯特州立大学（学校代码：1367），雅思成绩可以直接将成绩报告单的扫描件寄送到

肯特州立大学或者采用在线电子送分。 

• 本科申请的语言成绩最低要求如下： TOEFL ≥ 71 (iBT)/ 525 (PBT) ; IELTS ≥ 6.0；或通过 ELS 学术强化英语 112 级。 

• 对于没有满足语言成绩最低要求，但是满足学术要求的本科申请者将被考虑双录取。双录取意味着学生将在开始本科学习之前入

读语言中心（ESL）入读英语课程。 

GPA Requirement 

• 本科转学被录取的最低要求为 GPA ≥ 2.0 on a U.S. 4.0 scale 

• 有些专业对于本科转学入学有特殊要求，请查询中国中心网站-特殊专业录取要求。未满足这些专业最低要求的同学仍可能被录

取到该专业预科入读。 

本科转学申请指南： 

1. 提交网申 

• 进入肯特州立大学网申系统提交在线申请 www.kent.edu/apply 

• 缴纳申请费用 70 美金。 

2. 申请材料准备 

• 护照资料页扫描件 

• 托福或雅思成绩单 

• 大学的中英文毕业证书或在读证明（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大学阶段中英文成绩单（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如果申请者在大学入读阶段只有少于 12 个学分的课程，则仍需提交以下材料： 
o 高中（或与高中同等学力）的中英文毕业证书或在读证明（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o 高中阶段中英文成绩单（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特殊专业申请需要提交的其他申请材料 *请查看网站了解《特殊专业录
取要求》 

• 存款证明（需证明学生有足够的存款能够支付在校一年内的学

费和生活费用）。学费查询：  
www.kent.edu/tuition 

• 肯特州立大学财务说明表（可在学校网站下载） 

3. 提交已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到肯特州立大学环球教育办公室 

a. 在提交申请材料时请包括申请者的全名和以 810 开头的肯特州立 ID 号码 

b. 为了提高申请效率，申请者可将所有的申请文件扫描为一个多页的 PDF 文件（文件大小不可超过 5MB），并提交到肯

特州立大学中国中心进行初审。邮箱地址：beijing@kent.edu 

c. 如果学生在美国境内接受教育，则需要由美国校方提交官方成

绩。扫描件和复印件不被接受。 

d. 选择通过国际邮件寄送材料的同学可以将申请材料寄送到环球

教育办公室地址： 

4. 查看申请进度 

申请者有权也有责任查看自己的申请状态以保证国际招生办公室收到了学

生的所有材料。材料的上传和审核大约需要 15 个工作日。所有提交的肯特州立大学的申请文件将成为学校资产并不可返还。  

5. 到校后提交完整的官方学术成绩单。 

在申请阶段，我们将接受扫描文件，但是学生一旦被录取，在到校后需向国际招生办公室（International Admission Office）提交

自己完整的官方成绩单以及官方的毕业证书进行审核。学生需在第一学期（ESL 学生为第一个 module 阶段）内提交。未提交的

学生将受到选课约束。  

存款证明和财务说明表并不是录取必须的

文件，而是签发 I-20 的文件。 

来自中国的存款证明数额一般为 25 万。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106 Van Campen Hall, 625 Loop Road 

Kent, OH 44240-0001 USA 

http://www.kent.edu/gps/
http://www.kent.edu/tuition
mailto:beijing@ken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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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和博士生申请 

研究生博士生申请入学标准： 

教育水平 

• 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申请要求和截止日期因专业而有所不同，请查看肯特州立大学专业目录和网站 www.kent.edu/gps 了解最新的

招生信息。个别专业晚于截止日期仍可提交申请，联系该学院了解详细信息。 

英语水平要求 
https://www.kent.edu/globaleducation/graduate-program-english-requirement-2018 

• 一般情况下，肯特州立大学的申请者均需提交英语水平测试。登陆网站查看英语水平要求豁免信息。 

• 学生需要联系 ETS 寄送官方的托福成绩单到肯特州立大学（学校代码：1367），雅思成绩可以直接将成绩报告单的扫描件寄送到

肯特州立大学或者采用在线电子送分。 

• 研究生学院的英语要求以及是否提供有条件录取等信息，请查看网站 http://www.kent.edu/globaleducation/graduate-program-
english-requirement 

