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安排
*以下为本次师资培训部分师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部分企业、产业师资
曾就职于中国搜索、搜狐畅游
实施了《中国汽车定制状况及消

唐克

巴川

费者需求研究》，《中国数字娱

等互联网公司，中国教育创新

现任竞技世界

校企联盟首席数据科学家、专

乐产业发展策略研究》，《中国

艾瑞互联网营

（北京）网络技

家委员会副主任，互联网+大

企业信息化软件竞争及客户需

销专家

术有限公司首席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专家评委，

求研究》等大量商业咨询项目。

数据科学家

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

著有多本营销类书籍。

校创新创业导师。

米辉波

丁永强
曾在中国大陆、香港、东南亚等

国际区块链财税标准协会 BATA

威盛信望爱公

地从事高科技企业的高层管理

Fin Chain 创始

创始发起人，京青年创业导师，

益基金会秘书

工作。2007 年共同发起亚太呼

人&CEO，北京大

中关村创业末来之星，亚杰商会

长，北京斯诺

叫中心联盟；作为评委协助马来

学软件工程硕

摇篮计划 12 期。数字新经济智

福科技发展有

西亚协会、香港协会、印尼协会

士，区块链金融

库创始发起人，中国会计行业服

限公司董事

等的年度大奖评审。

研究会发起人

务联盟副主席。

李洋
一汽解放汽车
有限公司业务
总经理

余涵

筹建/运营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和车辆学院

陈新河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汽车行业 26 工作经验，国家开

中关村大数据产

放大学汽车学院名誉教授，全国

业联盟副秘书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运用与

长，聚合数据独

维修比赛裁判等。

立董事

腊晓丽

软件有限公司

如 ADC, PLL, PMU，Memory，

华大九天大学

SerDes 等为代表的典型 IC 的设

计划总监

计原理。负责主编《华大九天模

国内资深 EDA
系统专家

拟设计全流程套件设计指导书》

究》，绘制涵盖 1500 多家大数
据创新创业的中国大数据产业
地图，出版《赢在大数据系列丛

有多年射频（RF）集成电路和器
件设计经验，了解模拟/RF/数模

系统架构师。深入了解模拟/数
模混合 IC 设计方法学，并掌握

《“十三五”信息经济发展研

书》

曾担任华大九天模拟 IC 全流程

北京华大九天

盟，主持国家发改委重大课题

北京华大九天软

混合 IC 设计流程及设计方法

件有限公司华大

学，掌握如射频 LNA, PA，ADC,

九天大学项目经

DAC, PLL 等为代表的典型 IC 的

理

设计原理。参与编写《华大九天

资深EDA系统专家

模拟设计全流程套件设计指导

和《华大九天模拟设计全流程套

书》和《华大九天模拟设计全流

件实验指导书》

程套件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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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立庆

曾为阿里集团、华为、阿尔卡特

曾就职于瑞典爱立信，从事后台

杨 扬

郎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当

Coudera 大数据 当网、中石油、中国银行、中航
资质认证，北航 国际等多家国内知名企业提供

瑞典乌普萨拉大
学、物联网讲师

文件验证，参与过部门多个重要
的开发项目，在文本处理上有着
丰富的开发经验。后就职于杭州

北航移动云计

培训与咨询。资深软件架构师，

禾风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嵌入

算硕士

移动云计算专家

式开发

朱建新

杨敏英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
业委员会专家

慧幼教育创始人

前山姆大叔环球教育副总经理 英
国卡迪夫大学国际公关硕士

创始人

前园长 商学院 执行院 长 ，

慧幼教育学前教

500+幼儿园指导经验，30 年

育专业教学负责

学前教育经验

人
为人工智能类成长型企业提供投融

周忠良
升维创投合伙
人、升维加速
器专家

资，专业规划，技术专长：类脑计
算、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智慧金
融科技、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
应用。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特

王晓丹

历任中银消费金融（上海）有限

毕马威管理咨
询大数据分析
团队副总监

参与《产品设计思维》《草图思
维——探寻商业草图创新本源》

洛可可设计学院

等多部设计书籍，主持完成可口

创始人、院长、

可乐、摩托罗拉、LG、华为、联

资深产品经理

想、等产品设计项目。

聘教授

常国珍

华大学幼教 EDP 教务长

蔡晓光

万雯雯
慧幼教育联合

前红缨教育集团副总裁、清

贾小婧

公司大数据实验室主任、经管之
家 CDA 研究院执行院长、亚信科

北京金信网银金

技、方正国际金融事业部、德勤

融信息服务有限

多家金融信息部门和金融高科

公司金融监管科

技公司数据分析顾问。

技总监

曾任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数据部高级分析师，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5 重大项
目，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等多个
全国性调研项目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罗训

师。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

刘 祺

CCF 虚拟现实与

分校，CCF，IEEE 和 ACM 的高级

香港理工大学软

可视化专业委

会员，CCF 理事，CCF 虚拟现实

件科技与知识管

员会副主任

与可视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

理博士

13 年 BI、数据挖掘及机器学习
工作经验和 5 年多的咨询经验，
熟悉大数据体系，有丰富的实践
工作经验和咨询项目操作经验。

及会员与分部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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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轩斌
周洪波

