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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K应⽤用科技⼤大学2018年年曾在印度推出过Indian Game Development Challenge（印度游戏开发者
培养挑战），获得印度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和⽀支持，在短短20天内就超员招⽣生500⼈人，不不得不不提前关闭报名
⼊入⼝口。KAMK提供的⾼高品质重实战的技术课程在印度⼤大获成功，收获了了很⾼高的赞誉和⼝口碑碑，为印度培养了了
⼤大量量⾼高端技术⼈人才，IGDC培养挑战也被确定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每年年持续开办。此活动也获得芬兰国家
媒体YLE新闻报导 https://yle.fi/uutiset/3-10396751 

成功开办过印度挑战课程的KAMK⼤大学，今年年联合AR/VR⾼高科技领头⽺羊realmax公司，在科协的⽀支持下，
共同推出中国游戏开发/AR/VR 2019⾼高新技术研培班，CGDC —— China Game Development 
Challenge，旨在培养中国和欧洲最短缺的游戏开发，AR开发，VR开发⼈人才，选拔优秀⼈人才继续深造，
或为企业培养出对⼝口的热⻔门⾼高新技术开发⼈人才，实现产学研结合的共赢。

项⽬目背景介绍

IGDC —> CGDC

https://yle.fi/uutiset/3-10396751


项⽬目背景介绍

IGDC —> CGDC
印度挑战课程是两个⽉月项⽬目实战，500个学员中有499⼈人完成了了项⽬目挑战，甚⾄至开发出⾃自⼰己的游戏投放市
场。获得印度和芬兰媒体⼤大量量报道。



TEXT

关于KAMK

KAMK应⽤用科技⼤大学在欧洲久负盛名，尤其在游戏开发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不但是SONY销售第⼀一
的游戏平台PS（play station）全球的第⼀一个合作伙伴，也是传奇的VR引擎技术平台cryengine全球第⼀一个
合作伙伴，在2018年年4⽉月份伦敦的Datacloud业界评奖中，KAMK因为优异的编程技术和专业的数据中⼼心培
训开发荣获奖项，“ Excellence in programme for data centre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AMK持续多年年连续为芬兰以及全欧洲众多世界顶尖的游戏公司输送⼈人才。⼤大量量毕业⽣生就业于ROVIO，
Supercell，Ubisoft，remedy，housemarque等公司，不不熟悉这些英⽂文名字？看看下⾯面的作品吧。



"Kajaani has, according to our opinion, one of Europe's best game development schools, 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s a valuable source of new, talented developers."     

-  Ilkka Paananen, CEO, Supercell

在中国 2017游戏整体市场：收⼊入2036.1亿元，⼿手游收⼊入占⽐比57%，同⽐比增⻓长23.0%。中国游戏市场表现出良好
的发展态势。芬兰这个⼈人⼝口仅500万的⼩小国，却培育了了⼤大量量世界顶尖的游戏⼯工作室。例例如 supercell 公司，员⼯工⼈人
数仅有213⼈人，但是⼈人均创造年年利利润⾼高达470万美元（2016年年被腾讯以86亿美⾦金金收购）。Supercell的CEO Ilkka
评价KAMK⼤大学是 “在我们看来，是全欧洲最好的开发者学校之⼀一，是最宝贵的专业开发⼈人才的培养沃⼟土。”

在芬兰，好的游戏公司提供4500欧元/⽉月的薪资，招聘优
秀的游戏开发和游戏美术，仍然短缺不不已，芬兰媒体报道，
数字化⼈人才匮乏⼗十万名。



项⽬目⽅方案

招⽣生条件

▸  17周岁以上 

▸  申请人的英语相当于雅思6.0分以上，或托福550分以上水平，无需出示语言成绩证书（在线课程和暑

期实战集训课都是英文教学） 

▸ 对游戏开发，游戏设计，游戏美术，游戏生产充满热情 

▸ 对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有一定的理解，如果选择游戏编程方向计算机专业和编程基础会有加分 

▸ 有意愿海外留学深造 

▸ 有自主学习能力，勤奋，坚持 

▸ 硬件要求：在线课程需要学生自备笔记本电脑一台，以及速度良好的网络。暑期项目需要集

中在南京学习做项目2个月。选择游戏美术方向的学生另需要配备wacom手绘板。



项⽬目概览——CGDC课程是什什么

我们提供：最超值最全⾯面最专业的世界顶尖游戏课程

不不同于国内院校艺术设计和理理⼯工科编程建模分家的教学⽅方式，KAMK提倡组团作战！ 

⽆无论你是游戏⽣生产中的哪个⻆角⾊色，我们都有最专业的课！在游戏实验室中和其他的⻆角⾊色组队设计项⽬目，在
实践中学习，认识更更多志同道合的专业伙伴，组建⾃自⼰己的游戏团队，为未来想的更更多，赢得更更多。

