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亦教隊協 (2021)3号

美子升展 2021年暑期大学生銭上

国際深程科研項目的通知

各会長高校 :

力満足新冠肺炎疫情期同大学生不1用 海外代廣教育資源提

升学木科研能力的需求,我会咲合英国01杯大学、牛津大学,カ

江亦高校大学生提供残上国膵渫程科研項目。今年寒仮期日,我

会已狙須了項目実施,得至1了 項目参与学生的一致汰可。他11反

映渫程内容新穎,結合了前浩研究和実践;券解由浅入深,晨晨

遊辻;教授姪詮キ富,指早耐ノむ;保后的輔早答疑,孔 固了所学。

参与此次深程不供荻得箸立江ギ不口推若信,遅提升了寺立失ロス水

平,提高了英文交流水平,升拓了国隊祝野。部分需友表沿文的

学生也 1文 至1了 国際期千1的 沿文刊永通失口。現杵 2021年 度暑期項



目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内容 

参与项目的学生将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相关专业教授的指

导下开展为期 8-10 周本专业相关课题的学习与研究。学习期间，

教授每周利用 Zoom 平台集中授课一次，时长 45 分钟；导师每

周答疑一次，时长 45 分钟；导师指导论文写作 2 次，每次 45 分

钟；导师参与论文答辩两次，每次时长 45 分钟。 

学习前提前发放预习材料、授课 PPT 等，帮助学生做好听课

准备；授课后，提供授课视频供项目学习者反复观看；学习期满，

学生将获得教授亲笔签名的推荐信、项目评估报告以及项目结业

证书，有意者论文可在 CPCI/EI 会议等国际刊物发表。上述学习

收获材料是证明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依据，是学生申请国内外硕

士研究生的有力证明材料。 

二、可申请课题、内容介绍、相关专业及授课教师 

（一）课题《全球化趋势下的教育与公共政策研究》 

内容介绍：培养全球化背景下学生对于信息的筛选能力及正

确的思考方式，注重培养参与者批判性思维及分析能力，提升对

于教育理论及公共政策知识的理解，通过集中训练掌握对复杂问

题的表达方式及全球化格局思维方式。 

相关专业：教育学、公共政策、国际关系、全球治理 

授课教师：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Kalypso Nicolaïdis 教授 

（二）课题《公共卫生与生物医学：冠状病毒“战疫”》 



内容介绍：帮助学生构建公共卫生与生物医学知识体系，特

别是冠状病毒的相关知识，全面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未

来升学和求职奠定坚实的基础。 

相关专业：医药学、免疫学、生物学 

授课教师：牛津大学流行病研究组组长、新兴传染病和全球

健康专业 Peter Horby 教授 

（三）课题《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算法在线学科科研》 

内容介绍：本课程教授人工智能的基本方法，尤其侧重神经

网络算法的实施。课上会在生物相关的实例中，运用模仿生物神

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的数学模型或者计算模型，大量的编程示例

和 AI 技术解析各类信息来源并使之实现智能的、目标导向的行

为。 

相关专业：计算机、人工智能 

授课教师：剑桥大学计算机专业 Hatice Gunes 副教授、高级

研究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智能与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 