曾在同方股份、同方泰德、IBM
任 CTO、BEA 高级工程师,美国橡

清华大学工学学

现任北汽福田智科

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等。瑞士

士、博士、博士

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德州

后,IAI 第 97 届

总经理

大学 EMBA。

教育年会最佳海

张光义

合作项目。在机器学习、模式识
别和数据挖掘领域获得 5 个中
国专利和 1 个美国专利。意大利
举办的国际在线指纹识别竞赛
中获得冠军

报奖
CISP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

3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 1 项国际

关立新

CISI（注册信息安全专人员讲

清华、北大等高校 EMBA 特聘讲

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建设专

互联网营销专

师， 前腾讯开放平台项目经理，

CISSP 注册信息

业技术人员证书、中国通信企业

家，云管科技总

企业 O2O 驱动力打造的开拓者，

安全专家

协会网络安全人员能讲师认证、

裁、云智教育合

被誉为互联网解决式培训专家。

IBM系统管理员认证。

伙人之一

金满铮
曾担任搜狗、妙创意公司项目经

易观智囊培训

理。 成功案例 YOOTOO 智能拉杆

师，京东商学

箱，龙牙内裤，皇鼎智能门锁 3D

院预备讲师，

打印机 miniOne。新浪微博商学

新浪营销大会

院首席高级营销讲师

三年互联网行业人工智能算法

关捷雄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软件工程硕士

工作经验。现为上海果雪科技计
算机视觉算法工程师。在图像处
理，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等方向研究多年。

金牌营销专家
苏 鹏
北京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硕

曾任 aFocus 灵狐股份数字营销
曾任职于微软中国 DPE，从事微

魏家东

软技术全国推广工作，担任微软
在线平台 MSDN.COM 的特约讲

士，任职于中

师，连续六年获得微软最有价值

国联通

专家。

副总经理，国家级营销师，系艾
瑞网、易观网、梅花网等多家媒

东狮品牌咨询

体平台专栏作者，已出版《留在

CEO

北京》等多部著作，部分文章刊
登于《数字商业时代》等杂志。

部分慧科师资
担任中国教育创新校企联盟（产

陈 滢
慧科集团合伙
人、集团 CSO、
慧科研究院院长

盟）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专家，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专家，教育部首批全国万名优秀
创新创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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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作为高级项目经理和架构师

李 祺
慧科集团大数据
学院院长 阿里云
认证专家 MVP

带领团队为中国人寿、HP 等多
家企业完成大型企业管理系统。
为北航、山东大学、等学校的本、
硕学生授课，并带领学生先后完
成百余个企业级开发项目

3

李兴华

肖 尧
具备多年嵌入式、物联网项目开

参与项目：CCTV 新台址、国家
公安部、成都政府楼、首都机

慧科智能物联学

发经验，负责过智能农业项目、

慧科集团虚拟现

场 T3 航站楼、中国网上世博

院院长、阿里云

智能家居等项目开发及管理经

实工学结合学院

会、元大都等，15 年行业及教

MVP

验。

院长

学经验

曾任 YY 教育、微吼直播产品运

郑科宇

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院、北京

营经理，负责教育产品线上全线

孙 剑

推广，直播运营、App 运营和市

印刷学院等高校特聘讲师。曾参
与 06、07 年央视春晚背景幕墙

北京航空航天大

场业务合作。现主讲互联网营销

慧科新设计教学

效果制作，中国地震局官网项目

学软件工程硕士

与电子商务方向课程，并负责课

负责人

设计制作。15 年教学、产品

设计、项目管理经验。

程产品设计和研发工作。

宋德峰

5 年嵌入式开发、3 年产品研发

张 峻

经理、6 年嵌入式教学经验、15

慧科沿海教学负

年智能硬件行业经验。先后为滨

阿里云金牌讲

责人、西湖创客

江兄弟、恒升、大华、海康等知

师，华南理工大

汇创业导师

名企业提供行业技术讲座。

学 特聘讲师

王 静

任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中心软件
工程师、 IBM 中国软件研发中
心软件研发工程师。

吉林大学商学院 MBA，曾在腾讯

参与 06、07 年华为移动端数据

周沿前

慧科新设计专业

界面，中国五矿集团，北京银行，

负责人 15 年教

工商银行，山东日照银行项目策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工业产品设

划，以及四星级以上酒店整体视

学软件学院讲师

计、项目管理经

觉端设计。出版 UI 界面设计，

兼硕士生导师

验

色彩学等书籍。

叶风哲

国防科技大学软件工程硕士。曾

公司总部为腾讯公司管理人员
作电子商务培训，百度电商营销
专家，贵洲商务厅电子商务云平
台建设项目咨询顾问，工商银行
校园合作项目咨询顾问。

章志刚
工信部高级大数据应用工程师

历任特艺中国研究院、加拿

慧科研究院高级

认证，阿里云大数据分析师认

北京大学金融学

研究员，慧科新

证，阿里云大学驻场讲师，全球

硕士、北京交通

蓝石科技等机构高级研究

商科学院商业分

首位微软人工智能专业学位

大学信息学硕士

员、架构师、技术总监和首席

析专业主任

（MPP）获得者。

以及浙江大学学

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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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莓集团、数景未来科技、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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