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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未来新生和教职员工：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一所学术气氛浓厚、全力支持科研的高等学

府，为您提供潜心学习、钻研学问的优秀环境，激发您的学术

灵感。

我们正在规划创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该院校将秉承以色列

理工学院的严谨治学精神，并且为了人类福祉，共同致力于科

学技术的教育和研究。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将首先关注环境工

程教育，开设相应的土木工程和化学工程专业。

我们以雄厚的师资为后盾 —— 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咸水淡化、

水质净化和灌溉等领域的研发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空

气污染控制和土地利用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再加上优

秀的新教职员工的加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在环境工程科学

方面的卓越教育、科研和创新将更上一层楼，势必享誉中国乃

至全球。

我们将给予每一位学生细心的个人指导并密切关注其进步，确

保所有学生都取得优异的学业成就。我们的毕业生将具备为

严重环境问题设计新型解决方案的专业实力，为该领域做出贡

献。我们诚邀您与我们一道实现教育理念，培养出将带领中国

乃至世界挽救重创的地球环境的工程师和研究学者。

欢迎我们一起共创这个激动人心的新教育项目，并在未来成为

卓越的环保领袖，带领中国和世界打造清洁的环境和更美好的

生活。

丹.谢赫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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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近期

针对创新和创业人才的

一项调查中,以色列

理工学院排名

世界第六。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的半数以色列公司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友

创办。

据彭博社报道,在市

值达10亿美元的美国

各大高科技公司中,

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的以色列理工学院校

友人数位居第七 。

美国国家工程院

的外籍院士中,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人数

排名第二。

2004 年,以色列首项

诺贝尔科学奖桂冠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科

学家摘得。迄今,以

色列理工学院培养的

学员已经3次获得诺

贝尔奖。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85%的技术从业

者所效力的公司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

校友领导。

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友

所领导公司的出口量

占以色列工业出口总

量的 51%。

2013 年,在中国实业

巨子李嘉诚的资助和

支持下,广东以色列

理工学院宣告成立。

以色列理工学院

和康奈尔大学在纽约

联合创建雅各布夫妇创新

研究院 (Joan and Irwin Jacobs 

Technion-Cornell Innovation 

Institute), 此举堪称是全球

科技创新领域的一

次重大转折。

2014 年中国上海

交通大学公布的世界

大学排行榜显示,以

色列理工学院的计算

机科学专业排名全球

第18 位,而其工程专

业则排名 43。

以色列理工学院有

23% 毕业生在其职业

生涯中至少创办过一

家公司。

5

4

以色列理工学院要闻精粹



愿景

成为名列世界前十的科研型大学，

致力于知识的创造及人力资本和领

导力的发展,为以色列和全人类的

进步而奉献。

建立年份：1912

大学城面积：300 英亩

科系数量：18

研究学院/中心数量：60

学生人数：13,800

教职工数量：627

本科生课程数量：50

研究生课程数量： 82

授予学位数：101,400

宿舍床位数：4,400

校园建筑数量：90

附属医院数量：12

奥林匹克游泳池

参 
考
数
据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理工学院大学城位于
海法湾之滨、卡梅尔山之上 

航空航天工程

建筑学与城镇规划

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与食品工程

化学工程

化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

计算机科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电气工程

人文艺术

工业工程与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学

机械工程

医学

物理

科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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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23 ’30s ’40s
奠基仪式 爱因斯坦来访：

植树,向以色列

理工学院许下

承诺

开设机械工程专

业,造就以色列

工业的基础

以色列理工学院

为哈加纳组织

发展科技

’04
以色列理工

学院教授 

Avram Hershko
和 Aaron 
Ciechanover 成
为以色列首个

诺贝尔科学奖

获奖者

’98
以色列理工学院为

大量前苏联科学家

的涌入制订国家人

才接纳计划

以色列理工学院发

射 Techsat Gurwin II
微卫星进入太空

以色列理工学院

Itskovitz-Eldor 教授

成为第一个提取

出人类胚胎干细

胞的科学家

2003
以色列理工

学院建立以色

列首个跨学

科纳米科技中

心——RBNI

历史年表

’90s

以色列理工学院



’60s ’70s’50s ’80s
David Ben-Gurion 
为新校园选址

开设航空工程专

业,成为以色列

航空航天工业的

基础

电气工程专业

设立

微电子学中

心——以色列

的高科技行业

就此诞生

Rappaport 医学

院建立——引

发对生命科学

和工程学协同

作用的研究

以色列高科技出

现:美国英特尔公

司建立研发中心,

毗邻以色列理工

学院

2006 ’11 / ’13
完整的希伯来

圣经被刻在了

0.5平方毫米 

的纳米芯片上

以色列理工学院 

Dan Shechtman 
教授和校友 

Arieh Warshel 教
授获颁诺贝尔化

学奖,为以色列

理工学院带来新

的诺贝尔荣耀。

’12
以色列理工学院

和康奈尔大学在

竞争中赢得了在

纽约建立雅各

布以色列理工学

院-康奈尔创新

研究院的资格

’13
李嘉诚基金会、

汕头大学和以色

列理工学院宣布

创办一家中国-

以色列理工大

学——广东以色

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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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素革命

