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 4+3 卓越工程硕士项目
招生简章

北京印刷学院
德国 F+U 富优教育集团

中德 4+3 卓越工程硕士项目
www.bigc.deguoliuxue.com



>> 项目背景

德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大学被称为是顶尖工程师的摇篮，在德国获得硕士以及更高的
学位将为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开启了机遇之门。德国大学学费低廉，绝大部分公立大学至今仍然免收学费，德国
长期以来一直为全球学子所青睐，被誉为留学性价比最高的国家。

作为国际化、世界级高等教育的首选之地、第三大留学目的国、非英语国家留学第一大目的国。2002 年中德
两国之间签署了《中德两国关于互相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更加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 赴德国深
造学习。目前，在德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数量居首。在中国大学毕业后赴德留学 深造直接攻
读硕士学位在国内的高校已蔚然成风。

为了配合中国教育部在 2010 年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加强中德高等教育交流、扩展中国高校与
海外院校的合作与交流，打造高水平中外合作工程教育项目，德国 F+U 富优教育集团与国内工科院校合作推
出了“中德 4+3 卓越工程硕士项目”，自 2014 年该项目在本校推出以来，已有数名北印学子成功赴德深造 , 本
学期将从本校再次选拔优秀学生赴德攻读硕士学位。

>> 项目优势

1、本硕连读
项目根据中德两国高等教育有关政策和特点，按照德国留学的官方程序，并结合中国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在不影响国内高校本科阶段教学计划的情况下，为本科应届毕业生提供到德国连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机
会。该项目以 4+3 的形式，即 4 年本科阶段在国内完成，获得学士学位后，赴德再深造 3 年时间， 其中第一
年完成德语关学习，第 2、3 年完成硕士课程学习。
2、德国名校云集、学位含金量高
项目专门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从德国 400 多所高校中遴选了近百所名校，其中囊括了诸如：慕尼黑工业大学、
亚琛工业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
3、费用低廉
项目下的中国留学生将获得与德国本国学生同等待遇，免学费攻读硕士学位。只需要支付自己在德国的生活费
用即可，留学费用成本大大降低。
4、语言要求低
学生无需参加托福或者其他的英文考试，德国大学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语言要求是通过德福考试即可。在本项目
下，学生只需完成 10 个月的德语强化课程即可达到进入大学学习的水平程度。
5、签证率有保证
本项目属于中德高校间的合作项目，因此签证率可近 100%。
6、服务完善
中德双方全程提供完善的境内外服务，包括：APS 学历审核辅导、签证、境外接机、住宿安排、延签签证、语
言学习安排、大学申请等等。
7、就业指导
在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德方 F+U 富优教育集团还可以为学生归国就业提供职业发展服务。富优教育集团北
京代表处将与德国工商会人力资源部门一起，为归国就业的同学面向中国的德资企业提供人才引荐。



>> 申请条件
1、大学在读满 6 个学期以上；
3、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必修课选修课均无挂科；
4、大学英语四级或以上，德语无要求；
5、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有较强的独立生活及适应能力；

>> 报名申请流程

1、在学校报名后，经过德方老师测试选拔，通过测试可以正式进入项目。
2、通过项目测试的学生正式签署项目申请须知协议，缴纳前期项目费用 3000 欧元。
3、缴纳项目费用后， 学生在大四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准备德国使馆 APS 审核材料，期间集团德籍老师安排审
     核前的培训课程，提高审核通过率。
4、学生顺利通过 APS 审核后, 缴纳剩余费用, 由 F+U 北京代表处组织学生办理签证事宜，银行开户，保险，申  
     请语言录取，准备申请大学联系信等材料。
5、学生赴德后，由集团组织接机，并安排入住学生宿舍，银行正式开户，医疗保险办理，语言班注册，签证延签等。
6、学生在集团下属语言学院学习德语期间，可以实地考察理想大学，语言学校也会组织各类德国大学讲座， 
     并有专门负责老师为学生正式申请大学，绝对保证学生通过德语考试后顺利进入德国大学。
7、集团在德国定期组织项目课余活动，包括参观，培训，郊游，旅游等，内容丰富多彩，项目学生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自由安排时间参加。

>> 费用预算

费用名称 金额

项目申请费
8000 欧元 ( 约合人民币 5.6 万 )
包含：审核辅导费 、签证办理、接机费、住宿安排 （不含住宿费）、
境外德语课程 10 个月课程费、5 所大学申请 、签证延签指导

其他需支出费用 金额
德意志银行开户费 850 元人民币
学历材料公证费 2500 元人民币
留学保证金 8840 欧元（德国留学生活费）
APS 学历审核考试费 2500 元人民币
赴德机票 约5000 元人民币

