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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亮点

美式课程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由在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组设计、准备和讲
授。每次的课后辅导，均由博士后研究院或博士生讲解。课程主
题为以前沿工程与技术发展为主题，分为6-8个课题，帮助同学们
在交流期间深入获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绩。

背景提升机会

将有机会获得知名学术人物亲笔签名的结业证及推荐信（部分表
现优秀的同学可获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斯坦福大学
两校资源联动

在享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术资源的同时，获得斯坦福大学学
术资源的支持，实现学术资源的互补与联动，收获更大学术提升。

深度探索硅谷企业及学术实验室

学术实验室与企业参访结合，观摩工程学致力于应用科学领域的
探索与价值实现。拜访旧金山湾区的企业将帮助同学们了解工程
学方面的成就如何转变为可使用的技术成果与价值。

该项目浓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为著名
的工程与技术方向的课程，同时根据学生的
课程定制化设计与学术匹配相关的交流内容，
以便同学深入了解伯克利的技术成就及硅谷
的文化，并充分探索旧金山湾区和硅谷地区
的著名机构和企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Cal）创建于1868年，是世界上最杰出及最负盛名的高等公立

学府之一，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的第一所大学，更是美国大学协会的创始会员之

一。加州大学共克利分校的研究水平非常坚厚，拥有全美最多杰出研究课程，曾有

72位教职员或校友获得诺贝尔奖、15位获得图灵奖、45位获得麦克阿瑟奖、20位获

得奥斯卡金像奖及11位获得普立兹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六大最为顶尖的研

究型学术大学之一。

20世纪中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执行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

发的“曼哈顿计划”。1964年，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改变了整

个世界。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互联网的缔造者之一。

知名校友包括：鼠标发明者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英特尔创立者戈登· 摩尔、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苹果公司联合创立者史蒂夫 · 沃

兹尼克、软银集团创立者孙正义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课程Lecture & Seminar

课程以前沿工程与技术发展为主

题，分为6-8个课题，由教学经验

丰富和前沿研究经验丰富的教师

执教，帮助同学们在14天内通过

课堂教学、实验室参访、项目研

究与汇报的方式，深入获取相关

领域的研究成绩。

项目研究

启动美式自主学习方式，由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员指导，教

会同学如何发挥自我的辩证思考

能力和学术探究能力，利用伯克

利分校卓越的教学资源，对当代

科技的相关主题进行自主研究。

汇报Presentation

锻炼美式演讲表达能力及自主性

探索研究成果。汇报以小组为单

位，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业

学术评委对小组进行拼分和总结。

学生可通过此内容展现自己在美

式教育中的卓越思维，意识和表

现力。

浸泡Immersion

真正体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

的校园生活。在大学教师上课，

在大学餐厅就餐，体验大学图书

馆，感受体育馆设施，聆听大学

音乐会，和伯克利学生一样浸泡

体验伯克利的各类顶尖资源。

两校资源联动Combination

在享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术

资源的同时，获得斯坦福大学学

术资源的支持，实现学术资源的

互补与联动，收获更大的学术提

升。

企业参访Company Visit

工程学致力于应用科学领域的探

索与价值实现。拜访旧金山湾区

的企业将帮助同学们了解工程学

方面的成就如何能够转变为可使

用的技术成果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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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设计研究、城市计算、可

持续性、社会临场感、机器人学、物

理计算、交互设计、有说服力的技术

和亲密的媒体

混合生态实验室的创始人，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

副教授，CITRIS研发实验室主任，

Jacobs设计与创新协会首席学习官，

群实验室主任，BCNM（伯克利新媒

体中心）教授。

Eric Paulos

研究领域：机器人、机器学习和控制

鲁汶大学电气工程硕士，斯坦福大学

计算机科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他的成果被许多顶尖媒体报道，包括

BBC、《纽约时报》、《麻省理工学

院科技评论》、《探索频道》等。

Pieter Abbeel

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控制智能、机

器人、人工互动

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协会博士，交

互实验室主管，侧重于研究如何使机

器人围绕和支持人类工作，目标为使

机器人自主生成行为活动。

Anca Dragan

研究领域：网络通信、生物系统、计

算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密

歇根州立科技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气工程博士

Thomas Courtade

研究领域：电子系统、垂直腔面发射

激光器（Vertical 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模型系统

斯坦福大学物理特征理学学士，电子

工程理学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

EECS学士。

S. Adair Gerke

研究领域：计算机视觉、人机互动、

制图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和计算

机科学系副教授，卡耐基梅隆大学教

授。

曾获得最佳论文奖、NSF事业奖、

SIGGRAPH重大新研究奖等。

Alexei Efros

名师授课 最终确认的授课老师将根据报名学生专业背景有所调整



前沿工程与技术发展
聚焦计算机工程学的数个备受关注的领域。

虽然不同工程学科关注看似不同的领域，但

计算机工程学的重要命题将这些学科联系了

起来，构成了现代工程学学术发展的重要版

图。你将聆听计算机工程学的重要学术任务

介绍他眼中的当代前沿工程学与技术革新发

展趋势。希望这将点燃你的未来学术研究灵

感与职业方向。

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

是指由人工制造出来的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智

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普通电脑实现的

智能。该词同时也指研究这样的智能系统是

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科学领域。人

工智能的研究是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各

分支领域都是深入且各不相同的，因而设计

范围极广。

2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人工智能

的一个分支，在近30多年已发展为一门多领

域的交叉学科，涉及概率论、统计学、逼近

论、凸分析、计算复杂性理论等多门学科。

机器学习理论主要是设计和分析一些让计算

机可以自动“学习”的算法。

3

图像分析
图像分析（Image Analysis）致力于研究图

像的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使用图像处理的

各种技术，它更倾向于对图像内容的分析、

解释和识别。因为，图像分析和计算机科学

领域中的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关系更密切

一些。图像分析一般利用数学模型并结合图

像处理的技术来分析底层特征和上层结构，

从而提取具有移动智能型的信息。

4

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是一门研究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关系的学

