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尼亚大学 Università di Bologna
大学介绍
博洛尼亚大学创建于 1088 年，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欧洲四大文化中心之
首，是欧洲教学设施最为先进的大学之一，是意大利最为国际化的大学，是意大
利四大经济名校之一，是意大利唯一设有中国学院的大学。
大学重要建筑坐落在意大利爱米莉亚罗马涅大区的首府博洛尼亚市中心，由
以内里奥于 1088 年创立，主校区坐落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城的赞鲍尼大街 33 号，
各个学院分布在市区各处，其他校区分别在 Cesena，Forlì，Ravenna 和 Rimini。
学校的使用面积为 35 万平方米。师资力量十分雄厚，目前大学共有教师 2500
人(其中正教授 540 人，预备正教授约 110 人，副教授约 740 人，预备副教授 240
人，还有各种研究人员 700 多人)。
博洛尼亚大学提供 207 个学位课程(2015/16)，其中含 92 个本科课程，103
个硕士课程，52 个国际学位课程（其中 27 个为英文授课课程），48 个博士课程
(2014/15), 41 所专业学校,71 个专业本硕连读项目(其中 14 个为国际项目)。
大学的教学设施先进。各学院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电化教室，天文学部还拥
有自己的天文台，医学院设有各科的临床诊所。大学图书馆系统庞大，藏书量丰
富，偏重文史类，总藏书量达 100 万册，并订有 2500 种报刊，该大学图书馆系
统由三级网络组成--大学网，学院网和研究中心网。博洛尼亚大学还拥有一个历
史档案馆，馆内收藏了大量大学创建以来的重要文献，对研究近现代高等教育制
度十分有用。博洛尼亚大学还有大约 30 个博物馆和一个植物园，其中较著名的
有天文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矿物博物馆、物理博物馆、动物博物馆、人类博物
馆、解剖博物馆和病理博物馆等，所以博洛尼亚大学又被称之为“博物馆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是意大利大学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正式注册的外国留学
生大约有 3600 人，每年有八万多学生选择博洛尼亚大学,使其成为在意大利最受
欢迎的大学。
平均每年有 11000 项研究产品,220 项专利,47 个受资助的研究项目,9 项独
立研究项目和 7 所跨部门工业研究中心(CIRI)。2015 年通过国际交换生项目交
换的学生人数达到 2300 多人，与 273 家海外公司签订毕业实习协议，25 个

Erasmus Mundus 网络运行，500 万欧元的欧洲和欧洲外移动项目。
学校优势及特色
1. 西方最古老的大学—世界大学之母、欧洲四大文化中心之首，与巴黎大学（法
国）、牛津大学（英国）和萨拉曼卡大学（西班牙）并称欧洲四大名校。
2. 是欧洲教学设施最为先进的大学之一，是意大利最为国际化的大学，是意大
利四大经济名校之一。
3. 是意大利唯一设有中国学院的大学，校内所设的中国学院协会每年给报名博
洛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
4. 通过 Overseas 和 Erasmus Mundus-Action 2 可以获得相应补助去其他计划
内的大学进行 3—12 个月的留学。
5. 通过 Erasmus Placement 等计划可以在欧盟企业、教育中心或研究机构进行
短期实习。
6. 博洛尼亚大学还有大约 30 个博物馆和一个植物园，被称为“博物馆大学”。
知名校友：但丁、比德拉克、丢勒、伊拉斯谟、哥尔多尼、伽利略、哥白尼等都
曾在这里学习或执教。
城市介绍
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位于波河平原南缘、亚平宁山脉北麓，
农产品集散地，商业中心，工业以食品、纺织、农业机械、汽车、铁路器材和化
学为主，铁路枢纽，是艾米利亚罗马涅的首府。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文
化名城，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博罗尼亚城市规模不大，老城因拥有两座
建于中世纪的姐妹塔楼（一高一矮）闻名遐迩。
博洛尼亚城市不大，建筑也不高，没有巴黎那样有风韵，但很敦实，很有历
史感。这里建筑的外墙色彩犹如莫兰迪油画色彩的调子，土红的、黄灰的、紫灰
的，那些鲜明的颜色组合在一起，是很强烈的，但感觉却又是淡雅的，特别是承
受着早上的阳光，那种透明令人愉悦。
博洛尼亚经常被列为意大利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在 2006 年排名第五，
在 2007 年排名第 12 名（总共有 103 个意大利城市参加评比），而在 2011 年排名
则为第一(Il Sole 24 Ore 评选)。这是由于博洛尼亚拥有强大的工业传统，广

泛且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而且位于意大利最重要公路和铁路枢纽上。
可选专业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science [LM]-------国际园艺学
Amministrazione e gestione d'impresa ----------企业行政与管理
Direzione aziendale ---------------------------企业方向
Economia e commercio --------------------------经济与贸易
Economia e management -------------------------经济与管理
Economia e politica economica -----------------经济与经济政策
Economics -------------------------------------经济学
Health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健康经济学与管理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arts ---文化、艺术创新
与组织管理
Quantitative finance --------------------------定量金融学
Resource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资源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
Statistical sciences --------------------------统计学
Touris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旅游经济学与管理
Wellness culture: sport, health and tourism-健康文化：运动、健康与旅游
Advanced automotive electronic engineering-高级汽车电子工程学
Advance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高级汽车工程学
Aerospace engineering ---------------------航空航天工程学
Automation engineering --------------------自动化工程学
Civil engineering -------------------------民用工程学
Ingegneria chimica e di processo ----------化学与程序工程学
Ingegneria dei processi e dei sistemi edilizi-建筑系统程序工程学
Ingegneria dell'energia elettrica ------------电力能源工程学
Ingegneria elettronica -----------------------电力工程学
Ingegneria per l'ambiente e il territorio ----环境与区域工程学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电信工程学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knowledge -----数码人类学与数码理论

Fashion culture and management ---------------时尚文化与管理
Italianistica, culture letterarie europee, scienze linguistiche-意大利
语言学，欧洲文学文化，语言学
Scienze storiche e orientalistiche -----------东方文化与历史学
Language,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语言，社会与交际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专业翻译
Work,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nel psychology-工作，团体与个人心理学
Analisi e gestione dell'ambiente -------------环境分析与管理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
Chimica --------------------------------------化学
Fisica ---------------------------------------物理
Science for the conservation-resto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
保护与修复学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eastern europe ---东欧跨学科
研究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intercultural heritage人权与国际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国际关系学
Scienze internazionali e diplomatiche ----------国际与外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