>> 申请材料清单

● 身份证复印件
● 2 寸白底照片 1 张
● 小学毕业证书复印件
● 初中毕业证书复印件

● 高中毕业证英文公证件
● 大学录取花名册英文公证件
● 大学在读证明中英文密封件
● 大学成绩单中英文密封件

注意：请尽早办理护照。具体材料清单，报名后，由校方发送具体要求与模板后准备。

报名截止时间:  具体咨询学校报名处。



F+U 柏林分院是 F+U 学院的第二大校区，该校区位于德国首都
柏林，也是德福考试院的德福考试中心，该校区每年的学生人数
踊跃，也是中国学生最佳选择的校区之一。

F+U柏林分院与德国柏林HWKT经济技术大学位于柏林市中心，
交通便利，离勃兰登堡门只需步行不远！距离内具有政治区，和
柏林最著名的两个大型购物中心。从教学楼远眺，柏林的中心，
波茨坦广场及勃兰登堡门的美景尽收眼底。

柏林（德语：Berlin），德国首都，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位于
德国东北部，四面被勃兰登堡州环绕。柏林市也是德国十六个联
邦州之一，因此也称为柏林州，和汉堡、不来梅三个城市同为德
国的城市州。 该市经济主要基于服务业，包括多种多样的创造性
产业、传媒集团、议会举办地点。主要的产业包括信息技术、制药、
生物工程、生物科技、光学电子、交通工程和可再生能源。

柏林无论是从文化、政治、传媒还是科学上讲都称的上是世界级
城市。该市经济主要基于服务业，包括多种多样的创造性产业、
传媒集团、议会举办地点。

柏林都会区有知名大学、研究院、体育赛事、管弦乐队、博物馆
和知名人士。城市的历史遗存使该市成为国际电影产品的交流中
心。该市在节日活动、建筑的多样化、夜生活、当代艺术、公共
交通网络以及高质量生活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

柏林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球焦点城市，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现代
精神的年轻人和艺术家而闻名。

柏林周边著名大学
柏林洪堡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柏林工业
大学  柏林艺术大学  柏林音乐学院

地理位置优越
F+U 柏林校区位于柏林市中心，交通
便利，离中央 Stadtmitte 地铁站只有
一分钟。 走路几分钟即可到达勃兰登
堡门，查理检查站和宪兵都。 在办公
室和教室都坐落在柏林的现代康托尔豪
斯大厦，通过电梯到达教室。

柏林分院校区外景

F+U 柏林分院

>> 项目下的德语学习地点介绍

海德堡 - 德国最美丽大学城
F+U 海德堡分院是 F+U 学院的总校区，1980 年成立，该校区
规模庞大，是德福考试院最早授权的德福考试中心，该校区每年
的学生人数多达 10000 多名，也是中国学生最青睐的校区之一。
海德堡 (Heidelberg) 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位于斯图加特和
法兰克福之间，处于德国南部，居于整个欧洲的最中心的位置。

海德堡闻名世界的三个之最
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众多文物古迹印证了这座内卡河畔大都
市的悠久历史。
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建于 1385 年。
德国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一，被誉为金融科技名称，也是德国的癌
症研究中心 。

海德堡周边著名大学
海德堡大学、曼海姆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地理位置优越
F+U 海德堡分院位于海德堡的市中心，俾斯麦广场上，距离内卡
河仅数米远。从教学楼远望，海德堡老城区，城堡及内卡河的美
景尽收眼底。 离海德堡大学 10 分钟路程。 

海德堡校区教学楼外景

F+U 海德堡分院



>> 项目下的课余活动安排

F+U 学院设有中国中心，会有会中文的德国老师进行学习和生活

指导帮助。

除了课堂学习，F+U 各个校区每周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及体育活

动，让同学们更好的提高口语听力，扩大交际圈。

● 新生报到欢迎会，延签、开户指导

● 学生可以到大学食堂用餐

● 大学图书馆阅览

● 大学自习室学习

● 免费参加学院常规聚会

● 学校电影之夜：免费

● 烧烤派对、绿地野餐

● 德国校区周边城市著名景点游览

● 参观博物馆和音乐会

● 探访跨国公司

● 语言互学伙伴交流

● 具体根据每个校区举办的活动为准

>> 项目下的学生宿舍安排

F+U 是全德唯一拥有宿舍的语言学院。

F+U 学院四大分院都提供学生宿舍，条件优

越，保证项目下的学生均有宿舍安排。

宿舍基本设施：房间 15 平米，提供床单、被

子枕头、书桌、台灯、衣柜、无线网络、公

用厨房、淋浴间。



>> 项目下的名校介绍及专业排名

※ 名校云集，大学选择众多
F+U 学院与德国众多大学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项目下，在德国
400 多所公立大学中遴选了 100 多所德国名校，其中包含 TU9
和精英大学，德国老师根据学生的 APS 和大学专业方向准确定
位最适合的大学。

