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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前沿的⼈⼯智能为基础课程，延伸⾄理⼯科、计算机学科、商科、⼈

⽂创意等学科应⽤领域，通过Project-Based Learning项⽬制⼯坊形式进

⾏⾃选学科⽅向主题研究，旨在全⾯建⽴与提升学⽣学术项⽬管理能⼒、英

⽂应⽤能⼒、团队合作能⼒，培养未来社会紧缺的⼈⼯智能⼈才。 

项⽬由剑桥⼤学⼈⼯智能中⼼、⼯程学院、⽣物科技学院与商学院教授等联

合设计与执⾏。 

专业应⽤模块包括⼗个可选⽅向，供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进⾏选择：

• 商科类：⾦融创新与区块链技术、商业分析与创新商业、组织领导⼒与企业管理 

• 计算机：深度强化学习与数据⽹络、机器学习与神经⽹络 

• 理⼯类：纳⽶材料与量⼦计算、⽣物⼯程与医疗科技、电⼦与信息⼯程 

• ⼈⽂类：国际关系与政策、⼈⽂，建筑和艺术创作和鉴赏

项⽬时间：2021年7⽉26⽇ - 2021年8⽉27⽇ 

Open the world through blended learningOpen the world through blended learning



你将收获升学实⼒全效提升 

习得⼈⼯智能必备知识 

拓展专业应⽤领域认知 

掌握项⽬管理实践⽅法 

提升必备团队合作能⼒ 

获得项⽬证书与成绩单 

成为未来社会的AI⼈才

1
2
3

73.68% 
参课学⽣显著提升团队合作能⼒ & 领导⼒ & 项⽬管理能⼒

4

为什么要参加CamAI+

5
6

9.44/10 
参课学⽣对于课程教授及课程体验的评价

+16.7% 
参课学⽣语⾔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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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未来必备能⼒锻炼

段 
写⼊简历的学术经历

60
距离 

与剑桥顶级教授对谈

1 48
⼩时 

⾼能科研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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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amAI+ 你将获得

• 超越传统⽹课认知的「线上科研学习」体验，⾼效/⾼能/⾼产出 

• 获得你不曾体会的「云端⼩组合作」体验，和优秀的⼈合作成为更优秀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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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I+ 项⽬核⼼特⾊

全直播互动课程 全项⽬管理认证全能⼒综合提升全模块课程设计

‣ 区别于⼤多数线上项⽬

CamAI+全直播模式完成

授课、辅导、研讨，强化

和教授互动交流体验 

‣ 教授全程指导你的项⽬ 

‣ 获得最直接的学术启发

‣ 写作及讲演模块 

‣ 创新创业模块 

‣ AI+专业⽅向应⽤模块 

‣ 项⽬管理及沟通模块 

‣ 留学及学术规划模块 

‣ 雅思提升模块

‣ 前沿知识应⽤能⼒ 

‣ 学术项⽬管理能⼒ 

‣ 语⾔应⽤能⼒ 

‣ 沟通表达能⼒ 

‣ 国际化团队合作能⼒ 

‣ 未来规划能⼒

‣ 项⽬课程班通过班主任进

⾏管理 

‣ 所有班主任拥有PMP项⽬

管理认证，拥有超过5000
⼩时项⽬管理经历 

‣ 班主任均拥有国际化背

景，将提供国际规划指导



剑桥在职⽼师作你的导师 
全直播亲授剑桥课程

教授团队 剑桥⼤学资深教授，院⻓及系主任本⼈的科研课
题并由教授亲⾃授课。给学⽣完整和纯正的学术
科研指导。学⽣亦可获得升学及职业发展规划，
及全球视野的综合提升和评估。

