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伊斯堡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专业列表 （德中对照）

注：1，凡标有（ISE）专业的，均有英文授课，
2，凡标有（第二专业）字样的专业，必须同时选择另一“第二专业”学科
进行学习，而不能作为单一专业进行学习
3，注意，并不是所有专业都有硕士阶段，某些专业只有本科阶段设置

A^
Angewandte Informatik - Schwerpunkte Ingenieur- oder Medieninformatik
(B.Sc.)
——
——研究方向：工程师或媒体信息（理学学士）
应用计算机科学——
Angewandte Informatik - Schwerpunkte Ingenieur- oder Medieninformatik
(M.Sc.)
——
应用计算机科学——
——研究方向：工程师或媒体信息 （理学硕士）
Angewandte Informatik - Systems Engineering (B.Sc.)
——
应用计算机科学——
——系统工程 （理学学士）
Angewandte Informatik - Systems Engineering (M.Sc.)
——
——系统工程 （理学硕士）
应用计算机科学——
Angewandte Kognitions- und Medienwissenschaft (B.Sc.)
应用认知学及媒体科学 （理学学士）
Angewandte Kognitions- und Medienwissenschaft (M.Sc.)
应用认知学及媒体科学 （理学硕士）
Angewandte Philosophie (2-Fach-B.A.)
应用哲学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Anglophone Studies (2-Fach-B.A.)
英语语言文学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Anglophone Studies (2-Fach-M.A.)
英语语言文学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Auto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SE)(B.Sc.)

(ISE)（理学学士）
自动化及控制工程 (ISE)
Auto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SE)(M.Sc.)
(ISE)（理学硕士）
自动化及控制工程 (ISE)
Automotive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M.Sc.)
汽车工程及管理 （理学硕士）

B^
Bauingenieurwesen (B.Sc.)
土木工程 (理学学士）
Bauingenieurwesen (M.Sc.)
土木工程 （理学硕士）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B.Sc., Duisburg)
企业管理 （理学学士，杜伊斯堡校区）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B.Sc., Essen)
企业管理 （理学学士，埃森校区）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M.Sc.)
企业管理 （理学硕士）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 Energiewirtschaft und Finanzwirtschaft (M.Sc.)
——
——能源经济学及金融经济学 （理学硕士）
企业管理——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 Gesundheits
Gesundheitsöökonomie und
Gesundheitswesen (M.Sc.)
——
——健康经济学及健康科学管理 （理学硕士）
企业管理——
Biologie (B.Sc.)
生物（理学学士）

C^
Chemie (B.Sc.)
化学 （理学学士）
Chemie (M.Sc.)
化学 （理学硕士）

Management

im

Christliche Studien (2-Fach-B.A.)
基督学研究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Christliche Studien (2-Fach-M.A.)
基督学研究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SE)(M.Sc.)
(ISE)（理学硕士）
计算力学 (ISE)
Computer Engineering (ISE)(B.Sc.)
(ISE)（理学学士）
计算机工程 (ISE)
Computer Engineering (ISE)(M.Sc.)
(ISE)（理学硕士）
计算机工程 (ISE)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ISE)(B.Sc.)
(ISE)（理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ISE)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ISE)(M.Sc.)
(ISE)（理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ISE)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Studies (M.A.)
当代东亚研究 （文学硕士）

D^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A.)
发展与治理科学 （文学硕士）

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 Bildungsmanagement & -innovation (M.A.)
——
——教育管理及革新 （文学硕士）
教育领导学——
Educational Media (M.A.)
教育媒体学 （文学硕士）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SE)(B.Sc.)
(ISE)（理学学士）
电子与电气工程 (IS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SE)(M.Sc.)
(ISE)（理学硕士）
电子与电气工程 (ISE)

Elektrotechnik und Informationstechnik (B.Sc.)
电子与信息技术 （理学学士）
Elektrotechnik und Informationstechnik (M.Sc.)
电子与信息技术 （理学硕士）
Energietechnik (B.Sc.) - Berufsbegleitend
能源科学 （理学学士） - 在职
Energy Science (B.SC.)
能源科学 （理学学士）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M.Sc.)
环境毒理学 （理学硕士）
Erwachsenenbildung/Weiterbildung (M.A.)
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 （文学硕士）
Erziehungswissenschaft (B.A.)
教育学 （文学学士）

F^
Franz
Franzöös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B.A.)
法国语言及文化（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Franz
Franzöös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M.A.)
法国语言及文化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G^
Germanistik: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M.A.)
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文化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Germanistik: Sprache, Literatur, Kultur, und Kommunikation (2-Fach-B.A.)
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文化交流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Geschichte (1-Fach-M.A.)
历史学 (第一专业 文学硕士))
Geschichte (2-Fach-B.A.)

历史学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Geschichte (2-Fach-M.A.)
历史学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I^
Informatik (Angewandte Informatik - Systems Engineering (M.Sc.))
信息学（应用计算机及系统工程方向） （理学硕士）
Informatik (Angewandte Informatik - Systems Engineering (B.Sc.))
信息学（应用计算机及系统工程方向） （理学学士）
Informatik (Angewandte Informatik mit den Schwerpunkten Ingenieur- oder
Medieninformatik) (B.Sc.)
信息学（应用信息学重点方向工程师或媒体信息学方向） （理学学士）
Informatik (Angewandte Informatik mit den Schwerpunkten Ingenieur- oder
Medieninformatik) (M.Sc.)
信息学（应用信息学重点方向工程师或媒体信息学方向）（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und Entwicklungspolitik (M.A.)
国际关系及发展政治学 （文学硕士）

