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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立路桥大学(又名巴黎高科路桥大学) 

自1747年起便致力于培养顶尖的工程师，使他

们能应对所在时代民众及企业日常关键领域的

挑战：交通、住房、能源、环境、城市服务以

及和土地规划、土地可持续发展、环境风险预

测及管理有关的公共政策。

今天，学校拥有一系列极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方案：工程师、硕士、博士、专业硕士、MBA培养和 

继续教育。

得益于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严格要求、面向社会与世界的人才培养方案，路桥工程师能力超群、

拥有远见卓识，具备在大型工业或服务型企业、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亦或是创业时，通过在长远行

使职责，承担最高管理职责的能力。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拥有国际知名的顶尖专业土木工程、国际一流的科研中心、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尤

其是马恩河谷大学，以及巴黎高科集团在国际上的支持，志在将自己的领先地位拓展至所有和城市、

环境及其工程有关的领域。

阿梅尔·德拉布尔多内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校长

校长致辞

1231
位聘用制

教师

425
名科研人员 
及教学科研人员 313

名博士 
及博士后

人才培养 师资队伍

科研人员及博士

352
位专业负责人

84
位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教授、 

4位副教授和96位讲师

823.7 万欧元
的合作科研经费，其中45% 
直接与企业合作 698

篇学术论文(WoS或
Scopus收录)，其中

42%与外国同仁 
合作撰写

854
名工程师

学生

共有

1968
名学生， 

其中1/4为女生

393
名MBA学生

286
名博士生 

在大学的实验室 
准备论文

292
名专业硕士®，包括50名学
生公务员(其中3人来自巴黎
高等城市工程大学、12人
来自法国国立国家公共工
程大学、4人来自巴黎高等
师范大学)

123
名硕士研究生，

其中57人选修
双学位

20
名学生通过国家建筑 
与规划师(AUE)考试



58
名学生在海外 
接受工程师培养

与24个国家的 
大学签订了

42个联合培养协议

与4大洲、

33个国家的

62所大学
建立了合作
关系

国际交流

2016年颁发的文凭 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2016年对2015年毕业生(公务员除外)开展的调查

2016-2017 QS世界大学排名
•  法国只有以下大学进入世界前400：巴黎高等师范大学、里

昂高等师范大学、巴黎加尚高等师范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
学、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大学和法国国立路桥大学。

•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排名巴黎前十。

2017 THE 世界大学排名
法国只有以下大学进入世界前400：巴黎高等师范大学、里昂
高等师范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
大学和法国国立路桥大学。

2016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在“机械工程”领域排名201-300位。

2017 l’Etudiant/l’Express 法国大学排名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排名并列第三。它被认为是法国最好的工程
师大学之一，尤其在学业表现、国际化和企业合作方面获得
了极高的评价。

美洲
14 所合作院校 

10 个联合培养协议 
4 个双边交流协议

欧洲
35 所合作院校 

20 个联合培养协议 
15 个欧盟伊拉斯谟+协议

亚洲
8 所合作院校 

7 个联合培养协议 
1 个双边交流协议

2016年， 

学校共有 941名外国学生，
其中194人接受工程师联合培养

建筑

银行
保险
金融

研究与咨询

创新
科研

工程事务所 
(非建筑领域)

运输、环境、 
城市服务

工业

1 %
公共部门

销售与发行

6 %通讯
信息技术

第一份工作的平均薪水

195
个路桥大学商学院
MBA文凭

107 
个硕士文凭71  

个博士文凭

234
个专业硕士®文凭

235 
个工程师文凭

15 %

31 %

4 %

7 %

18 %
7 %

5 %

6 %

非洲与中东  
5 所合作院校  

5 个联合培养协议

43.9 K- 另有奖金和福利49 K欧元

本校在法国和国际的排名



工程师培养

 第一年
巩固知识：科学知识、开放性思维、项目能力(科研
及院系项目)

浸入式实习：学业末期进行四周的企业实习(执行岗位)

 硕士项目
第二年：选择院系进行专业化学习

- 土木工程与建筑
- 城市、环境、运输
- 机械工程与材料
- 工业工程
- 经济科学、管理、金融
- 数学和计算机工程

第二年实习：

在第二年与第三年之间，约80%的学生选做长期 
实习(1年)，其中逾30%为海外实习。

其他学生在企业或实验室进行短期实习(3个月)，其中
20%为海外实习。

第三年：毕业设计(PFE)

学生在至少4个月的时间里，在企业或实验室运用自
己所学的知识解决一个科学或技术问题，可个人或多
人完成(多学科工程师计划）。

硕士培养

 国际硕士
-  雷诺基金会运输与可持续发展(TRADD)