导师团队
最前沿、最实⽤和最专业的学术科研。 
学⽣将获得充分的教授对谈时间。 

学习社区

⼈⼯智能基础课程教授+专业应⽤领域教授，学
术辅导教授，专业导师团队将带领⼤家掌握知
识，通过项⽬拓展实践认知，提升学术能⼒。

课程同步更新线上学习资料。 
专属学习社区：帮助不同的科研团队在课后进
⾏交流和提⾼。学习社区汇集8000+往期校友
和本期学员，帮助学⽣建⽴⼈脉资源和平台。

项⽬团队 各专业⽅向配备中⽂班主任，协助项⽬推进与课
后指导，班主任讲负责班级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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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程  全真课堂 剑桥⼤学资深教授、院⻓、系主任亲⾃设计课程直播任教；
全真还原剑桥学⼦线上课堂，带给学⽣完整纯正的学术科研
指导，项⽬中学⽣亦可获得升学及职业发展规划指导，及全
球视野的综合提升。

官⽅背书，剑桥学院官⽹公示； 
资质认证，获得英国学术认证； 
直播课程，直接连线剑桥教授； 
全真课堂，剑桥学⼦真实课堂。

“梯度式”教学理念

“项⽬制”学⽣管理

⼈⼯智能科研转化

项⽬将通过课前测试与学⽣专业背景来设定不同梯度的AI基
础课程，让零基础的同学掌握⼈⼯智能基础知识，让有专业
背景的同学进⼊更深层次的研究。

让参课同学明确每周重点学习任务，达成个⼈⽬标，推进⼩
组进度，并根据要求提交每周学习报告与⼩组反馈，以强任
务制强时间导向为核⼼的学⽣项⽬管理，让学⽣在参与项⽬
之后习得项⽬管理⽅法论，助⼒未来学术⽣涯。

通过了解“剑桥现象”学习创新——占全英国GDP15.8%的剑
桥，不仅是世界学术的中⼼，也世界上公认的最重要的技术
中⼼之⼀，有着不可⽐拟的研发创新记录。这种以⾼科技为
核⼼的创新经济增⻓⽅式保持了剑桥地区的⻓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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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科研项⽬管理训练 
赋能你成为未来 
不可或缺的AI⼈才



权威背书 课程项⽬由剑桥⼤学官⽹公示，由英国学术认证委
员会 (British Accreditation Council) 认证。

⼩班教学

科研项⽬学习期间，学⽣将在教授的
带领下收获未来世界发展所需要的必
备⼈⼯智能知识，建⽴⼈⼯智能与专
业应⽤领域的联系，深⼊挖掘⼈⼯智
能专业应⽤案例。 

Project-Based 
Learning学习法

⼀个课题⼩组由最多6⼈组成，整个项⽬阶段以⼩组
为组织形式完成，包括项⽬设计、项⽬计划、项⽬管
理、⼈员分⼯、最终报告和评价反馈。

Project-Based Learning (简称PBL)为基于项⽬的
学习，PBL让学⽣通过科研项⽬的真实学习，综合各
类学科知识，在协同合作的环境下，设计并实施⼀系
列的探究活动，最终将探究成果进⾏展示，并做出学
术交流。 

⼈⼯智能+你的专业 ⼈⼯智能作为前沿学科领域，未来将被应⽤在所有的
⾏业领域⾥。因此，学习⼈⼯智能基础知识，将对你
的未来有深刻的发展意义。 
项⽬将为你植⼊⼈⼯智能模块知识，同时学习⼈⼯智
能在所选专业⽅向的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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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组合作实践 
提升团队合作能⼒ 

获得最佳线上学习体验



CamAI+项⽬成果 学分认证 顺利完成课程并通过答辩后，课程将签发符合英
美学分体系 (3 US Credit 或者 6 ECST Credit) 的
成绩报告。成绩单由英国学术委员会认证并通过
英美⼤学申请系统匹配提交。

成绩报告

最前沿，最实⽤和最专业的学术科研。 
学⽣将获得独⼀⽆⼆的学习机会和科研提升。 

成绩报告评估由教授亲笔署名，通过英美⼤学官
⽅认可的申请系统进⾏加密发送、保存及查询。
如需要纸质版本，可以单独申请。

⽹申推荐信 专业学术成绩排名Top30%学⽣将获得珍贵的⽹申

推荐信，可⽤于海外⼤学申请、国内保研申请、求

职申请等。 

项⽬证书 完整参加项⽬完成考核的学⽣将获得由授课教授亲
笔签名、英国学术委员会(BAC)认证的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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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认证   