诺贝尔奖

2004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被联合颁发给 

Aaron Ciechanover, Avram Hershko 
和 Irwin Rose,用以表彰其

“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

这是以色列首次斩获诺贝尔科学奖，

同时标志着以色列最高水平科学和技

术团队的崭露头角。

此次有关泛素的发现来自两位以色列

理工学院 Rappaport 医学院的教授和

他们的美国同事,该发现打开了一系

列研究领域的大门,如有关癌症和神

经变性紊乱等疾病的制药和治疗。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 Arieh Warshel,
凭借与 Michael Levitt 和 Martin Karplus 
共同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多尺度模

型”而分享了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

Warshel目前为南加利福利亚大学著名

的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他 1940 年出

生于以色列的 Kibbutz Sde-Nahum。1966 
年他进入以色列理工学院舒立克化学

院，攻读学士学位。就在同一年,著名

科学家的 Dan Shechtman 教授(2011年诺

贝尔奖得主)刚好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完

成学业,获得化学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诺贝尔奖故事

诺贝尔获奖者校友

1982 年4月,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 

Dan Shechtman 观察到了一个非同一般

的现象——准晶体的构造。由于历史性

地发现了此全新物质，Shechtman 于 

2011 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在准晶体内,我们发现,令人着迷的阿

拉伯马赛克镶嵌装饰得以在原子层面再

现,即常规图案永远不会重复。这是一

场对才能、对勤勉以及对自信心的考

验,因为这种由 Shechtman 发现的新

物质最初根据已有科学,被认为是不可

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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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对国家的贡献 

研究显示,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121 家 以色列公司中,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友领导的有 59 家,而这些公司的共

同市场价值超过 280 亿美元。超过 70% 的以色列理工

学院毕业生任职于推动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高科技行业。

如今,由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生领导的以色列公司聘用

了以色列 85% 的技术从业者。

癌症呼吸测试

Hossam Haick 教授使用先进的纳米传感器通过早期

诊断来拯救生命,他的工作展现了独创性与创新的

结合将如何塑造未来。

Azilect® 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开发者为 Moussa Youdim 
和 John Finberg 教授,以及 Teva 制药公司

The Lempel– Ziv–Welch (LZW) 算法是一种通用的无损数据压缩

算法,由 Abraham Lempel、Jacob Ziv 和 Terry Welch 发明。现在,这

一算法被运用在 pdf、JPG、tiff、png 和 zip文件格式中。

Disk-on-key - 艾蒙系统创始人及主席——以色列理

工学院毕业生 Dov Moran 推出了 DiskOnKey。

Kira Radinsky
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生 Kira Radinsky 名列世界 

35 岁以下发明家前 35 名之内,她的活动预测软

件目前正在她创办的 SalesPredict 中投入使用。

以色列理工学院

创新摘要



Iron Dome - 铁穹防御系统

由拉斐尔高级防御系统有限公司的以色列理工

学院毕业生推出的“铁穹”防御系统是世界第

一批切实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一,可从火箭

攻击中拯救平民的生命。

Insightec - 未来的实验室将使得外科

医生的手术刀闲置,因为使用非侵入性

超声波的外科手术将在全球医院中登

场。这一技术由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

生、Insightec 的 Kobi Vortman 带着创新

决心打造而出。

以色列英特尔由以色列理工学院毕

业生 Dov Frohman 建立,并迅速成

长为一代代先进英特尔处理器的创

新之源。

ReWalk - 由以色列理工

学院毕业生 Amit Goffer 博
士带领的Rewalk 机器人

有限公司近来已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其机器

套装设备已获美国食品

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

可帮助下肢瘫痪患者重

新行走、爬梯或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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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纳米

