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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领袖投资考察系列

清大培训网专注境外培训 20 年，致力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解决自身发展所急需的境外培训、
海外专家及技术引进、海外招聘、海外实习、高端对话等全方位咨询培训，使客户始终在不断变化
的国内外形势中保持竞争优势。20 年来，清大培训网长期与多国政府机构、上市公司及世界 500
强企业深入合作，成功组织数千家政府机构及企业的境外培训项目，培训学员达数万人。

目前，清大培训网已与哈佛大学、西点军校、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全球知名学府、政
府机构以及世界 500 强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助力中国企业家共享世界一流的高端资源。同时，
高训网将时刻关注国际管理和技术最新动向，与客户分享最新商业模式、实战金融投资课程和海外
游学精品课程，志在搭建最优质的学习平台、最有影响力的商脉平台及最有效的投融资平台。

清大培训网诚邀您与国际商业领袖、行业精英们一起思维共振能量升级！

在全球立于不败之地的“德国制造”一直深受世人关注和追捧，“德国精神”亦是世人热议不
绝的话题。德国制造业的名声与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以严谨的精神和对品质的完美追求为世
人所瞩目。“德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参照物。德国有强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后盾。
其技术精湛、管理先进、基础雄厚、特写鲜明的现代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体系，是德国乃至欧洲和全
球经济恢复活力、稳定发展的一支“定海神针”。

中国占据了全球制造产业 20%的份额，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大国，当前产业革命与中国加快经济
发展的方式正在形成历史性的交汇，全球制造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中国制造 2025”是在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针对制造业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德国是工业 4.0 的发源地，
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 与德国工业 4.0 的战略对接意义重大。

清大培训网简介

考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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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 是由德国政府《德国 2020 高技术战略》中所提出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德
国联邦教育局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预计达 2 亿欧元。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
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
及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

德国不走美国互联网的路径，而是根据自身在制造研发领域的优势，力图实现弯道超车，其既
有成果对于中国的相关政策制定者及制造业来说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次考察团将带领各行业精
英，走近德国工业重镇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聚焦工业 4.0 名片企业西门子、奔驰、博世、
库卡等公司及 4.0 革命先锋弗劳恩霍夫协会，探析德国制造领先世界的真谛。

对话巨擘：拜访德国工业 4.0 名片企业，探寻从制造工厂到软件企业的蝶变之路。

颠覆认知：自动化、智能化、软件化、数字化，全球顶尖制造将颠覆你对高端制造的认知。

重塑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商业逻辑，重构商业版图，本次访学将为中国企业升级引领方向。

领悟精神：零距离感受德国制造精准化生产模式，学习德国“工匠精神”及不断创新的科技元素。

日期 城市 内容

D1
中国/

慕尼黑

从中国国际机场集合，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德国南部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
心慕尼黑。抵达后接机，介绍注意事项，晚餐后安排酒店入住，调整时差休息。
参考航班信息：

航班 航程 时间

LH723 北京 PEK-慕尼黑 MUC 12:35-17:00

D2 慕尼黑

上午：酒店用完早餐后，游览慕尼黑市区著名景点（实际游览景点以当天根据
时间安排为准）
漫步于市中心的玛利安广场；外观建于 1867—1908 年的新哥特式的市政厅、有着著名的报

时玩偶 85 米高的钟楼以及对面的老市政厅，可选择畅饮慕尼黑啤酒，品尝土豆餐，煎肉饼

和烤肉饼等当地美食首选。

下午：参观著名的童话城迪士尼原型城堡——新天鹅堡
1868 年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建造这个奢华的城堡，一心打造自己心中的童话，城堡历经

18 年建设而成。由于白色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山上，四周环山和湖泊，所以一年四季，风光

各异。

晚上：在 HB 皇家啤酒馆畅饮德国特色啤酒、享受德国特色美食晚宴后，入住
酒店休息。

智能制造考察为什么要去德国

行程特色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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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慕尼黑