  成绩报告   

  项⽬证书   

  ⽹申推荐信   



课程模块 I  
⼈⼯智能 

（必修模块）

课程模块II  
专业⽅向 

（可选模块）

课程模块III 
能⼒提升模块 

（部分选修模块）
总计学时

⼈⼯智能基础内容 选择其⼀进⾏ 助⼒能⼒全效成⻓ 48学时

什么是⼈⼯智能？ 
监督式学习和机器学习 
决策树的概念及运⽤ 
协作过滤与推荐系统 

集群的基本原理 
估算与推断 

回归与分类的⽅法及应⽤ 
强化学习 

动机和与神经元的联系 
神经⽹络与深度学习

⾦融创新与区块链技术 
商业分析与创新商业 

组织领导⼒与公司管理 
深度强化学习与数据⽹络 

机器学习与神经⽹络 
纳⽶材料与量⼦计算 
⽣物⼯程和医疗科技 

电⼦与信息⼯程 
⼈⽂、建筑与艺术创作 

国际关系与政策

英国⽂化及教育 

学术写作 

公众演讲 

项⽬管理 

沟通与表达 

创新创业 

留学规划

先修课程 
6学时 

教授直播授课&辅导 
25学时 

⼩组Workshop 
10学时 

⾃主学习 
5学时 

课程考核 
2⼩时

课程结构设置

授课⽅式： 
教授直播授课 
教授直播辅导课 

1学时=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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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m Durkan

• 剑桥⼤学⼯程学院副院⻓，主管教学 
• 剑桥⼤学纳⽶中⼼主任 
• 剑桥⼤学格顿书院院⼠和系主任 
• 研究领域：纳⽶技术、量⼦物理

Pietro Lio’ Michael Sutcliffe

• 剑桥⼤学计算机科学部⻔教授 
• 剑桥⼤学克莱尔霍尔书院院⼠ 
•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 、⽣物医学

• 剑桥⼤学⼯程学院⽣物⼒学中⼼主任 
• 剑桥⼤学⽣物⼯程研究组负责⼈ 
• 研究领域：⽣物制药，⽣物⼯程等

Thomas Sauerwald Raghu Rau Jossy Sayir

• 剑桥⼤学计算机科学部⻔教授 
• Emmanuel学院教学主任 
•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 剑桥⼤学罗斯查尔德⾦融学教授 
• 剑桥⼤学创新⾦融中⼼创始⼈/主席 
• 研究领域：⾏为⾦融学、⾦融科技

• 剑桥⼤学⼯程学院教授 
• 剑桥⼤学纽曼书院、罗宾逊书院院⼠与系主任 
• IEEE信息理论研讨会的技术计划联席主席

导师团队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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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授课⽼师均为剑桥⼤学在职授课⽼师，是各领域专家、学科带头⼈， 

拥有最好的教学成果，深受中国学⽣喜欢。



往期学⽣项⽬评价
河同学  

⻄安交通⼤学

我⼗分推荐这个线上项⽬，在这⾥你会遇到⾮常优秀的⼩组
成员，来⾃不同的⼤学和不同的专业，你会收获国外顶尖⼤
学教授的授课，你也会收获⼗分珍贵的开⼝说英语的机会。
你会因为⼀次正确的选择，拥有⼀次不同寻常的蜕变。

充实⾃我 背景提升 
打磨英⽂ 团队合作

这是⼀段很奇妙的经历，只要你⽤⼼学习就会收获颇多，拓
宽视野，看到更⼤的世界，收获全新看世界的视⻆。剑桥教
授⾮常和蔼，讲课深⼊浅出，对于深度学习有着⾃⼰独到的
⻅解，细⼼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常推荐这个项⽬，不仅能收获AI相关的基础知识，还能
体验到剑桥⼤学的学习模式、听到剑桥⼤⽜教授的课程，对
于希望出国的同学来说，这个项⽬可以让我们提前感受⼀下
留学的学习氛围，提前感受全英课程。

