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德之桥

在波恩-莱茵-锡格应用技术大学

学习自然科学

专业领域

应用型

自然科学



• 创造性-国际化-成就

• 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南部的公立高校，靠近波恩

• 1995年建立：极具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基础设施

• 约9000名学生，超过1000名教职工： 亲如一家的氛围

• 卓越的应用型科研： 众多的科研机构及企业对接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An der 1995 gegründeten Hochschule arbeiten 150 Professorinnen und Professoren und gut 260 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Unterstützt werden sie von rund 400 Lehrbeauftragten aus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In Technik und Verwaltung sind gut 200 Personen beschäftigt.Alle Professoren haben mindestens drei Jahre Berufserfahrung außerhalb der Hochschule und gute Kontakte zu Unternehmen und Industrie�



一所高校，三个校区：

校区

圣奥古斯丁

 企业管理经济学

 信息学

 经济信息学

 电子科技

 机械制造

 新闻学（科技方向）

校区
亨内夫

 社会保险，意外保险方

向

校区
莱茵巴赫

 企业管理经济学

 经济心理学

 材料化学工程学

 应用生物学

 自然科学法学



在莱因巴赫校区学习化学



3 本科专业

 应用生物（英语）

 材料化学工程（德语）

 自然科学法医学（德语/英语）

3 研究生专业

 生物医药科学（英语）

 分析化学及质量控制（德语/英语）

 可持续化学和材料科学（德语/英语
）

莱因巴赫校区-应用自然科学



我们的化学专业有多杰出？

 高精尖设备

 与实践紧密相连: 在学期设置中有

1/3的实习，在科研活动中有2/3的

实习

 亲如一家: 

获得教授更加个性化的辅导

 国际化: 有机会到海外进行1-2学

期的学习（双学位项目正在筹备中）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Die materialwissenschaftlichen Labore verfügen über eine hochmoderne Ausstattung, die im Bereich der Lehre und der Forschung eingesetzt wird.Zu finden sind: mechanisch-technologische Prüfverfahren (Universalprüfmaschinen, Kerbschlagbiegewerke), Rasterelektronenmikroskop, Funkenspektrometer, Vergleichsmikroskop, diverse Auflicht- und Durchlichtmikroskope,  Ultraschallprüfgeräte, Methoden zur thermischen Analyse von Kunststoffen (u.a. DSC), DMA, Rheometer, Mikrotom, Spritzgießmaschine, Laborextruder, Mikro- und Kleinlast-Härteprüfer, Rockwell- und Shore-Härteprüfer.



材料化学工程– 理学学士学位– 课程设置

在第4和第5学
期，提供很多
专业的选修课
，以便学生可
以发展自己的
兴趣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Obligatorische Praxisphase von drei MonatenBachelor-/ Master – Thesis  i. d. R. außerhalb der HochschuleAlle ProfessorInnen haben mindestens drei Jahre Berufserfahrung außerhalb der Hochschule und gute Kontakte zu Unternehmen und IndustrieDer Anteil der Praktika im Curriculum beträgt ca. 1/3 zu 2/3 der Lehrveranstaltungen



材料化学工程

• „蓝色轨道“: 聚焦可持续发展！

•在主题为“材料化学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中可进行深入研究： 可选择方向
为： 可再生原料，化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伦理负责的根本问题

•学生们自主选择合适的选修课，最终除理学学士外获取一张证书。



实践阶段：

Chemie
15%

Elektrotechnik
7%

Hochschule
11%

Kunststofftechnik
7%Luft- und

Raumfahrttechnik
15%

Öffentlicher Dienst/
Behörde

11%

Petrochemie
7%

Pharmazie
7%

Werkstofftechnik
20%

我们的学生仔
这些领域完成
他们的实践阶
段：高校和许
多企业及科研
机构有紧密联
系。

3个月的时间，和实践紧密相连



我们的语言中心：

外语知识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的学生在第一
学年，需要参加两门外
语的课程，通常包含英
语。

写作中心会为学生们提
供和其专业相关的学术
或工作方面的写作指导
。



学校为毕业生提供两个极具竞争力的硕士专业以
供选择: 

重点方向为分析: 分析化学及质量保证

重点方向为材料工程:可持续化学和材料科学（
德语/英语）

本科毕业后。。。



计算机室

大教室

实验室

图书馆



 许多学生住在波恩地区的学生宿舍中. 在紧邻学校的莱因巴赫地区，
也有一个宿舍供学生选择。

 租金: 200 – 300 欧元

 学生需通过以下方式申请：www.studentenwerk-bonn.de

 我们的“欢迎中心”提供找房资讯

Wohnen für internationale Studierende

http://www.studentenwerk-bonn.de/


为了一个全新、舒适的开始...

 学业正式开始前，提供为期两周的辅导课程

 对过渡课程提供帮助， 以便学生可以更好的投入专业学
习中

 为我们的国际学生提供单独的辅导

 应用自然科学的团队提供欢迎活动，辅导。

未来良好的职业过渡： 我
们的STARK就业指导中心
也为国际学生提供就业指
导。



花费及开销

 学期费: 约281,90 欧元/学期, 包含

学期票

 凭借学期票，可以乘坐莱因-锡格地区
（VRS）的所有火车和公交。

 比如从波恩到莱因巴赫的免费交通

 或者去Eifel或7座山的免费交通



莱因巴赫附近地区，有丰富的课余活动

充分享受自然！



美丽的莱因巴赫



莱茵地区的其他特别活动

 享受圣诞市场和狂欢节！



应用自然科学
联系人：

Annette Menke （教授、博士）： Annette.menke@h-brs.de
Michaela Schmitz （教授、博士）：Michaela.schmitz@h-brs.de

欢迎咨询！

国际学生的资讯网址：

https://www.h-

brs.de/de/zielgruppe/internat

onal-students

mailto:Annette.menke@h-brs.de
mailto:Michaela.schmitz@h-brs.de
https://www.h-brs.de/de/zielgruppe/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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