以色列理工学院大能源计划

以色列理工学院南希和史蒂芬大能源计

划(GTEP)聚集了最好的科学与工程

研究员,致力于探索并开发可替代且可

再生的能源、搜索并开发无碳能源、寻

找更为高效的能源使用解决方案,同时

减少由生产和矿物燃料燃烧引起的环境

损害。

Lorry I. Lokey 生命科学和工程中心  

Lokey 中心集以色列理工学院工程学科

的能力和生命科学与医学方面众多领域

的能力与一身,这些领域包括生物信息

学、蛋白质组学、组织再生和干细胞生

物学、基因组学、影像学、生物处理工

程和信息处理。

Russell Berrie 纳米科技研究所 

Russell Berrie 纳米科技研究所(RBNI)的愿景

是促使以色列理工学院和以色列本国在纳米科

学和纳米技术的创新领域中,走在尖端研究和

开发的最前列。纳米光子学的研究领域在医学

和环境应用、影像学、计算和通讯等方面开启

了全新的尖端科学。

能源
以色列理工学院



荟萃一堂

以色列理工学院自控系统项目

自控系统预示了机械与传感器、计算机及通信能力融

合的伟大进步。TASP 的使命为研发能与复杂的现实

世界动态互动的新颖智能系统。

水利研究所

水利研究所(GWRI)的使命是通过跨领域研究和开发

以及信息宣传,促进水利科学、技术、工程和管理的

发展,重点着眼于以色列在水利方面所遇到的挑战。

亚瑟太空研究所

亚瑟太空研究所(ASRI)的使命是促进所有太空相关领域的教

育、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发展。亚瑟太空研究所的运作均从

国家角度出发。该研究所促进了各学科间的跨领域工作以及

来自各大学、机构及产业的以色列研究人员的紧密合作。

2016年,亚瑟太空研究所将主持国际太空大学的教学。

计算机工程中心

以色列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中心(TCE)是计算机科学

和电气工程科系的合办机构,其开设旨在成为世界计

算机工程研究和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以及运作成为学

术和产业合作的焦点。其独特的模式促使了产业-学术

合作的空前平台的诞生,同时打造出了一个对双方均有

裨益的新颖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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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源细胞——思想之源

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干细胞

研究方面世界领先,拥有

超过 25 个进行中的干细

胞相关项目。人类胚胎干

细胞的首次培育就是由以

色列理工学院的 Joseph 
Itskovitz-Eldor 教授于1998
年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

研究者合作完成。

拯救生命的组织

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

Shulamit Levenberg 和 Lior 
Gepstein 教授首次创造出

了全新的自供血心脏肌

肉,可代替因心脏疾病而

损坏的心脏传导组织。

网络空间的背后

互联网革命的发起离不开

传奇的 Lempel-Ziv 算法。

这一算法为数据压缩的

国际标准,是 Abraham 
Lempel 和 Jacob Ziv 教授的

脑力结晶。

学生卫星

发射于 1998 年的学生卫星 

Gurwin Techsat II 绕地球飞

行了11年。该项目是全球

为数不多的由学生自主设

计、建造卫星并将其发射

进入太空的项目之一。

帕金森患者的希望

临床试验已确认 Azilect® 
是首款可以减缓帕金森病

进程的药物。Azilect® 现
已成为治疗帕金森病的

首选,该药物由 Moussa 
Youdim 和 John Finberg 教授

联合 Teva 制药公司共同

研发。

纳米晶体管

这是一种使用 DNA 子线

自组装传导线的方式,此

种传导线比人类发丝细

1000倍,这种方式由 Uri 
Sivan, Erez Braun 和 Yoav 
Eichen 教授于1998年提出。

光上之光

光子晶格中孤波的强大潜

力正在转变光波在高科技

产业中的应用,而这一切

都是通过 Moti Segev 教授

领导的举世瞩目的研究而

实现。

量子跃迁

量子计算和密码学有望使

计算更为快速且更加安

全。该领域的革命由 Asher 
Peres 教授发起,他是量子

遥传学说之父之一。

无限数据

Yonina Eldar 教授展示了

低速率数据转换方案在数

据处理过程中是如何打破

基本的采样定理界限的。

其应用包括通讯、电子设

备、手机、数字存储和医

学成像。

分子美学

Ilan Marek 教授的团队使

用全新概念的化学方法,

有效地解决了复杂分子结

构的合成问题,此举彻底

改变了我们对分子设计的

感知。

供给世界

Shimon Gepstein 教授开发

了一种共性技术,可令植

物仅凭最佳需水量的50% 
即可正常生长,且不会因

此降低产量。

 

强劲表现

Avner Rothschild 教授使用铁

锈和太阳能将水分子分离

成氢和氧的新方法可以更

加有效地在氢燃料中储存

太阳能。

研究

亮点

以色列理工学院



研究

亮点

多学科研究卓越中心对开创性的创新起着关键作用,以

色列理工学院的创立正是基于该战略,从而在根本上确

立其合作发现的先锋地位。以色列理工学院以典型的跨

校和国家合作结构,灵活而快速地应对各种科学挑战,

并在多个领域成为了全球先锋。这些领域包括:

 自控系统

 癌症

 通讯

 计算机工程

 能源

 接触科学和环境健康学

 纳米技术

 纳米光子学

 光电学

 蛋白质工程

 干细胞和组织再生

 系统工程

超过 60 个中心和学院推动着国家和

国际水平的研究,包括:

	数学科技

	建筑研究

	沿海与船舶工程

	医药科学金属				

	科技政策

	固态物体

	太空

	理论物理

	交通运输

	水资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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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纽约
以色列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在纽约创建一了个技术创新国际

中心。这一中心创建于 2012 年,名为雅各布康奈尔大学-以色列理工

学院创新研究院(简称 JTCII),结合了其在研究、高等教育和创业

方面的全球优势。该学院位于罗斯福岛,是康奈尔大学技术学院的

一部分,并成为一个多学科中心,相关学科为:连接媒体(媒体技

术、人际网络);健康生活(卫生保健服务);和建筑环境(都市

环境技术)。

JTCII 通过教员学术休假期间的交流活动

以及博士生科研活动,为以色列学术界

增添了全新视界。

其提供的第一个学位课程为应用信息科学

硕士学位,此为连接媒体的专门学科。

以色列理工学院



进军中国
以色列理工学院在中国开设的全新校园名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创建将带来工程学科以及中国广东生命科学

