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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e are?

● Based in Cambridge
以剑桥为基地

● Partnered with Top-class Institutions
以顶尖创新机构为合作伙伴

● Led by prestigious Think Tank
以领域内专家和行业内先锋为智库

● Focused o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以双创和前沿科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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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do?

● Design and Deliver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mes
量身设计高管培训项目

● Consult and Advise 
corporations of their challenges in 
the area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专业提供企业创新咨询

● Research and Explore 
best practice in innovation
倾力研究行业最佳方案



Head of Studies 教务主任
Professor Alan Barrell

白睿教授 
剑桥大学资深教授

剑桥贾奇商学院常驻企业家

同时兼教于包桑德兰大学以及朴次茅

斯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和安格利

亚鲁斯金大学作为优秀的天使投资人，

白睿教授在数个高科技初创企业担任

主席职务和创业导师，他撰写了 “Show 
Me The Money 创业公司如何融资）”一
书，并随之而成为中国数个创业创新学

院的指定教材。。他荣获了由英国女王

颁发的企业促进奖以及芬兰总统颁发

的白玫瑰一等骑士勋章

CIA Advisory Board Members
学院校董会

Head of Research 科研主任
Professor Peter Tyler

泰勒教授
剑桥大学资深教授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院长

作为城镇规划和智慧城市的国际顶级专家，
他还担任着英国及欧盟政府研究员的职务。
泰勒教授的科研成就显著，特别是在城市区
域经济和工业政策方面。除了英国政府的研
究工作，泰勒教授还负责欧洲委员会、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于城市区域、工业及评
价政策的研究。他最近完成了一项关于剑桥
生物科学集群的经济影响的主要研究。

Academia Committee学术指导
Mr. David Gill

大卫 吉尔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创新中心总裁
风投基金执行董事

专注投资早期技术型企业。此前, 他曾负责管
理伦敦汇丰银行的创新科技部门。大卫·吉尔
同时也是多家著名企业的非执行董事，包括
GreaterCambridge-Greater Peterborough企
业伙伴关系、英国商业孵化有限公司和
Syndicate Room有限公司 (股票众筹平台)。
他还共同发表出版了一些关于创新、孵化和
金融的著作。



CIA  Key Faculty Experts
学院主要学科专家

Professor Martin Hinoul教授
鲁汶创新研究与发展主任

双创生态系统专家

Dr Raoul Gabriel-Urma 博士
剑桥程序学院院长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专家

1.   Professor Jay Mitra 教授

      埃塞克斯双创学教授

     创业和风险投资专家

 Professor Andy Hooper 教授
前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院院长
创新科技和数据系统专家

          Mr. Charles Cotton 院士
                    皇家物理学院院士
                    剑桥创新领域专家

Mr.Mike Cane 创始人
CPD 创始人和专利产品发明家
创新管理学和新产品开发专家



CIA Base- St.John’s 
Innovation Centre

学院基地---圣约翰创新
中心

CIA以圣约翰创新中心为基地，
坐落于剑桥大学核心区域，中心
始建1987年，缔属于建校于  1534 
年 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并由
爱丁堡公爵 (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的丈夫 )亲自揭幕。圣约翰

创新中心代表了英国最具规模及
历史的创新创业基地，获得英国

国家级科技园区及  英国国家级
科技孵化器的认证，是英国最早
的国家级创新创业孵化器基地。
圣约翰创新中心随着其巨大的成
功，陆续兴建新基地，其中以圣约
翰保罗·狄拉克命名的狄拉克基地
尤为著名。圣约翰保罗·狄拉克是
一位英国的物理学家，是量子力

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 诺�
尔科学奖得主。

圣约翰创新中心成功孵化的创业项目

● Autonomy Corporation plc: 成立
于1996年专注于非结构化信息
搜索,欧洲第二大纯软件公司，
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以102亿欧
元的价格被惠普收购

● RedGate: 成立于1999年，专注
于数据库管理程序

● Jagex: 成立于2001年，专注于在
线电脑游戏开发, 开发了著名游
戏：RuneScape (江湖)