Game producer Game Programmer Game Designer Game Artist

游戏⽣生产 游戏编程 游戏设计 游戏美术

在线课程覆盖了了游戏⽣生产的四个⽅方向：游戏美术（ game graphic / game art ），游戏设计（ game 
design ），游戏编程开发（ game programming ），游戏⽣生产（ game production ），基础课程会介绍
四个⽅方向相关知识，帮助同学们发掘⾃自身兴趣点和⻓长处，选择专业，中级，⾼高级课程会针对选择的不不同⽅方
向提供不不同的指导课程。



项⽬目概览——CDGC为什什么独特

我们独家提供：欧洲⾼高等院校共同承认的有效学分60CETS

最有效的学习⽅方式——项⽬目实战

欧洲⾼高校均公认有效的学分

打破⾏行行业壁垒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企业联合培养 就业保障

在暑期实战集训期间，芬兰⽼老老师团队会带着真正的游戏研发项⽬目来中国教学。指导同学

们将理理论知识学以致⽤用，理理解四个不不同⽅方向的专家如何互相配合着引导游戏从⽆无到有的

创作⽣生产。在实战中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并提供⽀支持帮助同学们⾃自主研发游戏，投⼊入

市场。

CDGC项⽬目中，完成课业的同学均可获得KAMK⼤大学授予的60学分。也是欧洲

⾼高校认可的有效学分，你的理理想如果是继续留留学深造，例例如继续在奥鲁⼤大学攻

读相关专业，硕⼠士学位需要270学分毕业，我们的学员只需要⼊入学之后继续学习

约220个学分（可能因为课程设置的差异有⼀一部分有效学分换算）就可获得硕⼠士

学位毕业！⼤大⼤大节省了了留留学的时间和⾦金金钱。

如果你的⽬目标是就创业，成⽴立属于⾃自⼰己的游戏公司，合适的团队将是你⾛走向成功的基⽯石。

CDGC的课程打破了了⾏行行业壁垒，设计师，美术专家，编程，⽣生产在⼀一起做项⽬目，游戏⽣生产每⼀一

个环节的专业⼈人才这⾥里里都有，还有世界先进的开发思路路和顶级游戏⼯工⼚厂的资源库，助你组建⾃自

⼰己的梦想团队。

REALMAX将联合KAMK组建AR未来实验室，提供最先进的AR智能眼镜设备和开发平台，

给有志于从事AR/VR⾼高新热⻔门⾏行行业科研的同学提供硬件设备教学环境，以及就业保障。 

联合企业培养定向⼈人才，也是我们的⽬目标。



项⽬目概览——CDGC结束之后还有什什么？

只要你⾜足够优秀，我们独家提供：合作⾼高等院校的免试录取资格

获得REALMAX学院合作的 
欧洲⾼高校的免试录取机会

VR设备+奖学⾦金金

实习机会与 
 就业保障

REALMAX学院联⼿手合作⾼高等院校，从完成课业，顺利利拿到60学分的学员中，⾯面试招⽣生，通

过⾯面试的学员可获得下⾯面芬兰⾼高校的免试录取（次年年1⽉月或8⽉月⼊入学），实招名额如下： 

KAMK⼤大学游戏设计等专业  

（ 200⼈人 ） 

oulu⼤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  

（ 30⼈人 ） 

TAMK⼯工业⼤大学计算机和AR研究⽅方向  （ 30⼈人 ）

我们帮助⾮非欧盟学⽣生申请/提供⼀一定学费⽐比例例的奖学⾦金金！本科40%硕⼠士50%左右。 

如果你是编程⼤大⽜牛，如果最新的热⻔门技术AR/VR可以点燃你的热情，这⾥里里欢迎你

⼀一展拳脚：Realmax将协助KAMK学院和其他合作院校创办的AR/VR实验室，提

供最先进的AR智能设备免费给学员研发使⽤用。

REALMAX以及合作单位，将结合游戏，教育以及企业实际需求⽴立项，为学员们

提供实习机会，学⽣生⽤用项⽬目完成课题，研发游戏或产⽣生AR在教育⼯工业等其他领域

的解决⽅方案，实现产学研结合的良性模式，为企业收获更更多的⼈人才，为学⽣生提供

更更好的就业保障。



项⽬目概览

芬兰留留学 时间 学费开⽀支参考 不同大学不同学科费用略有不同，预算供参考

60 CETSCDGC课程

190 CETS

90 CETS

就读KAMK⼤大学为例例： 
游戏开发专业本科学位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ngineer (AMK)