-  水土及废弃物管理与治理(GTESD)

- 出行与电动汽车(MVE)

 硕士
 数学与应用

四个专业方向：

- 金融数学(MAF)

- 数学、视觉与学习(MVA)

-  数值分析与偏微分方程(ANEDP)

- 运筹学(RO)

 能源

两个专业方向：

-  能源材料及结构耐久性(DMSE)

-  废弃物销毁与管理(Decommissioning and Waste 
Management - DWM)

  机械工程(与马恩河谷大学及巴黎第十二大学联合
培养)

三个专业方向，其中包括：

-  材料及结构多层次分析(AMMS)

  土木工程(与马恩河谷大学及巴黎第十二大学联合
培养)

三个专业方向，其中包括：

-  岩土力学与工程应用(MSROE)

  材料科学与工程(与马恩河谷大学及巴黎第十二大
学联合培养)

两个专业方向，其中包括：

-  高耐久建筑材料科学(SMCD)

  运输、出行与网络(与马恩河谷大学及巴黎第十二
大学联合培养)

一个专业方向：

- 运输与出行(TM)

  环境、能源及交通经济 (与巴黎-萨克雷大学、 
巴黎第十大学及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培养)

三个专业方向：

- 环境经济

- 能源经济

- 前瞻性模型建构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两个专业方向：

-  水资源系统与管理(SAGE) - 与巴黎第十二大学及
巴黎第七大学联合培养

-  海洋、大气、气候与空间观测(OACOS) -与巴黎 
第六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巴黎高科国立高等
先进技术大学及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联合培养

 计量经济学

两个专业方向：

-  经济分析与政策(APE) - 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法
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高科国立统计与经济
管理大学及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联合培养

-  公共政策与发展(PPD) - 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及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培养

四个卓越创新培养计划(IDEFI)

-  Paris-Est d.school at École des ponts 致力于用 
“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培养人才。该多学科
团队整合客户需求、经济可行性和财务生存能力，
推动创新型产品或服务的设计。

-  IDEA 致力于推出一系列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以便
提高教学质量，推动终生教育与成功。

人才培养



-  U-TOP 旨在设计一系列远程跨专业多方联合培养方案。

-  FORCCAST 能让学生使用最尖端的数字化工具， 
持续关注他们需要绘制的科学或技术争议。

专业硕士®

  全日制：

-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行动与巴黎高科农业
大学联合培养

- 土地规划与城市建设项目管理

- 欧洲土木工程

-  大型能源项目土木工程与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
大学联合培养

-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与弗劳恩霍夫物流研究院联合培养

-  城市工程与信息技术(UrbanTIC)与巴黎高等城市工
程大学联合培养

-  物流系统工程与管理与哈撒尼亚公共工程大学(摩洛
哥)联合培养

  非全日制：

-  可持续地产及建筑、能源与数字化转型；原IBE 
(“地产、建筑与能源”)专业

-  铁路与城市交通系统与国立高等计算机、电子能源
及机械自动化工程师大学、贡比涅技术大学及法国
国立国家公共工程大学联合培养

-  智能出行-出行系统数字化转型与巴黎高科电信大学
联合培养：首批学生将于2017年9月入学

-  BIM，建筑及基础设施综合设计与生命周期与巴黎
市政工程建筑工业专科大学联合培养

-  城市综合系统与巴黎高等城市工程大学联合培养

-  地理定位系统与决策与法国国立地理科学大学
(ENSG - 测绘学)联合培养

-  数据设计、运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与建筑技术

-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博士培养

巴黎高科路桥大学的实验室对一大批博士进行着科
研培养。

•  2017年共收取了286名博士生：42%为外国 
学生，36%为女性

• 2016年71篇博士论文通过

 
实验室隶属的八个主要博士院所(ED)

-  巴黎东大的四个博士院所：城市、运输与土地；科
学、工程与环境；数学与计算机通信技术；组织、
市场与机构

-  法兰西岛的四个博士院所：巴黎一大，经济；农业、
生物、环境与健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兰
西岛环境科学研究院

路桥大学商学院

路桥大学商学院(L’École des Ponts Business School)
获得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认证，提供一系
列证书及学历教育：

- 创新管理全日制MBA(巴黎)

-  全球EMBA(巴黎，与美国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 
联合培养)

- 智能城市Executive MBA(巴黎)

-  铁路与公共交通管理Executive MBA

- 数字化转型Executive MBA

-  EHTP-路桥Executive MBA(卡萨布兰卡，法国-摩
洛哥联合培养)

