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概述

工程 • 航天 • 创新 • 地理信息系统 • 能源 • 材料 • 运输 • 国际化 • 电子 • 管理

新的技术带来新的机遇!

www.ecm-academy.de

工业4.0
工业4.0将现实世界的生产与虚拟世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
以实现生产流程在数字世界的补充和优化。 为了在公司实现“工
业4.0”，技术人员必须进行的培训和资格调整，以满足这种跨学
科方法的新要求。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
•
•
•
•

工业4.0的影响。传统行业的挑战。未来展望
物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
智能网络生产系统
未来工厂。 人工智能及制造
智能信息系统
适于动态发展环境的机器人。“机器人学习”
的概念。
• 机器人在智能制造系统中的功能
• 智能网络生产系统
研究参访：柏林的宝马生产基地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创新管理
The培训介绍了创新管理的主要思想，例如，如何找到一家初创公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司，将知识产权转化为可持续生产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产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品。该培训采用了一个动态的、高度互动的模式，着重于创意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工业场所的考察访问。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 创新营销与创新战略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 知识应用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transition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

Program benefits:
• 知识产权与商业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 知识管理系统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内容描述
• 创新过程及要素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欧洲创新基金方案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 and
创业公司商业计划的结构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a project.
• 范例：欧洲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创新上的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erformance
共同合作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范例：德国的创新方案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参访柏林工业大学创新中心及大众玻璃工厂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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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航天技术
该培训旨在航天技术领域能力的提高，并将现阶段航天观测应
用的相关知识与欧洲实例相结合。本课程既包括了理论知识的
讲解，也涵盖了实践练习。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卫星任务：设计与成本规划
• 数据处理系统的硬件设计，单片机编程
• 用于纳米卫星应用的信息技术与无线数据
传输
• 遥感装置的基本概念
• 立方型结构设计，CAD软件平台
• 通过雷达图像进行地球观测
• SAR干涉测量和非对称SAR干涉测量
• 成像光谱原理的介绍
• 太空任务工程的天体力学
• 空间系统的电子设计和组装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基于TRIZ的创意设计思维
The该培训介绍了应用于工业各个领域中TRIZ仪器的实践应用和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方法，并提供基础知识和可靠的基本技巧。
参与者将学习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基于使用经验数据库建模的TRIZ问题解决方法。
TRIZ理论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广泛的应用于开发高度创新技术和产品。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 TRIZ的主要概念及其发展历史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transition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 新思路的产生方法
• 问题解决算法
Program benefits:
• 在不同工程领域内，根据先前经验形成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创新想法以及解决方案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内容描述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基于矩阵建模的矛盾解决原则
• and
TRIZ在各工业领域的应用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a project.
• 与参与者专业相符的项目工作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erformance 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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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能源技术
该培训提供了现代能源技术领域的技术革新的方法，并将欧洲
的最佳经验和做法纳入考量。 课程包括了以理论和实践为导向
的课程教学，以及参访研究所和工厂。内容描述：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
•
•
•
•
•
•
•
•

能源管理
电力供应
能源供应系统管理
能源成本的优化
减少能量传输中的能量损失
电机
工业电子
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机和光伏发电
自动化
参访机电工程企业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GIS）
The 该课程旨在为未来的航天系统工程师实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课程重点是小型卫星的设计、实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以满足当今市场的要求。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施和操作，以及关于微型卫星和纳米卫星的最新研究。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 遥感问题中的被动和主动遥感技术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
麦克斯韦方程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transition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 电磁频谱

Program benefits:
• 基本辐射术语和光度术语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内容描述 :
• 空间遥感的基本方程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信息和遥感传感器的类型和类别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and针对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大地测量的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controlling,
Java编程and closing a project.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erformance
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 环境保护监测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方法。地理数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据收集，可视化和研究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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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介绍基本概念，以实现对材料的晶体结构
的理解。 对包括晶格，对称性，晶体点群和空间群在内的基本
概念进行讨论，并着重于晶体对称性和物理性质之间的关系。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
•
•
•
•
•
•