就读OULU⼤大学为例例： 
计算机科学专业研究⽣生学位 

Master  Degre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SE)

8个月

1.5-2年学习  
+ 

6个月以上实习

学杂费

回国往返机票/交通

食宿生活杂费开支

其他

1.5年 - 2.5年

学杂费

回国往返机票/交通

食宿生活杂费开支

其他

KAMK大学信息工程类本科学位需240学分以上，CDGC提供的60学分可以使用，节省了至少1年的海外留学时间



只要你敢努⼒力力，我们就敢提供更更多的机会



项⽬目细节

CDGC课程设置以及价格

▸篇幅限制，这里是课程概述，课表等详细信息请查阅  https://academy.realmax.fi/ 

▸学阶1:在线课程 

▸学阶2:在线课程 

▸学阶3:项目实战 

▸学阶4:评估测试  

授予学分证书

了了解游戏⽣生产的四个⽅方向，在线课程覆盖了了全部⽅方向基础知识，三个⼩小阶段课程各2周，共计6-8周 9学分。 
Pre-requisite course 0 - 81 hours - 3ECTS 
Pre-requisite course 1 - 81 hours - 3 ECTS 
Pre-requisite course 2 - 81 hours - 3 ECTS （学⽣生选择学习⽅方向后进⼊入第三⼩小阶段⾼高级课程）

学⽣生进⾏行行第⼆二学阶的⾼高级课程，在moodle学习系统中选课报课，完成课程和作业 -20 ECTS
五⻔门⾼高级课程，课表详⻅见⽹网站，每⻔门课程需要80-130⼩小时不不等，五⻔门课 约3个⽉月 共计20学分

本阶段学习会有KAMK⼤大学的⽼老老师带着实际游戏开发项⽬目到实地开班授课。第三阶段课程完全实战，学⽣生
需要把在前⾯面学到的内容，实际应⽤用到项⽬目中去，真正的⾃自⼰己动⼿手参与研发，真正的进⼊入游戏⽣生产的实战，

从⽽而真正提升对专业软实⼒力力。⽼老老师也⾮非常⽀支持和⿎鼓励同学们在这个阶段组建⾃自⼰己的梦之队，设计研发属于

⾃自⼰己的游戏，并提供协助，知道学⽣生将⾃自⼰己的游戏项⽬目发布到平台，⾛走向市场。 2个⽉月 12学分

第四阶段是评估阶段，⽼老老师会根据每⼀一个⼈人的学习情况，分析他们之前完成的学习和实际项⽬目，并为所有

完成课程的学⽣生授予学分，最多获得60学分。同时REALMAX合作的⾼高等院校会选拔成绩优秀的同学，提
供⾯面试机会，通过⾯面试的优秀同学（200名）会直接获得KAMK⼤大学的录取资格，将可以在次年年1⽉月或9⽈曰
赴芬兰继续学业。本评估阶段约⼀一个⽉月 20学分 录取200⼈人+ 
 
未获得KAMK录取的同学，或者决定不不去KAMK⼤大学的学⽣生，我们提供帮助，可以转化学分以及另外申请
其他欧洲⾼高等学府。

https://www.realmax.fi/programs


STUDY PATH



项⽬目计划

时间表

▸ 2018.10⽉月 芬兰团队市场宣发材料料准备，⽹网站建设，教学平台测试，合作院校接洽。 

▸ 2018.11⽉月 中国合作伙伴招⽣生并⾏行行启动，市场宣传合作伙伴发⽂文宣传，公众号⼤大V扩散宣传，
合作⾼高校直接启动招⽣生，⽬目标招⽣生⼈人数600⼈人。11⽉月22-23⽇日芬兰教师团队到南京做活动，现场
招⽣生，宣传答疑，科协直播频道现场直播。11⽉月底，第⼀一次报名整理理统计。 

▸ 2018.12⽉月 根据第⼀一次报名统计结果，确定12⽉月招⽣生策略略，是否扩⼤大宣传，以及是否增加合作
院校/单位，达到⽬目标招⽣生⼈人数即停⽌止招⽣生。国内团队统计报名缴费名单。 