-  TEE Executive MBA(北京，中法联合培养)

- 行政DBA(巴黎)

-  国际管理项目(cIM-面向巴黎高科路桥大学工程师
学生及博士生)

继续培养

路桥教育咨询(Ponts Formation Conseil)是首家工程
师大学的继续教育机构

欧洲土地规划与发展研究院(IHEDATE)

欧洲土地规划与发展研究院每年举行的培训获得了国
家(地区平等委员会、国家部委)、地方政府联合会(法
国地方政府联合会、法国大区联合会)、巴黎市政府、
公私企业(颐莫尚、法国信托投资局、Colas、法国配
电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邮政集团、法国国营铁
路网管理公司、布伊格、法国电网公司、SMABTP)和
行业性机构(法国高速公路特许企业协会、法国市政工
程联合会、法国道路企业工会联盟和法国冶金技术工
艺联盟)的支持。

次为海内外企业 
或地方政府提供的 
针对性培训

113
个证书 
(路桥文凭)

12
次海内外培训
400

学术天和 
学术研讨会

5

5800
位学员(工程师
及企业干部)

位培训师(专家
及专业人士)

1 410 43,3 %
的学员来自于
政府部门

56,7 %
的学员来自于
竞争性行业的
企业



实验室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拥有12个科研实验室，其中6个为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混合研究单位(学校自有实验室或
与学术、公共机构或企业共建的实验室)。

  四大支柱领域

  数学与信息技术

-  CERMICS：应用数学、科学计算、建模、最优化

-  LIGM：信息技术理论、自然语言处理、图像与信号
处理、算法学、形式推算

  材料及结构力学和物理学

-  NAVIER：材料及结构力学和物理学及其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地球物理学和石油开采应用

-  LHSV：水力及环境流体力学(河流、海岸和港口)

  环境科学与工程

-  CEREA：空气质量、污染物驱散与运输、城市与区
域大气建模、数据同化

-  CIRED：发展与环境经济、能源/废弃物/交通问题、
水/食物、总体环境关键因素、谨慎性原则、建模

-  HM&Co：多层次观测与分析、系统建模、水的风险
及资源管理、韧性城市水文学

-  LEESU：城市及其环境、城市及郊区社会技术与环
境功能分析

-  LMD：大气动力学、气候研究及年际变化、大洲及
全球范围

  经济与社会科学

-  LATTS：社会科学、土地规划、历史、企业及行政
机构中社会科学与技术工程的对话

-  LVMT：交通和空间规划相互影响的分析与建模

-  PjSE：公共经济与劳动市场经济理论

生态转型的四大社会经济关键领域：

科研工作有助于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四大经济社会
关键挑战：

• 城市及出行系统

• 风险、资源及环境管理

• 未来产业

• 经济、使用与社会

科研群体的支柱性项目

-  Bézout (LabEx)：确定性模型与随机模型、离散数学
与算法、大规模现象、图形与几何

-  Futurs Urbains (LabEx)：城市环境、运输、土地规
划和建筑

-  L-IPSL (LabEx)：气候变化及其有关政治经济决策的
时空影响

-  MMCD (LabEx)：高耐久性建筑材料多层次建模与试
验、土木工程及环境材料特性

-  OSE (LabEx)：经济科学、国际化与发展、市场与组
织、个体、战略性及社会行为基础

-  SITES (LabEx)：科学与技术、社会、科研创新过程与政策

-  EXEP (LabEx)：地外行星空间环境探测

-  Efficacity (ITE)：城市能源转型研究所-创始成员

-  Advancity (竞争性集群)：可持续城市与出行

工业科研中心

 城市及出行系统

-  可持续及环保住宅的创新解决方案(NAVIER)：与圣
戈班合作

-  交通基础设施管理(LVMT)：与阿伯蒂斯基建公司及
法国交通、城市规划和网络科技研究中心合作

-  重新发明21世纪火车站(LVMT)：与法国国营铁路公
司Gares & Connexions合作

-  铁道科学(NAVIER)：与英法海底隧道集团合作

  风险、资源及环境管理

-  水力及环境流体力学(LHSV)：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

-  韧性城市水文学(HM&Co)：与威立雅合作

-  金融风险(CERMICS)：与风险基金及其创始方法国
兴业银行、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及巴黎第六大学合作