K^
Kulturwirt (B.A.)
文化管理（文学学士）
Kunst- und Designwissenschaften (M.A.)
艺术与设计学 （文学硕士）
Kunstwissenschaft (2-Fach-B.A.)
艺术学（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L^
Lehramt an Berufskollegs (Bachelor)
职业学校师范专业 (学士))
Lehramt an Grundschulen (Bachelor)
小学师范专业 (学士))

Lehramt an Gymnasien und Gesamtschulen (Bachelor)
中学和综合学校师范专业 (学士))
Lehramt an Haupt-, Real- und Gesamtschulen (Bachelor)
中学师范专业 (学士))
Literatur und Medienpraxis LuM (2-Fach-M.A.)
文学及媒体实践专业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M^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ISE)(M.Sc.)
(ISE)（理学硕士）
水资源管理与废水处理技术 (ISE)
Maschinenbau (B.Sc.)
机械制造 （理学学士）
Maschinenbau (M.Sc.)
机械制造 （理学硕士）
Mathematik (M.Sc)
数学 （理学硕士）
Mathematik - mit einem Anwendungsfach (B.Sc)
数学及一门实用学科 （理学学士）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E)(B.Sc.)
(ISE)（理学学士）
机械工程 (I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E)(M.Sc.)
(ISE)（理学硕士）
机械工程 (ISE)
Medizin (Staatsexamen)
医学 (国家考试))
Medizinische Biologie (B.Sc.)
生物医学 （理学学士）
Medizinische Biologie (M.Sc.)
生物医学（理学硕士）
Medizinmanagement

fü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M.A.)

und

Medizinmanagement für Mediziner und Gesundheitswissenschaftler (M.A.)
针对经济类学生的医学管理专业（文学硕士）及针对医学类学生的医学管理专
业（文学硕士）
Metallurgy and Metal Forming (ISE)(B.Sc.)
(ISE（理学学士）
冶金及金属成型专业 (ISE
Metallurgy and Metal Forming (ISE)(M.Sc.)
(ISE)（理学硕士）
冶金及金属成型专业 (ISE)
Modern East Asien Studies (M.A.)
现代东亚研究 （文学硕士）
Moderne Ostasienstudien (B.A.)
现代东亚研究 （文学学士）

N^
NanoEngineering (B.Sc.)
纳米工程 （理学学士）
NanoEngineering (M.Sc.)
纳米工程 （理学硕士）
Niederl
Niederläänd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B.A.)
荷兰语言及文化研究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Niederl
Niederläänd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M.A.)
荷兰语言及文化研究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P^
Pharmaceutical Medicine (M.Sc.)
药学 （理学硕士）
Philosophie (2-Fach-M.A.)
哲学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Philosophie, Angewandte (2-Fach-B.A.)
应用哲学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Physik (B.Sc.)
物理 （理学学士）

Physik (M.Sc.)
物理 （理学硕士）
Politikmanagement, Public Policy und öffentl. Verwaltung (M.A.)
政治管理，公共政治和公共管理 （文学硕士）
Politikwissenschaft (B.A.)
政治学（文学学士）
Public Transport Management (M.Sc.)
公共交通管理 （理学硕士）

S^
Soziale Arbeit (B.A.)
社会工作 （文学学士）
Soziale Arbeit (M.A.)
社会工作 （文学硕士）
Soziologie (B.A.)
社会学 （文学学士）
Soziologie (M.A.)
社会学 （文学硕士）
Span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B.A.)
西班牙语言及文化 （第二专业 文学学士）
Span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2-Fach-M.A.)
西班牙语言及文化 （第二专业 文学硕士）
Steel Technology and Metal Forming - Dualer Studiengang (B.Sc.)
钢铁技术与金属成型 （理学学士）
Survey Methodology (M.A.)
调查方法 （文学硕士）
Sustainable Urban Technologies (M.Sc.)
城市可持续发展技术 （理学硕士）

T^
Technische Logistik (M.Sc.)
技术物流 （理学硕士）
Technomathematik (B.Sc.)
应用数学 （理学学士）
Technomathematik (M.Sc.)
应用数学 （理学硕士）
Theorie und Vergleich politischer Systeme im Wandel (M.A.)
理论及比较政治学系统 （文学硕士）
Transnational ecosystem-based Water Management (M.Sc.)
跨国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 （理学硕士）

U^
Urbane Kultur, Gesellschaft und Raum (M.A.)
城市文化，社会及空间 （文学硕士）

V^
Volkswirtschaftslehre (B.Sc.)
国民经济 （理学学士）
Volkswirtschaftslehre (M.Sc.)
国民经济（理学硕士）

W^
Water Science (M.Sc.)
水科学 （理学硕士）
Water Science Wasser: Chemie, Analytik, Mikrobiologie (B.Sc.)
水科学（化学，分析，微生物学） (理学学士）
Wirtschaftsinformatik (B.Sc.)
经济计算机 （理学学士）

Wirtschaftsinformatik (M.Sc.)
经济计算机 （理学硕士）
Wirtschaftsinformatik, VAWI (M.Sc.)
经济计算机 VAWI （理学硕士）
Wirtschaftsingenieurwesen (B.Sc.)
经济工程 （理学学士）
Wirtschaftsingenieurwesen (M.Sc.)
经济工程 （理学硕士）
Wirtschaftsmathematik (B.Sc.)
经济数学（理学学士）
Wirtschaftsmathematik (M.Sc.)
经济数学 （理学硕士）
Wirtschaftsp
Wirtschaftspäädagogik (B.Sc.)
经济教育学 （理学学士）
Wirtschaftsp
Wirtschaftspäädagogik (M.Ed.)
经济教育学 (教育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