（四）课题《实证金融学在股市中的运用》 

内容介绍：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当前金融市场实证研

究的课题、方法和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重点在模型

构建和方法运用以及实证结果及其解释上。 

相关专业：金融、经济、金融工程等商科专业 

授课教师：剑桥大学 Judge 商学院金融学专业 Raghavendra 

Rau 教授 



（五）课题《21 世纪新能源技术》 

内容介绍：教学内容包括电厂与电网、建筑和交通行业中的

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未来技术、离岸风和氢能经济、地热系

统、智能电网、清洁碳基燃料、能源技术革新、可再生能源政策、

未来城市设计等。学生在项目结束时提交项目报告，进行成果展

示。 

相关专业：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电气工程、能源工程、环

境工程、建筑工程、材料工程等 

授课教师：剑桥大学 Cavendish 实验室 John Ellis 教授 

三、项目时间 

2021 年 7 月 31 日开始上课。 

四、项目流程 

1．学生报名，提交报名表及个人英文简历。 

2．视频面试。 

3．确定是否录取。 

4．录取后，缴纳项目费用。 

5. 提供课前学习指导，发放授课 PPT 等相关预习材料。 

6．学习期间。因与外国有时差，如错过课程，提供课程视频

回放，可反复观看。 

7．学习结束，获得教授亲笔签名的推荐信、项目评估报告以

及项目结业证书；有意者论文可在 CPCI/EI 会议等国际刊物发表。 

五、报名截止时间 



扱名工作予 2021年 6月 25日 裁止,靖 14扱名表 (附件 1)

友送至 3293848738@qqocOm由 F tt。

六、咲系方式

咲系人:任老りT

屯  t舌 : 025¨83335210

や争  ≠こ: 025… 83335214

屯  由F: 3293848738(DqqoCOm

QQ群号:1043260113

地 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省教育大夏 2003カ、公室

由F  ″詰: 210024

附件:1.江亦大学生銭上国隊深程科研項目扱名表

2。江芥大学生残上国隊保程科研項目洋乏口介幻

3.江亦大学生銭上国陣深程科研項目費用

鼈ユ」



附件 1  

江苏大学生线上国际课程科研项目报名表 

 

学生信息 
Student Information 

名字  
First Name 

姓氏  
Last Name 

性别  
Gender 

   

手机号  
Phone No. 

学生电子邮箱 
 Student’s E-mail 

学生微信号  
WeChat 

个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学校名称  
School Name 

年级 
 Grade Level 

专业 
Major  学校信息 

School 
Information    

标准化测试成绩 
English Test 其它信息 

Other 
Information □大学四级 □大学六级 □专业四级 □专业八级 

雅思______ 托福______ 

情况说明  
Details 

申请项目名称 
Program Name 

1. 

2. 

3. 

其他说明 
Other 

 

 
*表格请用英文填写，申请人附英文简历共同提交 



附件 2  

江苏大学生线上国际课程 

科研项目介绍 

 

一、《全球化趋势下的教育与公共政策研究》 

1.项目背景  

教育及学校教育长期以来一直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密

切相关。近年来，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教育交流与政策制定，

参与相关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发起的论坛讨论。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7 国集团(G7)、世界银行、欧洲联盟(欧盟)、世界贸易组织

(WTO)、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各国间的教育体制表现形式成为关注

的重要问题，教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竞争力的强弱。自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如何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和培训一直为各国政府所关注，

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探寻既能保证质量，又具经济性的教育改革之路，采取

相关措施调整教育政策进而提高教育的效率。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正是

在此背景下，大力推进国内教育市场化。200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OECD 举办的大型国际性教育成果比较和监控项目)开始提供一种比较各

国教育质量的方法与途径。在本课程中，授课教授将带领我们共同探讨全

球化趋势下的教育与公共政策的宏观及微观问题，即教育政策和社会关系

在社会内部及社会之间的动态变化。 

2.项目介绍  



课程重在培养全球化背景下学生信息筛选能力及正确的思考方式；提

高批判性思维及分析能力；提升对于教育理论、公共政策及相互间关系的

理解；通过训练掌握复杂问题的表达方式及全球格局角度下的思维方式。 

3.相关专业  

教育学、公共政策、国际关系、全球治理 

4.授课教师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 Kalypso Nicolaïdis教授 

专业讲授国际关系、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经济学、谈判和博弈论的

理论和实践以及研究方法等课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欧洲理事会关于“欧洲未来反思”小组成员；英国退欧牛津工作组和全球