上午：早餐后，前往库卡机器人有限公司（Kuka Robotics），进行培训交流。
交流主题：参观机器人制造工厂及应用实例，了解机器人分类、先进科技技术、定制产品程

序设计、智能交互等

机构介绍：库卡机器人于 1995 年建立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作为机器人和自动化

技术领域的先驱、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 4.0”

时代将产品和服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下午：前往购物街，自由选购伴手礼。
参考购物街：

想要购买高档商品，就去位于市中心的集市，分布在马克西姆大街、特阿庭大街等街道上的

很多商店里的商品也是非常吸引人的眼球，还有百货大楼及著名的连锁店则位于步行区；知

名商业区：著名的玛丽亚广场和马克西米利安大街是慕尼黑尊贵与魅力的典范。沿着这条著

名的豪华商业街开设着很多的时尚精品店，想要一饱眼福的话，必须要来到这参观一下；五

宫廷是保存得最完整的建筑群，里面有着时尚与古典的结合，有着高贵与繁华的巨大对比，

在这你可以尽情的享受购物的乐趣。同时沿着五宫廷还有好多娱乐场所，购物闲暇之时也可

以在此地休息娱乐一番；若更加钟意于奥特莱斯类的购物村，推荐距离慕尼黑不远的因戈尔

施塔特购物村，规模很大，且有将近 120 个高档品牌，折扣最高达 4 折。

D4
慕尼黑/纽

伦堡

上午：酒店用完早餐后，开车前往纽伦堡，车程约 2.5H。
下午：抵达公务地点，世界制造业巨头—西门子纽伦堡工厂，进行参访交流。
主题分享：1.数字化企业软件套件

2.生产中的信息化流程

全集成自动化（TIA）和“数字化企业平台

D5 斯图加特

上午：酒店用完早餐后，开车前往斯图加特，车程约 3H.
下午：抵达公务地点，戴姆勒-奔驰工厂，进行参访交流。
主题分享： 智能工业控制下的自我优化和能源优化

接待流程：由戴姆勒工厂的专业解说员领导参观

D6
斯图加特

上午：早餐后，开车前往弗劳恩霍夫协会，进行参访交流。
主题分享：1.人工智能在传统企业的超级应用

2.人机交互界面科技和大数据应用

3.机器人技术和自动控制系统

下午：前往智能工厂模范企业——WITTENSTEI，进行参访交流。
企业特色：工业 4.0 传动技术先趋

参访内容：参访威腾斯坦 WITTENSTEIN 公司，与在职人员主题交流智能工厂的建设经验

分享

D7
海德堡/法

兰克福

上午：酒店用完早餐后，海德堡市区著名景点游览观光。
参考景点：海德堡老城 、海德堡大学 、海德堡城堡、维琪奥桥 、哲学家小径
（实际游览景点以当天根据时间安排为准）
海德堡是德国的旅游文化之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和现代混合体。过去它曾是科学和艺

术的中心，如今的海德堡延续传统，在城市内和城市附近建有许多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浪漫

的城市，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游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座历史悠久而又年轻的城市，从中得到启

示。既有浪漫色彩和田园风光，又有国际气派和蓬勃朝气，海德堡把奇妙的美景和现代化生

活轻而易举地揉和在一起。

下午：开车前往公务地点——Lohr am Main 博世智能工厂，进行参访交流。
参访主题：智能技术系统在博世生产体系中的运用

https://www.baidu.com/s?wd=%E9%A9%AC%E5%85%8B%E8%A5%BF%E5%A7%8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yfsuHNhPAD1m1m3u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DYP1ndrjT4
https://www.baidu.com/s?wd=%E7%8E%9B%E4%B8%BD%E4%BA%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yfsuHNhPAD1m1m3u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DYP1ndrjT4
https://www.baidu.com/s?wd=%E9%A9%AC%E5%85%8B%E8%A5%BF%E7%B1%B3%E5%88%A9%E5%AE%8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yfsuHNhPAD1m1m3u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DYP1ndrjT4