领域之教育、研究和创新的新纪元。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得到李嘉诚基金会(LKSF)1.3亿美元拨

款资助,代表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汕头市政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汕

头大学间史无前例的合作。广东省和汕头市政府将拨款9亿人民币(约

1.47亿美元)以资助其建设和初期运作,并拨给该学院330,000平方米的

土地用作校园建设,该地点毗邻汕头大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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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启发创新

以色列理工学院拥有以色列众多

大学中面积最大和风光最美的校

园。校园海拔高度 212 米,依傍

卡梅尔山,拥有一片 1.2 平方公里

的松树林,在校园中您能一览壮

阔的海法湾和下加利利之景。

运动设施——建筑能量

学校有众多的运动设施,包括一

个现代化的健身中心和体育馆,有

多种课程供选择(普拉提、瑜

伽、跆拳道、舞蹈和肚皮舞等),

还包括奥林匹克游泳池、篮球

场、网球场和壁球场。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球学

生的向往之地,学校里有欣欣向荣的知

识社群,有助于在校园中营造一个充满

活力的国际氛围。Te
ch

ni
on

 C
ity

以色列理工学院



绿色校园——
支持可持续发展

环境研究、节能保护和回收是校

园生活的重要内容。学生可利用

建筑设施来节约并回收水资源,

设计生态智能建筑,以及研究使

用最小化灌溉的园艺技术。

艺术——释放全新可能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艺术被视

为创造力、精制技术和革新的培

养剂,能够启发研究人员去

创新。以色列理工学院的 PeKA
画廊展有振奋人心的艺术作品,

中央图书馆则展有以色列理工学

院研究人员创作的迷人作品,名

为“LABSCAPES——显微镜后的景

色”,此外校园各处的雕塑公园

中也散布着各种艺术作品。

餐饮场所——碰面、
进餐的好地方

以色列理工学院有各类餐饮场所

可供选择,包括数不清的餐厅、

咖啡馆、自助餐厅和一家校园酒

吧。校园里可提供中东、

以色列、美式、中式、日式、

泰式、意式和印度菜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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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被称为“以色列理工学院大学城”,因为这里

拥有现代化的宿舍、全年无休的计算机中心,以及

餐厅、咖啡馆、银行、商店、医疗和牙科诊所、超

市、学校商行、自助洗衣店，还有随手可及的公共

交通站点和学生中心。

以色列理工学院面向其学生开展各式每周一次的体

育、设计和文化活动。每周,所有教学活动都会停

止两小时,因为以色列理工学院会举行现场音乐会

并开启户外市集,让大家得以在繁忙的学术课程中

休憩片刻,与朋友会面或融入到校园多种多样的人

群中。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可以在学生中心电影院内

观赏电影,还可以前往步行可至的圆形剧场参加现

场音乐会。

欢迎来到

激动人心的新家  

Te
ch

ni
on

 C
ity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理工学院拥有众多不同的体育团体,学生

 运动员们可参加水上运动、武术、球拍运动以及

 其他各种不寻常的极限运动。

 音乐人和歌手可以在以色列理工学院交响乐团和

 合唱团中一展才华,而舞蹈爱好者可以加入以色

 列理工学院的民族舞团,这一舞团常在校园、国

 家及国际活动中表演并备受赞誉。

 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生会十分欢迎热衷于学生事务

 或对策划校园活动感兴趣的个人加入。

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生类型多样，

多才多艺,不仅仅活跃于

演讲厅、教室和实验室。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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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是以色列的北部省会、第三大城

市,该国最大的港口即坐落于此。海法

拥有细白的沙滩、震撼人心的山脉、整

洁的街道、葱茏静谧的社区以及不胜枚

举的宗教和历史遗迹,让游客得到融合

了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文化体验。

多元文化聚集地

海法拥有超过 25 万居民,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信

仰，如犹太教徒、穆斯林、基督徒、艾哈迈迪(伊斯兰教

印度分支)、德鲁兹教徒和巴哈伊教徒。海法是全球巴哈伊

教徒的圣地,因壮丽的“空中花园”而举世闻名,另外一

些古老的教堂和清真寺以及以利亚洞穴等许多重要圣地坐

落于此。

海法拥有众多博物馆,全年会举办一系列节庆和文化活动。

每年举办的海法国际电影节以高质量的国内外电影吸引了

成千上万的游客聚集于此,其中不乏导演、编剧、演员和

其他电影行业专家。

学术和技术中心

海法是繁忙的科技和学术中心,众多高科技巨头及以色列两

所顶尖学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海法大学均坐落于此。

来自以色列国内外的近 40,000 名学生就读于这两所名校。

一些全世界最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突破也诞生于此。

 大学校园毗邻卡梅尔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内有美丽

 的登山步道以及汽车和自行车道路,素有“小瑞士”

