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21 暑年青年科

学强化
课程

远程指导 & 4周实验室科研实习

未来科研人才计划 (GOLD)



SYIP为想要在化学，生物化学，材料 科学及相关领
域进行科学研究，并希 望为未来大学申请助力的
最优秀的高 中生准备。

通過選拔後，成功被錄取的每位學生 都會與一
位伯克利實驗室的導師配 對成一組。导师将会从
2020年10月 开始，与学员进行9个月的远程指导。 
学员将会了解导师现在的研究，并为 2021年7月开
始的为期4周的伯克利 实验室科研实习做准备。

在为期4周的实验室科研实习期，学 生将会与导师
一同进行数据分析及一 些无危险的实验操作。并
且参加研修 会及组会。学生将会在开发先进的科 
技和解决社会当前问题的世界知名實 驗室环境内
深刻体会发现想法，设计 方法，决策，科学验证，
及实验组内部 运转等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关于 SYIP



这个青年科学强化课程和其他常规暑期项目有以下不同
这个课程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和学者举办。 
SYIP 由世界最顶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院设计，组织，管理，由伯克利杰出的
教员 任教。伯克利化学系位列世界第一位。

观察并体会顶尖科研 
SYIP 学员将会像伯克利学生一样思考自己，学习应用理论，高效沟通，团队协作，提高
技 能。在学习世界顶尖科研的同时，在校园内4周内学生还将会获得与伯克利教授及
学生的 独一无二的接触机会。通过实验室科研实习，学生参与，观察，并体会世界最顶
级的实验 室。

大学申请过程及大学生活的宝贵体验  
在4周实验室科研实习期间，学生将会住在伯克利的学生宿舍，由伯克利的在校本科生
陪 护，并在实验室外获得学习机会。学生将会访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本科
生录取 办公室获得大学申请指导，并与伯克利在校本科生及教员密切沟通。

与伯克利教授及学生的长期互动 
SYIP 在一年时间内，给学生从杰出科学家学习并互动的多种机会。这些持续的沟通将
会 帮助学生从伯克利杰出教员手中获得一封具有强大影響力的推荐信。



Participating Faculty
JOHN DUEBER
代谢工程，生物生产，组合表达
Dueber实验室制定对活细胞引入可设计的模块化控制策略。 他们对产生
用于改善工程化代谢途 径效率和引导通量的技术特别感兴趣。 他们研究
的项目在生物燃料，特种化学品和环保工艺的开 发中具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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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BENA BEDIAKO
无机材料化学，电化学，低维材料，量子输运，光电子学
研究工作涉及对二维材料和异质结中(2D)界面电荷转移和电荷传输的介观
研究。 强调采用模块 化接口的材料设计，可以精确控制到原子尺度，从而
研究和克服电化学能量转换和量子电子学中的 前沿挑战。 

DOUG CLARK
生化工程，生物催化和酶工程
Clark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化学工程，特别着重于酶技术，生物材料和生
物能源。 当前的项目包 括非水介质中酶的结构表征和活化，用于高通量催
化和生物活性筛选的代谢生物芯片的开发，先进 生物材料开发的蛋白质设
计和组装，以及增强木质纤维素原料到生物燃料的转化。

Participating Faculty

JOHN HARTWIG
有机化学，有机金属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Hartwig教授的研究小组专注于发现和理解由过渡金属络合物和人工金属
酶催化的有机化合物的 新反应。 这些发现是有机合成，有机金属合成，蛋
白质设计和进化以及催化系统机理分析的综合结 果。 Hartwig研究小组
目前正在研究小分子催化剂和人造金属酶，用于有机分子的选择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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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KEAVENY
整形外科生物力学，组织工程，骨植入系统设计，骨的力学行为，有限元建模
和实验 
Keaveny教授专门研究骨骼组织和整个骨骼的结构-功能关系，重点是衰
老，骨质疏松症和临床转化 研究。 他建立和指导机械工程系的伯克利骨
科生物力学实验室。

DAN NOMURA
野村研究小组致力于化学的开发和应用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平台，以鉴定
和药理靶向人类的代 谢驱动因子疾病。 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1)开发和应用化学和代谢组学治疗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等
疾病的平台; 2)开发化学旋转学的工具和技术，以大规模扩展我们的开发
能力针对整个蛋白质组的药理学工具 和最终疗法; 和
3)发展创新的化学和代谢组学策略，可对化学毒理学进行综合评估。