中国 慕尼黑 纽伦堡 斯图加特 海德堡 法兰克福 中国

全球商业领袖投资考察系列

特别说明：以上行程仅供参考，行程内航班、景点游览及公务安排均视实际情况调整安排，如有变动，以最终实际
联系为准。

参访库卡公司（Kuka Robotics），参观机器人制造工厂，了解机器人先进技术

库卡机器人于 1995 年建立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作为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先驱、
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 4.0”时代将产品和服务推向一
个新的高度。

参访世界制造业巨头—西门子纽伦堡工厂，主题分享：全集成自动化（TIA）和“数字化企业平台

D8 法兰克福

全天德国之车制造深度体验——纽伯格林赛道
背景介绍：纽伯格林赛道在 1984 年开幕，其举办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欧洲 F1 大奖赛，法国

车手普罗斯特胜出。翌年它主办了德国的 F1 大奖赛。1995 年，赛道再次主办了欧洲 F1,

著名赛车手迈克尔舒马赫在它的家乡扬威夺冠。此外威廉姆斯车队的维伦纽夫也在该赛道两

次获得冠军。纽伯格林赛道位于法兰克福的郊区，有注明的可口可乐弯角，嘉实多 S 弯。

纽伯格林对车手来说事既快速又安全的，它所包含的 12 个弯道和弧道令赛事精彩刺激。

D9
法兰克福/

中国

上午：酒店用完早餐后，法兰克福市区著名景点游览观光。
参考景点：罗马广场，美因河，旧市政厅，歌德大街购物等
法兰克福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金融、交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展览城市之一，举办

展览会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早在中世纪就发展成为德国的百货商场。法兰克福，这个商业和

文化的动感之都，传统和现代，商业和文化，动感和宁静，从来没有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座

城市。

下午：收拾行李，开车前往机场，乘坐飞机返回祖国，结束考察之旅！
参考航班信息：

航班 航程 时间

LH720 法兰克福 FRA-北京 PEK 17:10-09:30+1

D10 中国 到达中国，回到温暖的家。

核心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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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创立于 1847 年，是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领先企业。西门子自诞生 100 余
年来，以创新的技术、卓越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坚持不懈地对德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全面支持，并以出
众的品质和令人信赖的可靠性、领先的技术成就、不懈的创新追求，确立了在世界市场的领先地位。

参访戴姆勒-奔驰工厂，主题分享： 智能工业控制下的自我优化和能源优化

奔驰汽车是德国的标志，也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制造企业之一。从 1883 年戴姆勒和迈巴赫两位先
生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排量为 176 毫升、功率为 0.25 马力的单缸四气门发动机开始，120 年的光辉
历程中，奔驰在汽车工业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成为技术创新的摇篮。巩固了自己的全球汽车霸
主地位，又以不断的产品创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奔驰车迷。

参访弗劳恩霍夫协会，进行人工智能在传统企业的超级应用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国内常译为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是德
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是被认为和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并驾齐驱的德
国最高水平的两大科研机构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公助、公益、非营利的科
研机构，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协助企业解决自身创新发展中
的组织、管理问题。

参访 Lohr am Main 博世智能工厂，了解智能技术系统在博世生产体系中的运用

这里主要生产的是内燃式发动机：插装阀，紧凑型液压泵/缸，电机泵组和电子元件。在这里学员可

以与博世高级工程师面对面交流智能技术系统在博世生产体系中的运用。

畅游最德国名城：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尽享最 Local 特色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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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市区著名景点：在迪士尼原型城堡新天鹅堡寻找最难忘记忆、在