 之称。

 海法保护良好的沙滩吸引了众多以色列顶级帆船爱好

 者,不少帆船比赛和其它体育活动在此举办。

 海法距离特拉维夫仅一小时车程,距离耶路撒冷则不

 到两小时的车程。

H
ai

fa
以色列理工学院



 体验工程的卓越和创新

 跟着领先的科学技术专家学习

 多姿多彩而富有挑战的学术项目 

 实践型学习机会 

 尖端的研究设备

 创造跨文化连接

 友好的支持性环境

 丰富多彩的社交和文化活动 

 游览以色列

 学习希伯来语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短期留学课程

博士后研究奖学金

高中暑期课程

以色列理工学院国际部是以色列理工学院所有国际项目和方案

的发布之地。国际部向所有即将入学和目前已登记的国际学生

提供服务,同时致力于促进该部门与以色列理工学院更大的团

体间的互动和整合。国际部还监督着与遍布全球的国外合作机

构间的所有合作学术关系。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全球40个国家的

200所大学达成了学术协议。

学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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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色列理工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学

院的著名专业,培养可以迎接 21 世纪

基础设施创建和现代化挑战的未来工程

师。学生将学习物理、自然建筑环境、

水能源计划、地理信息及运输工程的结

构、经济与施工管理方面的内容,以及

科学和工程学的应用,从而能够通过清

洁技术与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资源来对我

们的自然资源进行改善和保护。

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辅修环境工程)

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能胜任在基础设

施和通用建设、水资源管理、废水处

理、水处理和水污染控制、空气和土壤

污染 及修复、固体废料清理等领域的

私人、公共和政府部门工作。本专业教

学重点主要放在管理建设流程的各个阶

段,培养学生在应对各种各样的任务

时,能够融会贯通必要的管理、经济、

商业、规划和法律领域的综合知识与

技能,并透彻掌握典型的工程问题。

“以色列理工学院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并探索。

她从来不制止不同的想法,而是帮助学生实现这些想法。”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士学位 
2014年国际毕业生 王雨亭(中国北京)

(王雨亭目前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工管理和可持续设计研究生课程)

以色列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师在城乡各处都有需求。

其职业选择包括：

	建筑控制检验员

 土木咨询工程师

 土木承包工程师

 工地工程师

 可持续工程师

 水环境工程师

 建筑设备工程师

 工程地质学家

 环境顾问

学期  授课科目 地点 

0-1 数学、物理、生物、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以色列海法市

 化学和英语   

2-5 工程与科学基本原理 以色列海法市

  

6-8 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课程  以色列海法市  

开始日期:2015 年 8 月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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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能够应对未来 50 年在能源、

医疗保健、食品生产和水利领域等方面

全球挑战的工程师。

学生将研究在生产实用且有价值的日用

必需品的工业化过程中材料所经历的化

学或物理变化,同时,也参与生物技术、

复合材料、腐蚀与防护涂料、微电子零

件制造和能源转换过程等发展领域的科

学研究,还将学习环境治理方面的知识,

通过处理生产废料或重新设计治污流程,

达到缓解环境压力的目的。      

化学工程师具有跳脱常规的思维。

他们想的不仅是懂得什么，

而是如何应用所学所知。

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辅修环境工程)

针对人类和自然活动对当地和全球环

境产生的很多新影响,人们亟需专业

的工程解决方案,而本专业课程即响

应了这一需求。学生将学习化工过程

分析、反应堆工程、生物进程工程、

热质迁移、质点力学与处理,以及分

离现象。

本专业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毕业生,能

胜任工艺流程设计和工厂作业管理、水

及废水处理设计、水污染控制、固体废

料处置和清理、空气污染控制等领域的

工作。

“在促进学识增长和建立国际交流方面,

以色列理工学院均为我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士学位 
2014年国际毕业生 Jonathan Savosnick (挪威)

(Jonathan目前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攻读工程与项目管理研究生课程)

以色列理工学院



开始日期：2015 年 8 月

化学工程师可胜任多个领域的多种

职业,领域包括:

	 化工生产或制造

	 选矿和采矿

	 制药、生物医学或生物技术

	 可持续工程

	 可替代能源和燃料

	 环境治理和保护

	 健康和安全发展规则

	 咸水淡化

课程结构

学期  授课科目 地点 

0-1 数学、物理、生物、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

 化学和英语 

    
2-5 工程与科学基本原理 以色列海法市 
 

6-8 化学与环境工程专业课程  以色列海法市

29

28

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辅修环境工程) 

阶 段 地点 日期 课程 学分

Prof. Oded Rabinovitch 
乌迪德·罗宾维奇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主任

Prof. Maxim Shoshani
马希姆·绍萨尼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课程负责人