微观结构研究技术
表面处理技术
材料的损坏与可靠性
CAD-CAM Solid Works 软件
纳米材料技术
加强材料处理技术
超导材料技术与应用
材料设计中的计算热力学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精准农业
The该培训介绍了利用数字技术和GIS指导农业机械的现代化方法。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该技术使分析、优化和管理各种位置特征成为可能，例如地形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和土壤组成。 这确保了农业基础设施在技术、生态、物流和整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体效率上的提升。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针对精密农业的地球与环境遥感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transition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 土壤物理性质及其测量

Program benefits:
• 针对作物生长的精密农业应用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内容描述
:
• 精密农业的计算技巧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精密农业中的管理及决策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and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精密农业的地理信息系统（GIS）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a project.
• 精密农业的产量传感器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performance
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精密农业的电子产品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未来农场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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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物流技术
课程向参与者介绍了运输周期的各个阶段：从运输政策制定和
空间规划，到设计运输系统、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网络，再到对
这些系统的运行、管理和控制。该课程中还详细解释了在基础
设施开发和规划过程中涉及到的复杂决策过程。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
•
•
•
•
•
•
•
•
•
•

运输、结构和环境
物流管理
运行与人员管理
仓库接收和存储
货物的预订、装捡以及调度
库存管理和库存控制
客户服务和营销
仓库原则和流程
仓储和材料处理
购买、采购和合同法
监测与控制
全球采购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初创公司：从理念到现实
该培训提供了一个建立初创公司的结构化方法，其涵盖了该
过程的所有阶段：从创意的产生、制定商业计划，到该创意
以产品的形式顺利投入市场。参与者将学习如何在创业中进
行评估、获利，以及如何吸引投资者参与其创业项目。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基本概念：想法&创新，企业家精神&初创
公司
• 市场类型：为初创公司选择合适的市场
• 制定成功的商业计划
• 初创企业发展阶段的管理
• 市场机会分析
• 收入模式
• 投资者，顾问和导师对项目的吸引力
• 价值定位和最小可行产品
• 客户关系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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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和电子工程
该课程旨在确保参与者深入地了解电气、电子和电磁原理及其
应用，是一门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又分为许多子领域，包括
电子信息、数字计算机、电力工程、电信、控制系统等。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
•
•
•
•
•
•
•
•

电力工程和业务
频射无线电工程
通信和控制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
仪表
电力工程，电信
微电子
电磁
数字计算机
仪表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水管理
The该培训提供了在地球观测和地理信息科学领域最先进的知识，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用于了解、预测、监测及可持续的使用水资源。
参与者还将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学习如何将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于水监测，以及如何评估和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优化用水量，如荷兰的应用实例。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transition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 净水系统的主要原理
• 地表水的数学模型。 城市洪水模型
Program benefits:
• 卫星遥感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内容描述
:
• 地下水：指示器和模型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复杂的水资源评估，包括地表水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and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城乡水消耗优化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and closing a project.
• controlling,
洪水管理和监测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performance
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荷兰水管理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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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交流及策略
该培训为国际化的形式提供了最新理念，以及如何建立创新型国
际办事处和如何衡量国际化的方法。培训课程还涵盖了高效战略
的制定方法，这将有助于提高科技大学和财经大学的水平。

内容描述 :

•
•
•
•

大学战略建立方法
评估和改进大学活动的方法
大学管理：现代概念和趋势。 欧洲的经验。
根据博洛尼亚进程，制定高校的国际化战略
与行动计划
课程升级方法，新课程的发展和整合
新的教学方式：混合式学习，项目导向型学
习，在线学习
欧洲学分互认体系的主要特点，欧洲学分互
认体系的实用指南
学生研究成果商业化

•
•
•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知识管理
The该培训包括了在组织中知识的生成、搜索、选择和系统化的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方法和途径。培训还涵盖了如何通过有效的宣传技巧和知识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与实践的结合，来形成成功的商业产品。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 公司的知识资本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transition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知识传播实施