和平技术项目主席。研究领域包括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事务、共识、民主

理论、团结和同情、全球治理和国际贸易、可持续一体化、后殖民主义以

及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等。 

5.项目大纲  

“国际社会”分析 

    解析模型在教育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当代文化及身份认同 

教育在全球“南北合作”中的表现 

探讨分析在教育领域有影响力的全球政策参与者：世界银行&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二、《公共卫生与生物医学：冠状病毒“战疫”》 

1.项目背景  

2020 年初，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悄然打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不仅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号召，更是每个家庭的幸福所在和个人的生

命安全所系。冠状病毒是什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传染疾病？如何进行自我

防护？ 

课程将在海外名校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帮助学生构建公共卫生与生物

医学知识体系，特别是冠状病毒的相关知识，全面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

力，为未来升学和求职奠定坚实的基础。 

2.项目介绍  

学生将在课程中学习公共卫生与一般预防医学、传染病、冠状病毒爆

发、感染和免疫反应的相关知识。项目结束时，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现实问题，提交项目报告，进行成果展示。 

3.相关专业 

医药学、免疫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 

4.授课教师 

牛津大学流行病研究组组长、Peter Horby 教授，从事跨基础科学、

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科的传染病研究。 

2014年，Peter Horby教授成立了牛津流行病研究小组(ERGO)。ERGO

正在从事一项国际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计划，以应对新出现的可能发展为



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病毒。ERGO 对一系列流行病进行研究，包括埃博拉

病毒疾病、禽流感(H5N1 和 H7N9)、MERS-CoV 和肠道病毒 71。ERGO 参与

了许多国际项目，包括欧洲委员会资助的 PREPARE项目和 ISARIC(国际严

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盟)。 

5.项目大纲  

公共卫生与一般预防医学：预防医学是指“以人群为研究对象，应用

宏观与微观技术手段，研究影响健康因素及其作用规律，阐明外界环境因

素与人群健康的相互关系，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与措施，以达到预防疾病增

进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一门医学。”学习公共卫生的概念、

原则等  

传染病定义、类型与成因：“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

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学习传染病基本

知识，探究严重疾病传播以及如何自我防护 

冠状病毒爆发：了解冠状病毒爆发的过程和疫情预测 

冠状病毒感染和免疫反应：掌握冠状病毒传染和人体免疫反应，对冠

状病毒的传播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 

 

三、《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在线学科科研》 

1.项目背景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三大尖

端技术（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能）之一。近三十年来人工智能技



术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很多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人

工智能已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自成体系。

人工智能目前不仅在计算机领域得到广泛发挥，在机器人、经济政治决策、

控制系统、仿真系统中都得到广泛应用。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

部分，它通过模仿人脑结构及其功能的信息处理系统，数据的学习、结构

和算法实现对大脑的研究，提高人们信息处理的智能化水平。 

2.项目介绍 

课程教授人工智能的基本方法，侧重神经网络算法的原理与方法教学。

在生物相关的实例中，运用模仿生物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的数学模型或

者计算模型、大量的编程示例和 AI 技术解析各类信息来源并使之实现智

能的、目标导向的行为。 

3.相关专业 

有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基础的学生，对计算机、人工智能有兴趣的

学生。 

具有高数基础、编程基础，数据结构算法较好。 

4.授课教师 

剑桥大学副教授 Hatice Gunes，高级研究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智能与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情感、仿人智能计算、个性计算、社会信号处理、

人类行为理解、社会机器人、人机交互、智能用户界面、虚拟现实中的人



类感知、辅助技术 

5.项目大纲 

人工智能概述 

逻辑程序设计语言 

基于图搜索的问题求解 

基于遗传算法的随机优化搜索 

知识表示与推理 

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 

四、《实证金融学在股市中的运用》 

1.项目背景  

实证金融侧重于使用金融计量技术实证分析金融市场中的现实问题。

实证金融研究是一个“发现”过程，这种发现主要基于金融现象本身，而

不依赖于我们想从金融现象中发现什么。实证金融研究投资组合理论和资

产配置、资产定价和因子模型、市场有效性、汇率和利率的拟合和预测、

风险价值（VaR）等。实证金融研究是一个观察、解释所看到的金融现象

然后进行预测的过程。 

2.项目介绍  

课程介绍，讲解实证分析中一些主要课题。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当前金

融市场实证研究的问题、方法和目的。焦点主要集中股票市场，重点是模

型、方法以及实证结果及其解析。 



3.相关专业 

金融、经济、金融工程等商科专业，以及对投资理财、股市感兴趣的

学生。 

4.授课教师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 Raghavendra Rau金融学教授，欧洲金融协会前

