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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学项目 2022暑假  

官方背景提升项目 在线学术课程 在线科研论文 

 
 

 
项目背景 

 

 

为了让中国大学生体验世界一流名校的学习及学术氛围，南洋理工大学将为学生提供在线学术课程和

科研论文等不同主题的交流项目，本次项目由对应领域内导师授课，涵盖专业课程、小组讨论、在线

辅导、结业汇报等内容，最大程度的让学员在短时间体验南大学术特色，以提升学生自身知识储备，

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和团队协作能力。项目结束后，同学们可以获得相关的结业证书、学术证明信、成

绩评估报告单等，以对将来留学、考研等做背景提升。 

编号 课程主题 项目时间 项目时长 项目费用 课程信息 

NTO1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2022.07.23-08.28 6 周/36 学时 5980 元 附件 1 

NTO2 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2022.07.23-08.28 6 周/36 学时 5980 元 附件 2 
 

 
备注：实际项目日期可能会根据导师时间略有调整。 

 

 
大学简介 

 

 
 

 



南洋理工大学（英语：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缩写：NTU），简称南大，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世

界顶级综合类研究型大学，拥有 330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布于工学院、商学院、理学院、人文、艺术

与社会科学学院以及研究生院。南大亦设有与帝国理工学院联合创办的李光前医学院。 

南大获 QS 评为世界顶尖大学之一，同时七年蝉联全球年轻大学榜首。南大主校区时常被列为全球前 15 所

最美丽的校园。校内有 57 所建筑物获得新加坡建设局绿色建筑标志认证（相当于 LEED-认证）。其中，95%

的建筑物获得绿色标签白金奖。 

南大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成员，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创始成员、AACSB 认证

成员、国际事务专业学院协会（APSIA）成员，也是国际科技大学联盟的发起成员。南大在许多领域的研究

享有世界盛名，为工科和商科并重的综合性大学。 

 2022 QS世界大学排名第 12位 

 2022 QS亚洲大学排名第 2位 

 

 

 项目收获 
 

 
 

顺利完成项目的学员将收获： 

结业证书、推荐信、成绩评定报告、*优秀学员证明 

 

 

   

项目录取信 结业证书 推荐信 成绩评定报告 优秀学员证明 

 

 课堂概览 
 

 
 

    

    

 

 



 附件 1：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课程概览 

 

本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机器智能（或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知识及应用。机器智能结合了机器学习与人

工智能，使得机器能与周围环境进行智能交互。 

由于物联网（IoT）的发展，数据量和数据种类不断增加，使得机器智能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

人们在智能系统中的数据应用及数据价值意识的提高，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机器智能能够利用

数据预测未来、管理现在、让组织运行更高效。具有机器智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执行各种任务：优化

和自动化流程、提取和分类数据、分析和预测趋势/模式、加强与人与环境的互动。 

本课程通过贝叶斯分类器、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中的各种基本概念和算法原理来学习原始数据中的知

识（或规律）。内容涵盖从监督学习到无监督学习的各个领域，以及机器学习的各种应用。 

 学习目标 

 

完成本课程后，学员将能够： 

• 讨论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处理的基本概念与知识；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以用于通过复

杂的数据分析和挖掘算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 掌握机器学习的关键概念和技能，了解如何应用各种机器学习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 

• 掌握贝叶斯分类器、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中的基本概念和算法。利用计算学习就是更好地利用强

大的计算机从原始数据中学习知识（或规律）。 

 课程安排 

 

课程时间： 

第一周~第五周： 每周一次 3 小时专业课程（直播） 

第六周：3 小时结业汇报（直播） 

评估的形式： 

 课堂出勤率（个人） 

 随堂（或课后）测验（个人） 

 结业汇报（小组） 

 课程师资 

 

本项目由南洋理工大学指定的专业教师授课： 

Dr Kwoh Chee Keong 

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研究生院，主席助理 

Dr Kwoh 自 1993 年以来一直在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任教，他在应用各种机器学习和数

据分析方法的研究领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并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国际会议和期刊论文。他是众多国



际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和副主编，经常受邀作为众多高级会议和期刊的组织成员、评委或审稿人，包括：

GIW, IEEE BIBM, RECOMB, PRIB, BIBM, ICDM, iCBBE 等。他为众多专业团体提供了服务，并于 2008 年被

新加坡总统授予公共服务奖章。 

Dr Kwoh 的主要兴趣在于将各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工程、生命科学、医疗和