• 知识管理系统的方法与工具
Program benefits:
• 知识螺旋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内容描述
: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 知识产权与商业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知识生成的创造性方法：思维导图、头脑风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and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暴、
数据挖掘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and closing a project.
• controlling,
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协定和公约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erformance 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 大公司在知识管理领域的经验实例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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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博士生的研究培训
该培训介绍了关于论文撰写和科学研究成果答辩的综合性方法。
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将在所有研究阶段引导参与者：其中包括想
法的形成、规划和研究的实施，以及在国际会议上做研究
结果展示。

内容描述 :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
•
•
•
•
•

论文答辩技巧
科研思想的产生及科研计划的制定
个人研究工作/论文规划
撰写和发表科研论文
科研主题的演讲技巧和讨论技巧
研讨会：海报和演示比赛
参访：智能家居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项目管理
The
course offers an organized sequence of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该培训旨在提高参与者在整个项目周期中的有效管理技能：
provide
prepa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从项目启动到投放市场。
参与者将通过项目管理软件和风
Elective
courses develop skills in the areas of process improvement, scheduling
险管理工具提高关于流程改进及日程安排这方面的能力。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risk and management. This program
benefits project managers from all
industries who aspire to be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oject team
members who want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to become project managers, and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career
into project management.
• transition
基础项目管理原则

• 项目管理工具的概念
Program benefits:
• 项目管理阶段：启动、规划、执行、监控、
• Apply fundamental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内容描述 :
控制，项目结束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 高效率团队的特点
• Us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techniqu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initiating,
• and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管理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a project.
• 团队成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
•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erformance teams and ways to manage
• 风险管理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 Select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ourse
modules are given in English
and/or in Russian.
课程时长：根据需要
•
欧盟认证
•

语言：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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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欧洲学院
柏林工业大学衍生企业
ECM欧洲学院是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下的一所成功的衍生企业。
过去10年来，ECM欧洲学院针对不同专业领域和背景的目标群体组
织了许多的高级教育培训，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认可。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专家已经成功完成高级培训课程，并获得
了国际认证。

联系方式:
ECM European Academy
Reuchlinstrasse 10
10553 Berlin, 德国

博士，教师和学生一直都是ECM欧洲学院培训课程的积极参与者。

ECM欧洲学院不仅提供现有的课程，还可以根据要求为不同的课题
提供培训计划。

邮箱: info@ecm-academy.de
网址：www.ecm-academy.de
电话： +49 30 57 70 55 200
传真： +49 30 57 70 55 201

如果您找不到您感兴趣的课程，ECM欧洲学院将为您定制一次完全
满足您需求的培训。

ECM欧洲学院
往期学员的反馈
K. Baktybekov, 部门主任，哈萨克斯坦 航天局，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
“应用航天技术课程将讲座和互动部分很好的结合起来。 我喜欢导师在练习中
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提示” - 他让我们像现实世界一样，自己去解决问题。"
A. Sarsembayeva, 英国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研究员:
“TRIZ课程规划的很合理，讲授过程也很有系统性。 课程的方法理论越来越复
杂，并且以一个很有创意的活动结束，这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非常重要。“
V. Fefelov, 讲师，鄂木斯克国立技术大学，鄂木斯克，俄罗斯:
“如果你正在寻找与论文开始撰写到发表的一系列步骤相关问题的答案，博士
生研究培训课程是最适合你的。本课程帮我理清了想法，帮我规划我的论
文，并教我关于论文答辩的必要技能。“
Y. Bogomol, 讲师，KPI，基辅，乌克兰:
“材料科学课程对于想要了解学习基础材料科学知识的工程师是非常适用的。 课
程阐述了材料工程中的许多基本和重要的概念及其未来趋势，例
如智能材。“
K. Tuchmeneva, 国家矿业大学讲师，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乌克兰:
“电气和电子工程是一门对所有技术专家都十分有用的课程。 我收获了理论知
识和实践经验。实践研讨会使问题更容易解决。在这个领域我学到了很多。“

联系方式:
ECM European Academy
Reuchlinstrasse 10
10553 Berlin, 德国
邮箱：info@ecm-academy.de
网址：www.ecm-academy.de

杨明, 科长，济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企业科:
“培训总体很好，师资力量较为强大。安排的考察活动非常好！总体来说非常
有意义! -济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杨明科长。“

电话： +49 30 57 70 55 200
传真： +49 30 57 70 55 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