研究生和博士生申请指南： 

1. 提交网申 

• 进入肯特州立大学网申系统提交在线申请 www.kent.edu/apply 

• 缴纳申请费用 70 美金 

2. 申请材料准备 

• 护照资料页扫描件 

• 托福，雅思，PTE 或者 MELAB 成绩单。TOEFL 成绩应当通过 ETS 送分。 

• 大学的中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在读证明（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大学阶段成绩单中文原件与英文翻译件均须由学校加盖公章认可）**   

• GRE/GMAT 成绩报告或其他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报告（如果专业要求，需要官方送分） 

• 研究生助教/助研申请表（如果要求） 

o 助教/助研申请者可能有不一样的截止日期，详情咨询各个研究生学院 

o 申请表下载页面： www.kent.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graduate.cfm    

• 特殊专业申请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登陆肯特州立大学网站查看申请
专业的材料提交要求 

• 存款证明（需证明学生有足够的存款能够支付在校一年内

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学费查询： 
http://www.kent.edu/tuition 

• 肯特州立大学财务说明表（可在学校网站下载） 

3. 提交已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到肯特州立大学环球教育办公室 

a. 为了提高申请效率，申请者可将所有的申请文件上传到网申系统 

b. 学生可以上传官方成绩单的扫描件。网络版本和非官方成绩单不可接受。 

4. 查看申请进度 

申请者有权也有责任查看自己的申请状态以保证国际招生办公室收到了学生的所有材料。材料的上传和审核大约需要 15 个工作

日。所有提交的肯特州立大学的申请文件将成为学校资产并不可返还。  

5. 到校后提交完整的官方学术成绩单。 

在申请阶段，我们将接受扫描文件，但是学生一旦被录取，在到校后需向国际招生办公室（International Admission Office）提交

自己完整的官方成绩单以及官方的毕业证书进行审核。学生需在第一学期（ESL 学生为第一个 module 阶段）内提交。未提交的

学生将受到选课约束。 

  

存款证明和财务说明表并不是录取必须的

文件，而是签发 I-20 的文件。 

来自中国的存款证明数额一般为 25 万。 

http://www.kent.edu/gps
http://www.kent.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graduate.cfm
http://www.kent.edu/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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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心课程（ONLY）申请指南： 

肯特州立大学的语言中心为国际学生提供英语强化课程。语言中心的目 标是帮助学生学习英语交流，提高英语的学习效率，同时了解和

学习美国文化。语言中心致力于通过灵活的课程设置而帮助学生取得学术上的成功。不同的语言阶段 提供不同的课程以帮助学生取得最

好的英语指导效果。 

• 注意：在一些国家，只使用语言课程的录取信可能会增加获得签证的难度。 

  

语言中心申请指南： 

1. 提交网申 

• 进入肯特州立大学网申系统提交在线申请 

• 缴纳申请费用 30 美金。 

2. 申请材料准备 

• 护照资料页扫描件 

• 存款证明（需证明学生有足够的存款能够支付在校一年内的学费和生活费用）ESL 费用查询 

• 肯特州立大学财务说明表 （下载表格） 

*存款证明和财务说明表并不是录取必须的文件，而是签发 I-20 的文件。ESL 申请者来自中国的存款证明数额一般为 15 万。 

3. 提交已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到肯特州立大学环球教育办公室 

• 在提交申请材料时请包括申请者的全名和以 810 开头的肯特州立 ID 号码 

• 为了提高申请效率，申请者可将所有的申请文件扫描为一个多页的 PDF 文件（文件大小不可超过 5MB）并提交到肯特州立

大学中国中心进行初审。邮箱地址：beijing@kent.edu 

• 选择通过国际邮件寄送材料的同学可以将申请材料寄送到环球教育办公室地址：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106 Van Campen Hall, 625 Loop Road 

        Kent, OH 44240-0001 USA 

 

https://keys.kent.edu/ePROD/bwskalog.p_disploginnew?in_id=&cpbl=&newid=
https://www.kent.edu/english/esl-program-fees
https://www.kent.edu/english/esl-program-fees
https://www.kent.edu/sites/default/files/International-Financial-Information-Worksheet_1.pdf
mailto:beijing@kent.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