* 校方有权更改课程体系或科目

预科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 2015年8月 - 2015年10月  基础数学  0
 以色列海法市  基础物理  0
   基础英语  0
第一学期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 2015年10月 - 2016年2月 化学原理  5
 以色列海法市  生物学 1  3
 (学生可选择在任何  微积分 1  5 
 一个院校上课)    13
第二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6年3月 - 2016年7月 线性代数   4.5
   初级工程力学   4
   初级材料工程  2.5
   物理 1  2.5
   科技英语   3
   体育  1
   图形化工程信息   3
   希伯来语 1   3
     23.5

第三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6年10月 - 2017年2月 材料力学 1  4
   微积分 2  5
   C语言程序设计  4
   地图测绘  3.5
   水化学  3.5
   体育      1
   物理 2  3.5 
     24.5

第四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7年3月 - 2017年7月 结构静力学  3
   流体力学  4
   工程地质学  2
   常微分方程  2.5
   数值分析  3
   建筑材料  3.5
   统计学  3

     21

第五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7年10月 - 2018年2月 混凝土结构  3.5
   水力学  3
   工程经济学  2.5
   物理化学  4
   工程实验室  2
   水文工程  2.5
   空气污染  2.5
   水和污水处理  2.5
     22.5

第六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8年3月 - 2018年7月 建造管理   3
   国际运输系统  2.5
   系统分析  3
   环境工程项目  2.5
   环境工程实验室  2.5
   地质力学  4
   建造方法  2.5
     20

第七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8年10月 - 2019年2月 建造机械化  2.5
   水力工程学  3.5
   建造规划与控制  3
   人力资源管理  2.5
   工业化建筑  2.5
   物理 3  3.5
   水/污水系统设计  3.5
     21
第八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9年3月 - 2019年7月 项目建造管理  2.5
   水资源系统工程  2.5
   金融管理  2.5
   人行道设计   1.5 
   选修课程  2.5
     11.5

   总学分  157

以色列理工学院



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辅修环境工程)

阶 段 地点 日期 课程 学分

Prof. Raphael Samiat
拉菲尔·赛弥特教授 
化学工程系 主任

Prof. Moshe Sheintuch
摩西·赛特奇教授
化学工程系 课程负责人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工程系 主任

* 校方有权更改课程体系或科目

预科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 2015年8月 - 2015年10月 基础数学   0
   基础物理  0
   基础英语  0
第一学期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 2015年10月 - 2016年2月 化学原理  5
   生物学 1  3
   基础英语   0
   微积分 1   5 
     13

第二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6年3月 - 2016年7月 线性代数  4.5
   初级化学/生物化学工程 4
   物理 1  2.5
   有机化学  5
   分析化学 1  1.5
   科技英语  3
   体育  1
   希伯来语 1  3
     24.5

第三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6年10月 - 2017年2月 常微分方程  2.5
   物理 2  3.5
   分析化学实验室 1  2
   蛋白质生物化学  2.5
   C语言程序设计  4
   分析化学 2  1.5
   体育  1
   人文学科  2
   微积分 2  5 
  23,5   24

第四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7年3月 - 2017年7月 化学工程原理  4
   热力学 A  3
   偏微分方程  2.5
   物理 3   3.5
   有机化学实验室  3
   统计与概率  3.5
     19.5

第五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7年10月 - 2018年2月 化学工程原理  4
   分离工艺  3.5
   热力学 B  3
   分析化学 2  2
   初级化学反应工程  2.5 
   环境工程中的生物生产  2.5
   水化学  2.5 
     20

第六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8年3月 - 2018年7月 分离工艺 2   3.5
   化学工程实验室 1  2.5
   初级过程动力学  3
   过程分析  3
   化学反应器工程  2.5 
   化学过程模拟实验室  1
   高级项目 1  3
   水/污水基本原理  2.5 
     21

第七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8年10月 - 2019年2月 化学工程实验室 2  2.5
   物理化学实验室  2.5
   化学工程设计分析  4
   环境工程实验室  2.5
   空气污染  2.5
   高级项目 2  3
     17
第八学期 以色列海法市 2019年3月 - 2019年7月 工厂设计建模  3.5
   土壤化学  2.5
   人文学科选修课程  8
   工程学选修课程  5
     19
       总学分  15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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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要求

以色列理工学院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工程学领

头人,因此欢迎聪颖、优秀的学生申请。

学院将考察申请者在数学/理科的学术表现,

以及其志向、兴趣、课外活动能力及业绩,

然后做出录取决定。

入学条件

 中学文凭和成绩单(申请人应有

 扎实的数学/理科基础)

 高考(理科)成绩,或相同层次

 的 SAT 或 ACT 成绩

 个人陈述

 2 封教师推荐信 

 英语能力应通过以下其中一种

 方式评定:

  以色列理工学院英语能力测试

  (地点:北京/广东/其他城市)

   雅思(最低 6 分) 

   托福(最低 80 分)

 可以在线提交申请 (int.technion.ac.il), 也可以把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申请表填写好后回传。

