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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工业大学冬季学术学分项目（TUB/ACA/2018/冬） 搜 索 

Intro. To Program 

Study Life Fee Sign up 

University Rank 

• THE 2017 全球＃82 

• QS 2017 全球 #144 

Top Majors 
 

• 数理：数学专业 

• 工程：生物、工程学 

• 电子：计算机专业 

柏林工业大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坐落于柏林夏洛特堡区。是德国九所卓越

理工大学联盟TU9成员之一，也是柏林地区唯一一所理工科大学。 

 

TU9是德国理工大学联盟，它是德国九所工业大学的联合平台。TU9联盟主席

Ernst Schmachtenberg博士教授指出，”TU9理工高校联盟就是科研实力的代

名词。 

【主办单位】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环球翔飞教育集团  

【项目课程】本项目提供计算机、生物技术等相关课程 

【项目成果】项目结束时，学生将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官方成绩单 

【著名景点】柏林墙、犹太人纪念碑、柏林大教堂、博物馆等 

【食宿安排】餐饮自理（约10~20€/人/天） 主办方可协助住宿预订 

【签证保险】本项目含海外保险，主办方可为学生提供申根签证办理服务 

Location  

• 国家：德国 

• 区划：柏林 

• 城市：夏洛特堡区 

项目开始 

2018/01/06 

1/6抵达柏林 

项目结束 

2018/02/04 

2/3离开柏林 

报名截至 

2017/11/15 

Timetabl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Winter Session 



Program Activities 

Program Detail 

      本期柏林工业大学冬季学术课程，是有学分并且有成绩单的。本次

项目，学校共开设了5门课，学生可以任选其中的任一门课进行学习。 

       另外，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如参观博物馆、柏林著名的景点、划

船旅游等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学校提供的

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注：建议学生打搭乘1月6号晚间的飞机离开中国，并于当地时间

1月7日8:00至16:00之间抵达德国柏林。                                                                     

Program Course 

核心课程 

                                                               

                                                                                                                             

 感受德国萨克森州第二大城市：莱比锡 

 

 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新柏林最有魅力的场所 

 

 感受柏林古典艺术风格：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国 王

的接待室"的巴黎广场  

 

 

 

柏林工业大学冬季学术学分项目（TUB/ACA/2018/冬） 

学校外观 

学生合影 

学生合影 

学生合影 

学生合影 

Study Life Fee Sign up 

搜 索 

重实验课 

CanSat: Hands-on Satellite Design 

Introduction to 3D-Scanning and Printing 

轻实验课 

Programming in Java  

Startup Crash Course: From Idea to Reality 

Biotech in Berlin – from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o 
industry and society 



柏林工业大学冬季学术学分项目（TUB/ACA/2018/冬） 搜 索 

Study Life Fee Sign up 

Course Prerequisites 

Academic Course-A 

Course Name Prerequisites 

CanSat: Hands-on Satellite Design 
Participants should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engineering.  

Introduction to 3D-Scanning and Printing 
 

A specific requirement of the course is an, 
at least, basic knowledge of CAD softwa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use their 
own laptops for processing their own 3D 
files. 

Academic Course-B 

Programming in Java 

1. Basic computer skills 
2. Knowledge of school-level mathematics: 
- How to calculate with complex numbers 
- How to calculate with matrices 
-How to handle planes and lines  
3. Knowledge of some basic Linux 
commands is also useful (but they will be 
also introduced in the course). 

Startup Crash Course: From Idea to Reality 
 

Every student should prepare a business 
idea . Think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are the customers? 
What problem does this product solve? 
What ar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is 
product? 

Biotech in Berlin – from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o industry and society 

 

Participants are studying (or having studied) 
one of the biotechnology-related 

disciplines mentioned above 



Life Detail 

Program Fee 

Qualification 

项目 GPA 托福 雅思 CET-4/6 

学分项目 3.0/4.0 80+ 6.5+ 500 

Material List 

Sign up now 

点击进入报名页面 

 

• 在线项目报名表 

• 个人身份证、护照首页扫描件各1份 

注：无护照的同学尽快办理，护照有效期不满一年的，尽快换发新护照 

• IELTS/TOEFL成绩单或者CET4/6成绩单 

• 中/英文成绩单及GPA算法 

• 护照尺寸照片电子版1份 

    *白底*最小尺寸35mm x 45mm（宽*高）、最低像素 高不低于600像素

或宽500像素     

注：点击右侧二维码进入在线报名，如果无法顺利填写，请邮件或电话联系

咨询 

                                                                                                     

【住宿】学生宿舍 

【出行】学生可自行购买当地交通卡

【通信】学生需自费办理当地的电话

卡，主办方可提供咨询服务 

【保险】海外保险由主办方统一购买 

欧元/EUR 

报名 

确认 

指导 

出发 

遴选要求 

全日制在校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 

 

柏林工业大学冬季学术学分项目（TUB/ACA/2018/冬） 

Study Life Fee Sign up 

费用包含 

学费，项目申请费，汇款手续费，国际邮费，翔飞境外意外伤害保
险费，接送机费 

费用不含 

签证费、住宿费、国际往返机票、自费课外活动、餐费、交通费、
行李超重费、个人购物消费、其他“包含费用”以外的费用 
 

搜 索 

€ 2890 

重实验课 € 3250 

柏林工业大学冬季学术学分项目（TUB/ACA/2018/冬） 搜 索 

轻实验课 

TUB/ACA/2018/冬/A 

TUB/ACA/2018/冬/B 

指定接机地点和时间 

TXL@10:00-15:30 

项目代码注释 

• 重试验课课程代码为： TUB/ACA/2018/冬/A 

• 轻试验课课程代码为： TUB/ACA/2018/冬/B 

• 邮箱：bjdq@xf-world.org 

• 电话：010-80698305-812 

http://116.62.119.248/SystemFrameWorkV3/Interface/LoginAPI.aspx?UserGuid=cfda68e2-dc81-40b7-81d8-f80d3fbc016f&LoginSecretKey=df13c20a-4a0a-e242-5e23-426cbdcbf497&RedirectURL=~/Service.CRM.CustomizedWCFUI.ServiceFactory.CRM.PublicCustomerInfoClass.AddNew.aspx?Method=Load_AddNew_Page&MethodName=%E6%96%B0%E5%A2%9E%E5%85%AC%E6%B5%B7%E5%AE%A2%E6%88%B7%E5%88%97%E8%A1%A8&Version=0.5078433325145636&Tab=%E5%85%A8%E9%83%A8&Version=0.4426579549647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