RICHMOND SARPONG
有机和有机金属化学
该实验室开发具有生物活性和复杂结构的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并以此为平
台探索新的合成方法和策 略。 合成化合物最终可能成为研究生物系统的
重要工具或为治疗学的发展提供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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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ng Faculty

DEAN TOSTE
有机和有机金属化学
利用有机和有机金属化学知识来开发新的合成方法，发展对映选择性催化
剂以及探索合成天然产物 的策略。 该研究主要涉及催化剂和催化反应的
开发以及有机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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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WANG
超快纳米光学
该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凝聚态物理中的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重点关注纳米
级结构和表面/界面中发 生的新物理现象。 当电子和声子被限制在纳米
尺度或表面/界面时，它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不同。 他们使用先进的激光
光谱技术研究这种激发态的独特性质和动力学。 目前的项目包括研究石
墨烯 光学，单个纳米管的光谱学，等离子体和氧化物表面/界面光谱学。

TING XU
聚合物，生物材料，材料化学
徐教授的研究组致力于以不同的長度標準來研究和了解组装物理学，以及
具有訂制功能性薄膜的设 计和组装，和界定重新設計的肽。



远程指导及实验室科研实习
9个月远程指导 2020年10月 – 2021年
7月

选拔的学生将会根据他们的兴趣，及实验
室根 据学生表现出的能力及成熟度的需
求及偏好进 行匹配。每个学生将会与来
自于该实验室的导 师匹配。导师将会与
学生通过邮件或在线聊天 形式，每月1-2
次进行远程指导。学生与导师将 会共同
确定远程指导的最佳方法及频率。远程 
指导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持续学习，更
深刻了解 实验室的研究及有关的科学概
念，并为4星期的 实习打下基础的机会。

4星期实验室科研实习 2021年7月12日 
– 8月8日

在历史悠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
这个为 期4周的课程，大部分时间学生
将会参加所在实 验室的组会，科研研
修会，协助完成数据分析，并在导师的
指导下，进行一些简单的不危险的实 验
操作。学生将会在伯克利的世界顶级实
验室，深刻体会发现想法，设计方法，决
策，科学验证，及内部运转等科学研究
的全过程。

在实验室科研实习结束时，学生将会向其
他项目 学生及导师展示他们的发现。成
功完成整个10 个月课程的学生将获得学
院院长的结业证书，并 可根据学生的表
现收到其导师的推荐信。



学生經验分享

FRANCESCA STEPANOV

參加SYIP課程是在我夏天 
過得最棒的2个月。我与同 
样对化学感兴趣的同學和 
导师建立了緊密的聯繫，我 
的导师并激勵我更進一步理 
解一些科学概念。我在SYIP 
的经驗成為了我对化学和科 
学研究的喜爱的催化剂。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
学 院资源类2023

DANIEL LEE

參加SYIP課程是我在夏天 
過得最开心的时候，很高興 
可以看到现任化学学院的 
本科院长-John Arnold教 
授講授這個課程的其中一 
課，真是太棒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22 
年化学课程

JENNIFER GRANNEN

通过SYIP，我認識了學研与 
化学工程之美。這個課程令
到我想在未来攻讀博士学 
位。我感到非常幸运可以参 
加到这麼特別有意思的課 
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
工 程2022年级



报名资格 
SYIP欢迎刚进入9-12年级已学习过普通或入门化学课程 的高中生报名。被录取的学
生需要在所在班级的成绩位列 前10%，并能够展示足够的英语熟练程度。申请人必须
进 行远程或者面对面面试。

项目细节 
SYIP 在每年夏天将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项目 申请费为$75美元(不可退)。
如果你被录取，$75美元申请 费将会成为 $14,750 美元项目费的一部分。项目费包括
住 宿，课程材料，伯克利纪念品，项目外出活动，设施使用费， 及由院长签发的官方结
业证书。

我们将接受申请，直到填补所有空位。SYIP 项目有30个 名额。 点击这里申请! 

如果您对2021年暑期青年科学强化课程有疑问，请联系: 

           https://www.eiseverywhere.com/2021syip

https://www.eiseverywhere.com/2021syip


联系我们
果您对2021年暑期青年科学强化课程 有疑问， 
请联系:

Gold Programs     
goldprograms@berkeley.edu

Suzanne Sutton            
suttons@berkeley.edu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chemistry.berkeley.edu/gold/syip

http://chemistry.berkeley.edu/gold/s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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