   

● Owlstone: 成立于2004年，开发
纽扣大小的可编程化学传感器

● Breathing Buildings: 成立于2006
年，专注于低能耗楼宇痛风设备



剑桥面授地点合作学院

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 
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留学之地

Lucy Cavendish College 露西
·卡文迪许学院 为数不多的女

校

St. Catherine’s 
College 圣凯瑟琳学
院 著名校友包括演员

伊恩麦凯伦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李约瑟研究
所 中国科学文明研究

中心

Gonville& Caius College 
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校式上12位诺贝尔奖得主

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
牛顿在此完成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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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Overview
培训项目简介

● specialized in corporate and ope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technology solutions
专攻企业和开放式创新， 创业生态系
统和高科技解决方案等

● served to innovation lead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industries 
主要服务于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领导者
和实践者

● previously run programmes include 
government leaders,executive teams 
from corporations in energy, banking, 
and etc. groups.
之前开展的项目中包括了政府官员以
及能源和金融等行业的企业领导者



Example Programmes

上海申能能源科技培训项
目, 学院为申能高管设计和
开展了清洁能源等与能源产
业相关的创新课程

学院为成都金控下属的各大
金融服务业高管设计了以金
融科技为主题的培训项目

学院定期组织的区块链
研讨会吸引了金融行业
领军企业的诸多高管参
与讨论



Example Programmes

学院为西安天朗集团设计
了关于智慧城市和创新城
市设计的培训课程，在剑
桥圣凯瑟琳学院举办

学院导师每年为由上海
中组部组织的各级政府
领导学习深造项目提供
双创和科技发展方向的
培训

学院定期组织的早餐研
讨会为行业领军者与学
者搭起了讨论交流的桥
梁



Specifically designed structured programmes
针对要求特别设计的系统性培训项目

Short specialist training courses
紧扣专业话题的精品短期课程

Seminars
行业专家研讨会 

Training Structure
培训项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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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ubjects
课程主题

Big Data - and its impact on businesses 大数据
CleanTech and bio-tech 清洁能源和生态科技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Alternate and Internet Finance - Develop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Case Studies in UK-China Technology Transfer 
中英技术转移的案列分析
Urban Planning and Smart Cities 城市规划和智能城市

Cre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建立双创生态系统的案例分析
The Cambridge Phenomenon 
剑桥创新中心现象研究分析
Open Innovation 开放式创新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Business Creation
创业和新商业的成长
“Show Me The Money” -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初创企业金融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新产品开发
Overseas Market entry - China and USA 
案列分析如何进入海外市场
China in Tomorrow’s World - focus on World 
Economy and Future trends 世界经济与未来趋势
Start Ups, Acceleration and Incubation 
初创企业， 加速器以及孵化器



Example Course
课程案列

导师Mike Cane的创新产
品开发课程：

课程涵盖了创新产品开发
的全过程，Cane导师将自
己在CDP公司开发创新产
品的过程作为案例分析，
引导学员如何辨识分析开
发需求，如何将需求转化
成产品，以及介绍开发过
程中可以灵活使用的一些
辅助工具等。课程内容和
形式理论结合实际，给参
加课程者最直接最前沿的
行业讯息和技术。



Example Course
课程案列

学院顾问Peter Tyler的智能
城市和城市规划课程：

课程借鉴剑桥在建造智能城
市和城市规划方面遇到的挑
战和取得的成果，深入分析
了一个城市在迈向智能化的
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以及
如何处理解决这些问题从而
带动城市的智能化快速发
展。Peter Tyler教授在剑桥
圣凯瑟琳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从事城市建设开发的研究30
余年，他的深厚学术经验给
学员带来最专业的解剖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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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Delivery
项目开展模式 Delivered with a blended approach to 

meet target audience’s studying styles
运用英国最新企业培训模式，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满足各领域和各层次培训者的
需求

● Face to Face                   课堂面授
● Online                              网络平台
● Practice and Visit             实践考察
● Awarding                          证书授予