 预知更多详情或提交申请，请发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以色列理工学院



* 费用或根据以色列理工学院的规定、市场价格和货币汇率的波动而变更。

** 奖学金将根据学习成绩提供给优秀的申请者。

费用  

注册费(不可退款)  $50 

学费(按年收取)  $15,000 

住宿费(按年收取)  $4,000

健康保险和其它费用(按年收取) $1,000

生活费（每年大约）  $5,000  
     
   $25,050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int.technion.ac.il
 或发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第 1 步: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

入学条件,确保自己符合公示的

最低要求。

第 2 步:提交申请表格(在线

或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和成绩单、

考试成绩(如果高考成绩未公布

可暂空缺)、个人陈述和推荐信,

并缴纳注册费。

第 3 步:入围的申请者将获邀

进行英语能力测试并参加面试

(北京/广东/Skype)。

第 4 步:等待官方录取决定,

该决定将在面试(第 3 步)后

一个月内发布。只有成功的申请

者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您将收

到的信息包括录取文件包和奖学

金情况（如果有的话)。

如何申请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是绝好的选择。

我非常感谢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我开启了学习的大门。“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士学位 2014年国际毕业生 禹天辰（中国北京）

(禹天辰目前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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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加拿大 > 
法国 > 德国 > 英国 

> 荷兰 > 澳大利亚 

> 瑞士 > 印度 >
中国 > 美国

目前设有以色列理工学院项目

(如研究与开发)的国家:

访问以色列的“硬盘”

以色列理工学院多样化、受认可、

英语教学的学术项目和研究机会

涵盖了众多领域。

以色列理工学院前所未有地结合了高水平学术知识、跨学

科学院和实践型学习方法,通过一流的教员和尖端设施促

进国际学生的学习、吸纳,为他们打开了一张庞大的生活

网络。

自2009年起,已有来自超过30个国家的学生注册了以色列

理工学院国际部项目,包括学士课程、交换学期、暑期项

目和研究机会。

短期留学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



交换生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全球顶尖高校携手开办

交换生合作项目。中国合作高校包括:清

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等众多高校。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内就读的学生可自

由选择校内或校外住宿,以及参与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例如环游以色列、与企业

家每周会谈、校园参访、以色列和中东

文化历史讲座以及各种社会活动。

* 校外授课,不在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区

学期制 以英文授课,课程包括土木工程、 冬季(10月 - 2月) 最多20学分 学费 - $7500

 化学工程、普通工程和科学、 春季(3月 - 7月)  (交换生学费另计)

 创业与创新    住宿 - $400/月

      

研究型 以色列理工学院 实验室提供工程 全年皆可, 无学分 行政管理费 - $250

 和科学领域的科研实习 3至12个月  住宿 - $400/月 

理工科暑期学校 为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 7月末 - 4学分 $4000(含住宿和饮食)

 生开设的课程:电气工程、 8月末  为中国学生

 机械工程、土木与环境工程、   提供全额奖学金

 化学工程、化学、数学   

为发展中社区服 提供在发展中社区亲身实践、 7月中 - 2.5学分 $4500(含住宿和饮食)

务的工程科学* 获取实际工程知识的机会。 8月中

 授课地点每年不同，往年授课地点：

 尼泊尔、埃塞俄比亚、中国农村等地

    

创业与创新 在“创业的国度”亲身实践并学习 6月末 - 6学分 $6000(含住宿和饮食)

 创业精神。课堂教学与实际项目相 7月末(5周)

 结合,旨在培养学生将创意转为

 创业,或胜任创新环境中的工作。    

项目 说明 预计日期 学分 预计费用

 咨询邮箱 apply@int.technion.a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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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追寻,理想实践
以色列理工学院欢迎全球出色的学生

踊跃申请,在以色列名列前茅的设施

环境中攻读研究生课程。

在这儿,您将和著名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努力推动各自科

学和工程学领域事业的发展。以色列理工学院支持有前途的

研究工作、鼓励创新并表彰优秀人才,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

氛围,培养其独立、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思维。

研究重点
以色列理工学院各学术单位均开设研究生课程,涵盖一众工

程学科,如生命科学、医学、建筑学和城市设计,以及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

学院还设有多学科研究项目,如纳米科学和技术、能源、

自控系统和机器人技术、高分子聚合物和系统工程,

以及设计和制造工程等等。

申请流程
候选资格：

研究型学位课程的申请人有资格

获取高额奖学金。

申请人需拥有理学学士或理学硕士

学位,学术成绩优异并有相应证明,

此外还需提供推荐信。申请人的英语

能力也需符合要求。

如何申请
第 1 步:前往下列网页下载注册包:

www.graduate.technion.ac.il/eng
第 2 步:向研究院提交完整申请和

所必需材料以备检阅。
第 3 步:等待官方录取决定。所有符合

学院条件的完整申请将被提交给研究生教

学委员会有关部门以备正式考虑。

注册截止日期
秋季学期：四月

春季学期：十一月

* 博士学位申请全年开放

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位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雅各布夫妇