▸ 2018.12⽉月底到2019.1.5期间，芬兰教师团队再次到中国，和学⽣生⻅见⾯面，学⽣生需要⾃自带笔记本
电脑在南京集中约1天时间，⽼老老师会指导以及确保每个学⽣生顺利利的在教学平台注册帐号，以及选
课报课。全程科协频道直播。 

▸ 2019.1⽉月5⽇日-2⽉月28⽇日 基础课程（在线课程）启动，共计3⻔门基础知识课各2周，6周课程在三
个⽉月内完成即可，学⽣生可灵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通过基础课程，了了解游戏开发中的四个环
节：美术，设计，⽣生产，开发的基础知识，共计9学分。（留留出了了春节假期可能的延误）



项⽬目计划

时间表

▸ 2019.4.1-2019.8.31 ⾼高级课程（在线课程），学⽣生会学到五⻔门⾼高级课程，每⻔门课程3-6学分。
本阶段需要约540⼩小时学时，课程推荐在6⽉月底完成，最迟可在8⽉月底完成。共计20学分 

▸ 2019年年7⽉月-8⽉月 暑期项⽬目实战课程 本阶段是需要学⽣生集中上课的阶段，芬兰10⼈人教师团队会带
着实际开发项⽬目课题来中国教学，约2个⽉月的时间，学⽣生参与到真正的项⽬目中，从不不同的⽅方向去
参与开发实战，培养团队配合以及实际动⼿手的能⼒力力。项⽬目课题计12学分 

▸ 2019年年9⽉月-10⽉月 KAMK⼤大学的⽼老老师负责对参与整个课程的学⽣生进⾏行行全⾯面评估，参考在线学习系
统的学时统计，作业完成度，平时的⼩小测试成绩，以及暑期项⽬目完成度，质量量予以打分，评估
阶段计20分，完成全部课程和项⽬目实战的学⽣生，可获得欧洲⾼高等教育系统通⽤用的学分共计60
分。 

▸ 2019年年11⽉月 REALMAX学院带领KAMK⼤大学等合作院校的招⽣生团队，进⾏行行招⽣生⾯面试，选拔录取
优秀学⽣生。 

▸ 2020年年1⽉月 200名已录取学⽣生赴芬继续深造。⼆二期CGDC课程在线基础课程启动。



关于主办⽅方REALMAX学院

REALMAX ACADEMY

REALMAX 学院（总部 HELSINKI）  
    
地址：ENSI LINJA, 00530, Helsinki  
EMAIL： info@realmax.fi 
网址：academy.realmax.fi

mailto:info@realmax.fi
http://academy.realmax.fi


关于主办⽅方REALMAX学院

中国欧洲联合教育创新学院  — 中国合作⽀支持单位

•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	
•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合作⽅方KAMK⼤大学 — 芬兰最好的应⽤用科技⼤大学

关于KAMK

KAMK应用科技大学是游戏开发应用领域的领头羊。自从2011年起，KAMK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人才，其中有大量学

生已经创业并成立了非常成功的游戏工作室，也有大量人才进入了世界顶尖的游戏工作室工作，例如Rovio，

Supercell，Ubisoft and Remedy等。 

KAMK以全面又高品质的课程而闻名，整个课程计划囊括开发完整商业游戏所需的四个不同方向的人才培养。 在

KAMK，游戏美术，游戏规划设计师，制作人，开发工程师在同一屋檐下工作和学习，并在游戏中一起工作。 他们

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完成自己的游戏作品并投放市场。 

KAMK作为游戏教育的先驱，今年（2018）即将通过游戏开发课程踏上欧洲以外的地区，并在KAMK开始AR/VR开

发等高级课程的研究实验。 

• 位于芬兰中北北部，有2000余在校学⽣生，235名教职员⼯工
• 是全芬兰最好的应⽤用科技⼤大学
• 有7个游戏开发实验室
• 有VR/AR/MR 研发实验室
• 是 Red Hat Linux 学院专⽤用指定实验室
• 是 Cry Engine VR 虚拟现实引擎全球第⼀一个合作伙伴
• 是 SONY PlayStation第⼀一个合作开发伙伴



⾛走进美丽的KAMK校园    （摄于2018年年10⽉月11⽇日）



TEXT

KAMK和游戏"Kajaani has, according to our opinion, one of Europe's best game development 

schools, 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s a valuable source of new, 

talented developers."    

-  Ilkka Paananen, CEO, Supercell

Excellence in programme for data centre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 11. Datacloud Awards, April 2018



项⽬目概览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