Lecture
课堂讲座

Panel Discussion
专题讨论

Workshop
实践创作

Face to Face
课堂面授方式



● Bilingual Environment
双语学习环境

● Reading Materials
拓展阅读材料

● Online Courses
网络课程

● Q+A with Tutors
与课程导师互动

● Peer Discussion
同行交流

● Progression Record
学习进展记录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网上学习平台



Sites to Visit 
and Observe
考察调研基地

● Cambridge Science Park 
剑桥科技园

● Bradfield Centre-Trinity Science Park
布莱德科学中心  

● Future Business Centre-Allia Group
未来商业中心

●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Botany 
(NIAB) and Innovation Farm 
国家创新农场

● Biodata Innovation Centre
剑桥生态数据创新中心

● Wellcome Genome Centre
威康基因研究中心

● Barclays Bank Eagle Incubator 
巴克莱银行孵化中心

● Cambridge Design Partnership 
剑桥设计公司



Biodata Innovation Centre
剑桥生态数据创新中心

中心的办公空间都设计在干燥的实验室
单元范围内，适合个人和早期初创企业以
及更大和更成熟的企业。 单位面积从19平
方米到330平方米不等。位于BIC的企业受
益于中心现有的一系列设施和服务 ，包括
世界一流的信息技术和生物信息学基础
设施和服务。 

Barclays Bank Eagle Incubator
巴克莱银行孵化中心

巴克莱银行孵化中心由巴克莱银行投资

组建，在剑桥设有物理空间，专门为有

潜力和有成长空间的初创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帮助和服务， 激发初创企业发挥最

大潜能，以推动巴克莱银行在创新事业

上的可持续发展

Sites to Visit and Observe
考察调研基地

Cambridge Science Park
剑桥科学园

剑桥科学园于1970年由剑桥三一学院创立， 

是英国最古老的科学园。依靠剑桥大学的强

大学术科研支持，以及来自周边圣约翰创新

中心和剑桥商业园的优质创新资源， 园区

吸引了包括飞利浦和华为在内的大批与科

学和技术相关的产业公司。



Awarding of Completion
结业证书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or 
course, attendees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issued by both 
the Cambridge college venue and CIA.

课程结束后，参加培训人员将被授予由项
目所在剑桥大学学院和剑桥创新学院共同
颁发的结业证书。---delete the bottom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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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Technical 
Support

科研与技术支持
What do we provide?
在科研方面我们可以提供

● Research Report 研究报告
● Consulting 顾问咨询
● Insights 建议见解



            Report for Shenergy International Energy 
Innovation Centre 

上海申能国际能源创新中心研究报告

申能创新中心在建立之初请求学院顾问董事会对于中心可行性
进行调研，在学院首席顾问导师白睿教授的引领下, CIA为能创中
心提供了一份以 5个最大英国能创中心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报告，
借鉴英国尤其是剑桥已经成熟的创新中心的成功模式，为能创
中心提供新企业成长和发展、高效技术转移方式等方面的参考
意见和建议，推动了申能中英科技能创空间的成功揭幕，  为申

能的科技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mple Research Report



 
CCTV Documentary of <The Glory of Innovation>
白睿教授在央视纪录片《创新之路》中发表观点和建议

中央电视台十集纪录片《创新之路》以剑桥这个英国以及
世界的创新中心为取材基地，并特邀CIA学院白睿教授在
片中发表对于创新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该如
何应对等方面的见解和建议。纪录片探索人类创新和财富

相互成就的历史，是一次对人类创新庄重的表达。

Example Insights and Advice



    <Cambridge Phenomenon>
<<剑桥现象>>

学院导师Charles Cotton作为<<剑桥现象>>的作者研究分
析了剑桥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引用剑桥很多成功的案
例，层层解剖剑桥的系统是如何推动一些世界级顶尖创新科
技公司的建立和发展。书中的深度见解和独特角度对双创和

科技领域的领导实践者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mple Publicatio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