任主席和“金融管理”前任编辑。剑桥另类金融中心(CCAF)创始人、主任，

剑桥公司治理网络(CCGN)成员。 

Raghavendra Rau 曾于 2008-2009 年在旧金山担任巴克莱全球投资

者(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负责人，该公司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资产

管理公司。曾任《企业金融期刊》《银行与金融期刊》《金融评论》《金融

季刊》等杂志副主编，其研究成果经常被包括《纽约时报》《金融时报》

《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在内的大众媒体报道。 

5.项目大纲  

金融及金融机构概述 

货币与货币制度 

商业银行及其业务 

股市原理及赚钱途径 

在股市中运用金融学 

五、《21 世纪新能源技术》 

1.项目背景  



能源问题是各国发展的咽喉。“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

消费主体带来的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转型势在必行。清洁

能源的供应可以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以“低碳化、无碳化”理

念为核心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世界能源发展正在由

高碳能源时代进入低碳能源时代，由化石能源时代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保障能源安全，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

径，是各国政府、学界和行业各领域关注的焦点。世界能源开发现状和前

景如何？能源领域前沿技术有哪些？如何运用能源理论解决实际能源问

题？这些问题，在课程中将一一得到解答。 

2.项目介绍  

项目内容包括电厂与电网、建筑和交通行业中的能源利用、可再生能

源和未来技术、离岸风和氢能经济、地热系统、智能电网、清洁碳基燃料、

能源技术革新、可再生能源政策、未来城市设计等。学生在项目结束时提

交项目报告，进行成果展示。 

3.相关专业 

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电气工程、能源工程、环境工程、建筑工程、

材料工程等专业学生，或对可持续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等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油气勘探，环境保护等领域以及热能与动力工程专

业感兴趣的学生。 

4.授课教师 



剑桥大学 Cavendish 实验室教授 John Ellis 

研究氦原子散射表面的生长成为圣约翰学院 A型研究员，后在亚历山

大·冯·洪堡奖学金帮助下，转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 fuer Stroemungsforschung， Goettingen）。 2000 年，到

Cavendish 担任研究助理主任，并被任命为 Gonville 和 Caius 学院研究

员，随后成为自然科学（物理）研究主任之一。 

5.项目大纲  

能源生产：电厂与发电、能源分配和电网能源利用 

能源利用：建筑与交通行业中的能源利用、最新能源技术（电动汽车、

磁悬浮列车等） 

可再生能源与未来技术：离岸风与氢经济、地热系统、智能电网化石

燃料引发的能源技术革新；地球工程和建筑设计如何最大程度降低环境影

响，如何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清洁碳基燃料 

可再生能源与减少能源损耗相关政策：未来城市设计，中国、美国、

欧洲能源发展模式比较 

 

 

 

 

 



附件 3 

江苏大学生线上国际课程科研项目费用 

 

一、线上科研项目费用 

1、19800元/人 

费用包含：学习材料费用；教授授课、导师答疑、论文指导、答辩等

学习费用；教授签名的推荐信、项目评估报告以及项目结业证书费用。 

2、如需发表论文，需另加版面费 5000元。 

二、缴费事项 

请报名学生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前一次性缴纳全部费用至我会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账  号：10 1005 0104 000 6336 

开户行：农业银行南京云南路支行 

三、注意事项 

汇款凭证上请注明学校名称、学生姓名、汇款人姓名，再将汇款凭证

电子版发至329384873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