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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reality of college expansion,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re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be solved. In this paper, 

represented by Duisburg-Essen University, the academic level of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engineering capacity-building,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rends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n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practicing for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en learned together wi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China, the aspect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current reform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have been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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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伴随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以及高校扩招的现实情况，高校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丞待解决。本文介绍了以杜伊斯堡艾森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等教

育学术水平和工程能力培养政策、办学特色以及国际化趋势，从中了解到德国高等教育进行

教学和实践的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在与我国的对比分析中，指出在我国目前高等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中能够借鉴的方面。 

1．引言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随着不断增长的学校规模，如何更好地进行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来保证高等教育更加良好地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3]。结合2014-2015年间

对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观感，发现两国高等工科教育与其经济发展、学校

和企业界的联系以及国际市场占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中德两国高等工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有

着大体相当的要求,但其实施步骤又分别适合各自国情。与中国的大学相比，德国大学具有很

多不同于我国大学教育制度的特色体制和文化，其中许多既特色鲜明又符合德国国情的教育

制度和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4]。本文就我国和以杜伊斯堡艾森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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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在学术水平和工程能力培养政策、办学特色以及国际化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思

考。 

2．学术水平培养 

2.1  国际前沿的课堂教学 

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是一所德国综合性公立大学，坐落在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2003年由其前身杜伊斯堡大学和埃森大学合并而成，是德国最大的十所大学之一，也是通过

中国教育部留学认证的德国国立大学。杜伊斯堡艾森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从教学过程、课后

作业，直至最终提交研究报告，都是以期刊论文的撰写模式来要求学生；课堂教学过程中将

目前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杂志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引入到教案中。以本人访学的杜伊斯堡艾森大

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为例，鲁棒控制课程的研究生教学直接将IFAC（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的学术论文集作为研究生的课外辅导资料。经过与国际最前沿学术论文的同步跟踪，使得学

生了解目前所学课程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为后续实践教学和人才的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学

术基础。 

2.2  制度化的学术讨论 

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各国高水平研究学者访问频繁。学校各个教学

楼和实验室的电子公告牌每天都会实时滚动公告各种学术报告的题目、主讲人以及报告内容。

每个学生的注册邮箱也会定期接到学术报告通知，学校对研究生以上的学生明确要求参加相

关领域的学术报告，并且组织会后的学术讨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学校形成了这种研究生

定期向导师汇报学术进展的学术气氛。这不仅便于老师掌握学生的学习动向，而且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反观国内高校，很多学术报告缺少学生的参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

生对学术报告都不太重视。 

3．工程能力培养 

3.1  紧密的校企联合 

杜伊斯堡艾森大学（尤其是工科专业）一直将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作

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不断提高学生科研支持力度。以控制工程系为例，对于思维活跃、

创造力十足的潜在拔尖人才，学校会尽力为他们的兴趣服务，提供所有可能提供的一切实验

室资源和科研项目支持，以满足其旺盛的知识需求[5]。就这一点，国内目仍存在差距，国内

目前对学生工程经验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大多还局限于参与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层面，

支持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力度相对不足，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参与具体实际科研项目的机

会较少，甚至一些研究生也只是进行一些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只有让学生较多的参与企业

实际工程项目，才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企业的了解，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3.2  定期的参观学习 

德国大学会定期组织参观，大多数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发出，学校或者企业负责提供学生

的交通和简单午餐。学校通过这种形式扩大学生的视野，而对企业来说则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对后期人才的招聘起到积极的作用[6]。德国的工科大学，大多数地处工业发达地区，国际化

的跨国大公司鳞次栉比，向高等院校开放是德国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而多与企业交流，也是

德国大学的传统。在德国大学里某些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选择相关

必修课程，学校通常与企业长期建立合作关系，并且专门设有一个学期的实习期为学生提供

专业实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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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企的职责分离 

德国高校与企业虽然紧密结合，但各自的职责又很明晰。高校负责研发，企业负责生产，

学校和企业的紧密结合最终形成研究与生产的无缝连接。德国高校所从事的科研项目的一个

显著特点，就是将生产环节剥离，即对企业的需求提供指导，较多承担基础性研究，生产交

给企业去完成，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4．特色办学 

4.1  全面的导师负责制 

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无论是研究生的入学，还是毕业，都是以导师全面负责，没有统一的

入学考试和硬性的毕业标准，一切以导师对学生的认可度来决定学生是否具备毕业答辩的资

格。这种全面的导师负责制，是与德国注重个人诚信的国情息息相关的。德国一名大学教授

的社会地位极高，教授的推荐信和证明信相当于一份及有效力的公证件。德国政府在薪金和

税收方面也向高校教师极大的倾斜。在高福利高税收的德国，种种有益的政策和环境对大学

教师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德国重视高等教育的一个体现。德国大学教授也充分尊重社会

给予的崇高地位和信任，在考核学生的入学或毕业资格的过程中始终保证着严谨。德国的学

术腐败极少发生，这种全面的导师负责制是德国社会文化的产物，也符合德国的基本国情。 

4.2  多样的课程设置和评价方式 

德国的高校课程设置根据不同的大学类型和不同的专业而定，并有相关的英文课程。大

学里可供学生选择的选修课很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更多广泛的课程。在课程评价

方面，德国大学教师授课时没有固定的教材和严格的考勤制度，课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重

在引导学生的思维方向和创新能力。学生的课堂表现、中期展示和笔试成绩决定学生一个学

期的表现。对学分的认定包括课上课下两方面的投入时长。此种灵活的授课方式和多样化的

课程评价体系可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借鉴。 

4.3  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 

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分成三类：（1）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包括大学和工业大学，如斯

图加特大学，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慕尼黑工大；（2）应用科技大学,也称为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3）培养艺术和音乐类人才的艺术学院等高等专科学校。在德国,从小学到大学,国家都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且不需要进行类似于我国高考的入学考试来获得入学资格，而是根据

学习情况和学生意愿决定在大学或者职业学校完成学业。 

5．国际化发展趋势 

5.1  跨境的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 

欧洲学分互认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ECTS）是欧洲诸国间在高等教育

领域互相衔接的一个项目，以确保各国高等教育标准相当。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的

博洛尼亚大学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该体系对所有愿意参加的欧洲国家开放。根据该体系，一

学年相当于60 ECTS学分，对应1500–1800小时学习，不论国家和教育质量、教育等级，以便

在联盟范围内转换学分。目前，ECTS和国内的学还分没有统一的转换方式。一般情况下，国

内的一个学分可以换1.5到2.5个ECTS。 

5.2  大比重的留学生和外籍教师 

教师队伍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7-8]。据最新统计，德国的大学教师中

大约20%是外籍人士。甚至在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外籍人士高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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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的课程体系方面，开设更多面向国际的课程，许多课程都提供英文授课来吸引更多

的外国留学生。德国的高校非常重视学生来源的国际化。据统计，2011年，在德外国学生人

数为24万余人，外国学生人数占德国高校学生总人数的11.8%，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欧洲和亚

洲学生人数增速最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高校1/3的本科生课程需要学生出国留学，属于

强制项要求。在读研究生中，外国学生约占40%。 

6．结束语 

高等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综合素质高、

创新能力强的人才，是现代大学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迫切要求，也是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通过在德国一年的学习和生活，深深感受到中德大学从办

学理念、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结合我国的国情,研究我国高等

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途径及改革取向,这是需要进行广泛调研、认真思考、通过不断探索和

实践来加以回答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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