研究院授予下列学位:

 MSc - 理学硕士学位

 PhD - 博士学位

 MBA -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化学理学硕士和工商管理

硕士 (MBA) 学位课程:
招生和录取:

 化学理学硕士课程的申请人必

须拥有经认可之大学的化学学士

学位（或相关专业）,且平均成

绩(GPA)至少达 80分并拥有良好

水平英文。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申请人需

通过美国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

考试 (GMAT) (以色列理工学院代

码:0027) 

博士学位课程:
招生和录取:拥有经认可之大学

的理学硕士/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型),且研究工作的最低分

数需达到 80分(大多科系要求

分数更高),同时平均成绩(GPA)

最低要达80分[大多科系要求更

高]。

所有申请人均需通过美国研究生

入学考试(GRE)的普通考试

(以色列理工学院代码:0343)。
* 注册前必须先确定好导师。

硕士/博士/海外大学双博

士学位：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

研究生录取负责人,发送电子

邮件至: intgrad@technion.ac.il

以色列理工学院 研究生课程



以色列理工学院欢迎全球出色的研究人员利用这里现

代化的设施开展研究工作。选择在以色列理工学院进

行研究将增强您的履历并有助于您获得本校或全球教

育机构的教职机会。

以色列理工学院为优秀申请人提供数目可观的奖学金,

并为其负担住宿费等社会及家庭事务费用。研究人员

可以享受以色列理工学院生气勃勃的校园生活和独特

的社会及文化活动。

奖励条件：

 奖助学金——提供高额奖学金

 申请人不可持有以色列国籍

 只有在过去五年内被授予博士学位

 的申请人方可申请奖学金

就业机会
位于中国(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纽约(雅各布夫妇创

新学院)的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园正为终身教授教职寻找

候选人,主要学术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土木工程、

化学工程以及其他基础科学领域如化学、物理和

数学等等。

在成功完成博士后培训后，优秀的申请人将成为终身

教授教职的候选者。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新聘请的

教员将获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启动经费。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发送电邮至 
postdoc@int.technion.ac.il 

“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科研氛围严谨而活跃。教师

学生、工程师紧密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不同的思想

在研究中碰撞沉淀。研究与应用有机结合,学习与实

践相辅相成,实现了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无缝对接。”
以色列理工学院 航空航天系博士后 张皓(来自中国内蒙古,
本博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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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申请以色列理工学院高中暑期项目,请访问 int.technion.ac.il
或发送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拓展丰富想象,拓宽自身视野,创造无限可能

全球富有天赋的高中生都有机会在以色列理工

学院探索令人向往的学科、为未来的学习就业

做好准备,并在以色列度过美妙的暑假时光。

15至17岁的学生将能够在此体验激动人心的校园生活、跟着声名显赫的教授

学习、结交新朋友并参与到独特的文化活动中,还可探索城市中最为热门

的旅游景点。同时,学生们还可尽情使用以色列理工学院卓越的体育设施。

该暑期项目含高等数学及创业和创新课程,以及科技研究活动。

我们的大学预科课程专为高中生设计,为期3到4周,包括数学夏令营、

创业营和科技研究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



数学夏令营是一个独特的21天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一流数学教授

将为才能突出的高中数学爱好者

授课。课程涵盖数论相关的进阶

课题。学生可参加由数学系研究

员和教授主讲的讲座,然后在学

术顾问的指导下通过小组合作解

决复杂问题。小组合作可为跨文

化交流营造理想的环境。

费用:4,500美元,不包括往返以

色列的机票费用 

部分优秀学员可获奖学金

数学夏令营

创业营可为热衷科技的高中少年

营造一个有趣、热情的氛围,以

供他们探索高科技商务的开发和

创新。这个为期4周的项目包括

参加学术研讨会、参观以色列科

技公司及拜访科技领域的领头人

和创新者。学生们将学着提升创

造力、参与小组合作、领导创新

活动，并将想法转为实际的商业

创业计划。项目结束之际,小组

需向以色列一些首席执行官组成

的评审团递交他们的商业计划。

费用:5,000美元,不包括往返以色

列的机票费用 

部分优秀学员可获奖学金

创业营

我们欢迎已完成高中最后两年课

程并好奇于科学与技术的高中尖

子生来到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顶尖

实验室里参与实际研究计划。

在这个为期4周的项目中,学生们可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世界级教员

指导下进行研究,获得无法估量

的宝贵经验! 项目结束之际,学生

需在专业大会上展示其成果。

研究计划可从众多领域中挑选,

这些领域包括:工业设计、生物技

术与食品、工程、生物、生物医

学工程、化学、土木工程、博弈

论、航空航天工程和医药。

费用:5,400美元,不包括往返以

色列的机票费用 

部分优秀学员可获奖学金

科技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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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

1923年,以色列理工学院创始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观学校,

并在历史建筑的庭园中种下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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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理工学院

网址：www.int.technion.ac.il 邮箱：apply@int.technion.ac.il 微搏:@以色列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