问。系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也可以是

计算机化的系统和软件。人机交互界面通常

是指用户可见的部分。用户通过人机交互界

面与系统交流，并进行操作。人机交互界面

设计要包含用户对系统的理解（即心智模

型），那是为了系统的可用性和用户友好性。

5

云计算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种基于互联

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

件资源和信息可以按需求提供给计算机各种

终端和其他设备。云计算描述了一种基于互

联网的新的IT服务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

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而且

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

云计算依赖资源的共享以达成规模经济，类

似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集成大量的资源供

多个用户使用，用户可以轻易的请求（租借）

更多资源，并随时调整使用量，将不需要的

资源释放回整个架构，因此用户不需要因为

短暂尖峰的需求就购买大量的资源，仅需提

升租借量，需求降低时便退租。服务提供者

得以将目前无人租用的资源重新租给其他用

户，甚至依照整体的需求量调整租金。

6

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利用应用数学、

信息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研究生

物学的问题。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材料和结果

就是各种各样的生物学数据，其研究工具是

计算机，研究方法包括对生物学数据的搜索、

处理及利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序列

比对、基因识别、基因重组、蛋白质结构预

测、基因表达等。

7

核心课程：创新创业与前沿科技 根据报名学生专业背景有所调整



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乘坐国际航班前往美国名城旧金山。

抵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入住酒店。

Day1

项目启动
项目启动仪式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师向远道而来的华中科

技大学的教授与同学们致以诚挚的欢迎。

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1 课。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跟随助教老师参访美丽而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园，

感叹全球顶尖学府的教学资源的博大。

造访校园的地标——萨瑟塔。

探索加州大学植物园。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2

专业课程
上午，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2 课。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按照地道的美国学术研究方式，展开小组研

讨与协作，进行学院式的项目研究。

造访加州大学古生物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useum of Paleontology）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Day3

大师演讲
上午，聆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演讲。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前往硅谷地区。

拜访全球顶尖科技企业。

享用地道加州美食。

Day4

参考行程 最终确认的行程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专业精神
上午 , 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4 课。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 , 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5 课。

造访伯克利分校的瑰宝之一——劳伦斯科学馆

（Lawrence Hall of Science）。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6

探索旧金山
前往旧金山市区，拜访著名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造访美国地标金门大桥。步行穿过九曲花街。

感受渔人码头的繁华气氛。

前往斯坦福大学，聆听成就斐然的华科校友的奋进故事。

享用地道加州美食。

Day7

校园生活
上午，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6 课。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体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进的体育场馆与运

动设施，体验真正的顶尖名校校园生活。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8

科技学习
上午 , 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3 课。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 , 继续展开小组研讨与协作。

聆听科技类创业成功人士的分享，感叹创业者为梦

想驱动的感染力，寻找自己内心的渴望，探寻身边

的创业灵感。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5



科技之光
上午，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8 课。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 , 继续展开小组研讨与协作。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10

科技企业的孕育
上午，继续展开小组研讨与协作，为完善最终汇报做最

后的努力。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前往硅谷产业孵化机构，拜访高科技产业规划人员。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11

最终汇报
上午 , 面对你的老师与同学 , 结合幻灯片与投影仪 ,

陈述你的学术研究项目。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收获结业证书。

进入大学图书馆，体验一回加州大学伯克利学

生的学习状态。

感受你在顶尖名校的最后点滴时光。

在学生餐厅享用晚餐后，最后一次与同学们享受这

所顶尖名校的美好冬夜。

Day12

告别旧金山
告别魅力无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前往奥特莱斯购物村。

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

Day13

作别美国，回到温暖的家
回到温暖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园。

Day14

永恒之美
上午，聆听专业核心课程·第 7  课。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午餐。

下午 , 继续展开小组研讨与协作。

造访独一无二的伯克利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博物馆

（Berkeley Art Museum and Pacific Film Archive）

在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晚餐。

傍晚，根据学校的安排，参与校园活动。

Day9



学费包含
学术及学习费用

专业学术课程费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师团队学术研究、授课、

辅导费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学场地相关费用；

嘉宾邀请及演讲费用；

企业参访相关费用。

国际往返机票

国内出境口岸往返美国旧金山市的国际机票。

住宿与餐饮费用

既定活动相关餐饮及费用。

健康与安全费用

海外安全保险与医疗服务；

紧急治疗包和支援服务；

美国当地医院医疗服务；

项目日期：2018年1月28日——2月11日

招生人数：40（择优录取）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10月31日

学费：约50,000元人民币

注意：

出发时间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行程及设施可能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策调整、授

课老师个人原因、企业政策调整、政府行为等不可抗

力而产生调整

项目活动费用

旧金山城市旅行相关费用；

硅谷地区旅行相关费用。

国内行前费用

行前语言评估课程；

行前性格评估课程；

行前文化课程；

行前安全培训。

美国签证申请及签证服务费用

美国签证办理费用；

美国签证申请咨询及面签指导费用

学生面签往返交通费用。

学费不含
目的地国家境内个人消费；

行李托运超重费用；

个人护照办理费用。

费用说明

报名地点：武汉喻园格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主校区邮局对面友谊公寓附楼）

咨询老师和电话：王老师 027-8755 9060

乐老师 18501340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