制造业，包括：数据分析和挖掘、软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推断、无标记数据学习、元和

集成学习。 

 项目日程 

 

课程 内容 

专业课程 

项目导览&欢迎致辞 

专业课（1） 

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机器智能、数据分析 

- 监督式机器学习与非监督式机器学习 

- 机器学习工具 

- 机器学习的先决条件 

数据与数据可视化 

- 数据特征：名目、顺序、等距、等比 

- 数据集种类 

- 结构化数据特征 

- 数据处理 

- 相似性和非相似性度量 

拓展课程 拓展课（1）：国际人才培养讲座 

专业课程 

专业课（2）决策树与分类 

- 分类方法 

- 决策树 

- 基于规则的分类器 

拓展课程 拓展课（2）：论文写作及科研方法讲座 

专业课程 

专业课（3）贝叶斯分类器、K-近邻算法、集成分类器 

- 贝叶斯分类器 

- 基于实例的学：K-近邻算法 

- 集成分类器 

- AdaBoost 

拓展课程 拓展课（3）：新加坡留学生活分享会 



专业课程 

专业课（4）支持向量机 

- 最佳分离超平面 

- 高维映射与核方法 

- 支持向量机 

专业课程 

专业课（5）人工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 人工神经网络：感知机、多层感知器等 

- 深度学习：局部与非局部结构、端到端学习等 

专业课程 小组结业汇报展示&项目结业致辞 

 

 备注：以上课程为直播形式，学员需按时参加每周课程模块的在线学习；具体时间会根据导师安排调整。 

 

 附件 2：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课程概览 

 

到 2050 年，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 90 亿，因此健康和营养变得越来越重要。快速的城市工作环境和包括

COVID-19 在内的新传染病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对人类生物化学（从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到免疫学

再到新陈代谢和健康）的深入了解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制定适当的策略以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以

及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关重要。 

 学习目标 

 本课程旨在让参与者了解医学领域中的生物化学概念及前沿技术创新。 

 课程安排 

 

课程时间： 

第一周~第五周： 每周一次 3 小时专业课程（直播） 

第六周：3 小时结业汇报（直播） 

评估的形式： 

 课堂出勤率（个人） 

 随堂（或课后）测验（个人） 

 结业汇报（小组） 

 课程师资 

 

本项目由南洋理工大学指定的专业教师授课： 

Prof Chen Wei Ning, William 

南洋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 



Prof Chen 拥有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硕士及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生物与工程结合(生物工程)，化学物质的代谢与微生物工程，食品营养与安全致病基因寻找。Prof Chen

在培养各级大学生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奉献精神。先后有 31 名博士、18 名硕士和无数本科生毕业于他

的南洋理工大学实验室。陈教授于 2010 年在南洋理工大学大会上荣获 “鼓舞人心导师”奖，以表扬他曾

带领南洋理工大学本科学生获得李光耀金奖及许文惠学者奖。 

 项目日程 

 

课程 内容 

专业课程 

项目导览&欢迎致辞 

专业课（1）：生物医学导论 

- 关注人类健康和疾病生物学的学科。 

- 生物医学的四个主要领域：遗传与发育生物学，人类免疫学，细胞代谢，新陈代

谢与人类健康。 

拓展课程 拓展课（1）：国际人才培养讲座 

专业课程 

专业课（2）：遗传学和发展生物学 

- 遗传学和发展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基因和环境；基因表达；细胞生物学；分子生

物学；发展阶段。 

拓展课程 拓展课（2）：论文写作及科研方法讲座 

专业课程 

专业课（3）：人类免疫学 

- 自然免疫；体液免疫；细胞介质免疫；感染免疫应答；COVID-19 疫苗的开；

COVID-19 药物开发。 

拓展课程 拓展课（3）：新加坡留学生活分享会 

专业课程 
专业课（4）：细胞代谢原理 

- 代谢原理；化学能源及资源；葡萄糖代谢；非葡萄糖代谢；代谢途径的协调。 

专业课程 

专业课（5）：新陈代谢和人类健康 

- 新陈代谢和饮食；新陈代谢和运动；新陈代谢和健康状况；新陈代谢和 COVID-

19。 

专业课程 小组结业汇报展示&项目结业致辞 

  

 备注：以上课程为直播形式，学员需按时参加每周课程模块的在线学习；具体时间会根据导师安排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