吴同学  
重庆⼤学

叶同学  
北京理⼯⼤学

毕同学  
中央财经⼤学

这个项⽬对于我来说有着意外之喜，除了学习了AI的专业应
⽤，还让我熟悉了⼀个项⽬所有的准备和流程，培养了我作
为组⻓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这是很珍贵的东⻄，我认为它将
会让我现在的⽣活和之后的道路⾛得更加坚实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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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参与了暑校项⽬ 
提升个⼈软实⼒硬提升背景

8162
过去⼗年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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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I+ 学⽣项⽬成果

项⽬推荐信、成绩单、证书均可⽤于未来申请流程材料。过去5年，超过1500位留学学⽣成功申请世界前100⾼校。

课程优秀笔记展示 ⼩组合作项⽬⽇志 项⽬证书 教授推荐信

参与项⽬将习得⼀套标准化项⽬管理知识体系， 
帮助建⽴未来学术及职业发展的项⽬合作认知。

项⽬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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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I+ 学⽣项⽬成果
精选/参课同学每周项⽬成果/课程笔记展示

Ca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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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I+ 往期参课数据

英⽂应⽤ 学习能⼒ ⽬标规划

项⽬前 6.54/10 7.74/10 8.55/10

项⽬后 8.21/10 8.68/10 9.22/10

8%

21%

71%

计划出国 还不清楚 考研/其他

45%

32%

15%

6%

1%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课程满意度评分：9.06未来个⼈规划

67%

20%

11%

2%

10分 8分 9分 10分

教授满意度评分：9.44

项⽬收获评价
TOP1收获/团队合作及领导⼒提升

项⽬前后成⻓对⽐ 项⽬后收获词云

此数据为2021年寒假CamAI+反馈数据，数据真实，有学校报备，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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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I+ 项⽬申请咨询

Q1/项⽬适合什么年级的学⽣参加？ 
往期参课学⽣跨越⼤⼀到研究⽣不同阶段，其中⼤⼆、⼤三的学⽣最多。项⽬通过PBL⽅式进⾏合作，不限专业背景，建

议尽早参加，将会帮助到整个⼤学阶段的个⼈规划及认知拓展，提前储备个⼈学术竞争⼒。

Q2/我是商科、⽂科的同学，我能听懂⼈⼯智能吗？ 
课程中⼈⼯智能的部分将分级进⾏，⽬的就是让不同领域的同学进⾏不同深度的AI知识学习，从⽽能够进⾏所属专业学

科的应⽤项⽬研究。

Q3/我担⼼语⾔能⼒不⾏，会跟不上吗？ 
全英⽂授课对⼤多数同学都是挑战，根据我们每节课的数据反馈，超过50%的同学第⼀节课的听懂程度⼤约60%，1周

之后，平均听懂程度⼤幅度提升⾄80%，项⽬后平均当堂听懂程度达到90%。

Q4/课程提供回放吗？ 

CamAI+是全直播课，但依然提供授课类课程的回放，帮助⼤家复习课程，同时也提供课程字幕帮助理解。

Q5/线上课效果会有影响吗？ 
线上课程最⼤的优势体现在直播形式以及⼩组合作，你将拥有不出家⻔就可获得的深度科研经历。 
你可以添加课程⽼师联系⽅式，获得更多体验反馈信息。

添加课程⽼师微信咨询 

并获得公开课参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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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not down at 
your feet. Try to make sense of what 
you see, and wonder about what 
makes the universe exist. Be curious.” 

Stephen Hawking 

剑桥在812年的历史中 

培育了 

改变世界的各领域巨擎 

118位诺奖获得者 

让我们 

汲取剑桥科研的⼒量 

变得优秀 

成为伟⼤

“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not down at your feet.  
Try to make sense of what you see,  

and wonder about what makes the universe exist.  
Be curious.” 

Stephen Hawking

仰望星空 

保持好奇/保持求知/保持探索 

成为未来世界所需的⼈⼯智能+⼈才 



覆盖理⼯商科⼈⽂的⼈⼯智能+应⽤专业课程⼯坊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