 未来工业

-  运筹学与学习(CERMICS)：与法国航空公司合作

-  高耐久性建筑材料科学(NAVIER、CERMICS)：与
拉法基集团合作

-  能源材料及结构耐久性(NAVIER)：与欧洲未来能源
基金会、法国电力公司、ENGIE、法国燃气网络管
理公司及巴黎高科矿业大学合作

-  建筑群与基础设施环保设计(LVMT)：与万喜、巴黎
高科农业大学及巴黎高科矿业大学合作

-  可持续建筑与创新(NAVIER、LIGM)：与布伊格、
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及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
大学合作

 经济、使用与社会

-  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模型建构(CIRED)： 
与法国电力公司、道达尔、施耐德电气、法国环境
及能源管理署及巴黎高科矿业大学合作

-  城市集体客运的社会经济学与模型建构(LVMT)： 
与法兰西岛运输联合会合作

-  区域出行的经济新视角(LVMT)：与法国国营铁路公
司、法国交通、城市规划和网络科技研究中心及马
恩河谷大学合作

科研工作



资料、档案与收藏

员工及经费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学校及其子公司雇佣的员工达

530人
(不包括聘任制教师和学生公务员)

名科研人员207

4300 万欧元
的经费

路桥教育咨询

650 万欧元 
MIB研发

200 万欧元

  学习和教学资源中心

-  172个座位、4个单人隔间、多个单人学习空间和5
个团队项目空间

-  每年33 000次访问、6449位注册用户、每年查询
10 170份材料

-  90 000份大三、硕士及研究层次资料

-  14 500本电子书、15000份电子期刊

-  资源门户网站 bibliotheque.enpc.fr 及其搜索引擎 
search.enpc.fr 共有92 000次访问，数字图书馆平
台上查阅的页面数量为370 000页

-  207 000份资料，涵盖学校所有教学及科研领域

-  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的土木工程及建筑领域认证
资源中心

  为科研人员提供的专门服务

-  可访问主要科学期刊及科学、技术和经济数据库 
平台(Web of Science、Scopus、Business Source 
Complete、Mathscinet、Science Direct、Springer、 
Wiley、ASCE…)

-  查阅资源的专门网站 espacechercheurs.enpc.fr

-  拥有逾18 800份科研论文的公开档案网站 hal-enpc.fr

-  文献计量分析平台Opalia

  独一无二的记忆与收藏

-  收录80 000份十八至二十世纪资料、手稿和印刷
品的古老收藏

-  藏品级数字图书馆：patrimoine.enpc.fr、bibliothe-
quedesphares.fr、gallica.bnf.fr、Internet Archive 
和图片收藏网站 photo-arago.fr

-  13 000张照片组成的照片档案馆(桥、运河、火车
站、工程师肖像……)

-  14 000份档案

-  记录法国首家工程师大学历史的藏品

2016年子公司营业额(不含税)

430万欧元 
学费 

721万欧元 
科研合同(其中资助
经费110万欧元)

450万欧元 
其他

2650万欧元 
法国环境部拨发的
公共服务支出津贴 

50万欧元 
学徒税 

其中有



路桥基金会
路桥基金会(Fondation des Ponts)被认定为公益性机
构，它负责筹集企业、毕业生以及友好人士对学校
的捐赠，并借此帮助学校更好地与当今世界接轨、
更具创新力、拥有更好的表现，并在日益加剧的国
际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卓越形象。

自2006年以来，1934-2016年毕业的逾600名学生
和超过70家企业及公私机构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创
新创业提供了支持，并资助最优秀的学生接受学校
的教育。

2016年筹集的经费(扣除管理费用)
- 私人捐款：30.7万欧元

- 科研中心与合作项目：111万欧元

经费去向：
80%：科研、教学与创新(科研中心、“Paris-Est 
d.school at École des Ponts”项目)

20%：优秀奖、国际交流与社会性支出(奖学金、
助学贷款)

巴黎高科路桥大学
6 et 8 avenue Blaise-Pascal Cité Descartes
Champs-sur-Marne
77455 Marne-la-Vallée cedex 2
电话：+33 (0)1 64 15 30 00
www.enpc.fr

路桥联盟
成立于1860年的路桥联盟(Ponts Alliance)被认定为
公益性协会，由学校的20 000名毕业生组成：土木
工程师、桥梁、水利和林业工程师、硕士、博士和
MBA毕业生。

路桥联盟建立起的毕业生网络遍布109个国家，覆
盖学校的所有领域。它尤其以22个地理团体和17个
行业团体为支柱，行业团体中包括4个与其它学校
共同建立的行业团体，以及6个友好俱乐部。

路桥出版社
路桥出版社(Les Presses des Ponts)成立于
1977年，目前已经出版了220种科学技术书籍
与软件，主要涉及土木工程、建筑和土地规划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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