※ 专业不受限制，各专业均可申请
由于该项目不是专门针对一所大学，而是面向全德国境内所有的
公立高校，因此，大学生们所选择学校众多，而且学习位置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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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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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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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 - 符腾堡州
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
康斯坦茨大学
海德堡大学
弗莱堡大学
斯图加特大学
曼海姆大学
图宾根大学
霍恩海姆大学
乌尔姆大学

巴伐利亚州
慕尼黑工业大学
慕尼黑大学
拜罗伊特大学
纽伦堡大学
雷根斯堡大学
帕骚大学
奥格斯堡大学
班贝克大学
维尔茨堡大学

柏林州
柏林洪堡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柏林工业大学

▉

勃兰登堡州
波茨坦大学
奥德河畔
- 法兰克福欧洲大学
科特布斯
- 勃兰登堡工业大学

不来梅州
不来梅大学

汉堡州
汉堡大学
汉堡港口城市大学
汉堡 - 哈尔堡工业大学

黑森州
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
法兰克福大学
卡塞尔大学
吉森大学
马尔堡大学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
罗斯托克大学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

▉

▉

★▉

下萨克森州
哥廷根大学
汉诺威大学
不伦瑞克工业大学
劳斯塔尔工业大学
吕内堡大学
汉诺威医学院
希尔德斯海姆大学
奥尔登堡大学
费希塔大学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
亚琛工业大学
科隆大学
比勒菲尔德大学
波恩大学
波鸿鲁尔大学
杜塞尔多夫大学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明斯特大学
帕德博恩大学
乌珀塔尔大学
锡根大学

▉

莱茵兰 - 法尔茨州
特里尔大学
美茵茨大学
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
科布伦茨 - 兰道大学

萨尔州
萨尔布吕肯大学

萨克森州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莱比锡大学
弗莱贝格工业大学

萨克森 - 安哈尔特州
哈雷 - 维滕贝格大学
马格德堡大学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
基尔大学
弗伦斯堡大学
吕贝克大学

图林根州
魏玛 - 包豪斯大学
耶拿大学
爱尔福特大学
伊尔梅瑙技术大学注释：★ 德国精英大学 

             ▉ TU9 大学

>> 项目下的公立大学名单



>> 项目下的部分大学专业排名

机械制造
1. 亚琛工业大学   6.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2. 慕尼黑工业大学   7. 斯图加特大学
3.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8. 柏林工业大学
4.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9.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5.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10. 伊尔姆瑙工业大学

计算机专业
1. 卡尔斯鲁厄大学   6. 柏林工业大学
2. 慕尼黑工业大学   7.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3. 亚琛工业大学   8. 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
4.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9. 慕尼黑大学
5. 伊尔梅瑙工业大学 10. 斯图加特大学

国民经济专业
1. 曼海姆大学   6. 法兰克福大学
2. 明斯特大学   7. 拜罗伊特大学
3. 慕尼黑大学   8. 纽伦堡大学
4. 科隆大学   9. 哥廷根大学
5. 柏林洪堡大学 10. 波恩大学

电气工程学
1. 亚琛工业大学   6. 汉堡哈堡工业大学
2.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7. 伊尔姆瑙工业大学
3. 慕尼黑工业大学   8.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4.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9.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5. 斯图加特大学 10. 柏林工业大学

经济工程学
1. 亚琛工业大学   6.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2.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7. 伊尔姆瑙工业大学
3.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8.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4. 凯瑟斯劳滕工业大学   9. 汉堡哈堡工业大学
5. 柏林工业大学 10.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1. 埃森大学   6.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
2. 卡塞尔大学   7. 汉堡应用科技大学
3. 伍珀塔尔大学   8. 哥廷根应用科技大学
4. 魏玛包豪斯大学   9. 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
5. 柏林艺术大学 10. 波茨坦应用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1. 慕尼黑工大   6. 柏林工大
2. 亚琛工大   7. 达姆施塔特工大
3. 斯图加特工大   8.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4. 德累斯顿工大   9. 汉诺威大学
5. 布伦瑞克工大 10. 伊尔梅瑙工大学

法  学
1. 弗莱堡大学   6. 柏林自由大学
2. 波恩大学   7. 洪堡大学
3. 慕尼黑大学   8. 哥廷根大学
4. 科隆大学   9. 图宾根大学
5. 海德堡大学 10. 莱比锡大学



>> 校内报名联系信息

联  系  人：    张睿老师 
办公电话：     010-6026 1443
电子邮箱：     zhangrui@bigc.edu.cn
办公室地址： 机电工程学院 C-319 室

>> 校外报名咨询

德国 F+U 教育集团中国代表处 
办公电话：  010-65900800-605
电子邮箱：  fuuvip@126.com 
负  责  人： 韩老师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亮马河大厦
                  德国中心 2 座 12 层 1203 室

校内项目网址：  www.bigc.deguoliuxue.com
官方网址：         www.deguoliuxue.com
微信公众号：     deguoshuoshi
北印留德QQ群： 25952909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