HB 皇家啤酒馆畅饮德国特色啤酒、在市中心购物街享受购物的乐趣、在纽伯格林赛道体验速度与

激情。

保时捷工厂/斯图加特

保时捷（Porsche)，又叫波尔舍，是欧美汽车（omeiche）的主要代表，也是闻名世界的汽车公司。
1930 年成立于斯图加特，以生产高级跑车闻名于世界车坛。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同费迪南德·保
时捷）是一位享誉世界车坛的著名设计师。保时捷产品立足于技术与功能的完美结合，镜架设计造
型简洁大方，将奢侈与纯粹和工程学设计风格完美结合，保时捷产品体现了激情，纯粹，精细的精
神 。

AEG 伊莱克斯（数据转换，智能家居）/罗腾堡（纽伦堡附近）

伊莱克斯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的电器设备制造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厨房设备、清洁洗涤设备
及户外电器制造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商用电器生产商。现在在 60 多个国家生产并在 160 个国
家销售各种电器产品，为百年家电品牌 ，欧洲厨房家电专家，并发明全世界第一台家用真空吸尘
器，曾在《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中排名 274 位， 秉承理念“市场没有迟到者”。

BMW 工厂/慕尼黑

替换型企业

http://baike.baidu.com/view/941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882/98245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45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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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0903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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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领袖投资考察系列

宝马的全称是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它是由一个制造飞机引擎的公司于 1916 年 3 月注册的。这家
公司第一个成功的产品是由费兹设计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装配在德国战斗机
上。德国王牌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把他们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宝马的引擎，70 年代早期，它
再度成为世界高性能和豪华轿车市场上的主角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
慕尼黑工厂是宝马历史最悠久的工厂，通过与宝马车间工程师的交流和讲解人员的讲解了解宝马如
何实现人与机器、机器与零部件、零部件与零部件之间通过传感器互联而能自动相互读取信息，进
而获得高速、灵活、环保、低成本自动化的生产信息。

SAP/海德堡

SAP 公司成立于 1972 年，在全球拥有 6 万多名员工，遍布全球 130 个国家，并拥有覆盖全球 11,500
家企业的合作伙伴网络。作为全球领先的企业管理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SAP 帮助各行业不同规模
的企业实现卓越运营。从企业后台到公司决策层、从工厂仓库到商铺店面、从电脑桌面到移动终端
—SAP 助力用户和企业高效协作，获取商业洞见，并从竞争中脱颖而出。SAP 的软件和服务能够帮
助客户实现盈利性的运营，不断提升应变能力，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全球 188 个国家的 232,000
家客户正在从 SAP 解决方案中获益, 其中包括财富 500 强 80%的企业及 85%最有价值的品牌。

Dirk Abel 博士教授

KUKA AG 监事会成员 大学教授
亚琛 RWTH 控制技术学院校长
ATC GmbH (Aldenhoven Testing Center of RWTH Aachen University)

Constanze Kurz 博士

库卡股份公司监事会成员
德国金属行业工会常务理事会秘书
ＳＭＳ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成员，（德）希尔兴巴赫
DMG MORI 股份公司监事会成员，（德）比勒费尔德

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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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领袖投资考察系列

Hubertus Troska 总裁
戴姆勒公司中国区域负责人
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曾任戴姆勒公司梅赛德斯奔驰卡车总部副总裁
梅赛德斯 Amg GmbH 总裁
梅赛德斯汽车集团产品营销副总裁

Rolf Bulander 博士

罗伯特•博世公司董事会成员
毕业于斯图加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在博世公司担任汽油系统执行总裁
擅长领域：汽油系统、柴油系统、电气驱动,起动发动机和发电机

全球视野、追求极致、执着品质、酷爱创新的企业家、创业家、投资家、合伙人

每月 22 号发团（除不可控特殊因素外）

人民币 59800 元/人
费用包含：签证费及邀请函费用、课程期间住宿（默认标间）、用餐、交通、参观培训费、资料用
品费、集体活动费等。
费用不包含：往返机票费用需自理。
备注：以最终实际联系及考察协议确认的行程和相关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10-88131088 010-66239826

联系人：李玲 老师 13911069821

QQ：1693393285

招生对象

出团时间

学习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