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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理念
构建大数据教育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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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开数据产教融合新技术人才培养理念

领域知识

支撑技术 项目管理

行业
发展

大数据专业核心课

大数据专业基础课

大数据专业选修课

10大热门行业

典型项目案例实践

配套实验手册

了解各领域行业知识

业务流程及项目需求

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存

储、数据计算、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数据分析/挖掘、数

据可视化、编程语言、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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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创新

平台设计

平台开发

应用/运维

四段位金字塔人才梯队（岗位模型）

大数据运维工程师
大数据应用工程师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大数据开发项目经理

大数据架构师

大数据分析师
大数据科学家

普开大数据
高职大课程体系

普开大数据
本科应用型课程体系

普开大数据
本科研究型课程体系

大数据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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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专业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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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架构

4大用户

10大行业案例

20个系统镜像

Docker架构

企业级硬件

本科高校课程

比赛系统

师资培养

9类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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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全面覆盖本科、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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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形式

1 高职课程 13门 课件/指导视频/指导手册

2 本科课程 17门 课件/指导视频/指导手册

3 综合案例 13个 课件/指导视频/案例手册

4 系统镜像 200个 单机镜像/集群镜像

5 理论视频 7门 高清视频

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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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课程资源清单
序号 课程名称 序号 课程名称

01 大数据开发技术(Hadoop) 12 机器学习-基础

02 分布式数据仓库(Hive) 13 机器学习-高级

03 数据库技术(NoSQL) 14 深度学习-主流框架

04 消息发布订阅系统(Kafka) 15 深度学习-典型实例

05 Scala编程 16 R语言

06 大数据处理技术(Spark)-基础 17 R语言统计与建模

07 大数据处理技术(Spark)-中级 18 Hadoop-高清视频理论

08 大数据处理技术(Spark)-高级 19 Hive-高清视频理论

09 Python编程 20 HBase-高清视频理论

10 数据分析与挖掘 21 Scala-高清视频理论

11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22 Spark-高清视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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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案例--大数据行业应用-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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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1.项目核心知识点：HDFS、Spark、Scala、MySQL、echarts。

2.项目描述：

随着通信行业的普及，以及人们对网络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运营商的一些在线服务需求也来越大。对于客户体验来说，电子渠

道提供了一个足不出户办理业务的便捷方式，对于运营商来说，电子渠道低成本分流了实体渠道的业务压力，将线下渠道的人力资源

从低价值的业务办理中释放出来。

3.功能模块：
3.1.申告量统计分析         3.2.处理量统计分析           3.3回单量统计分析          3.4回单率统计分析        
3.5重障量统计分析          3.6重障率统计分析            3.7及时量统计分析          3.8 及时率统计分析
3.9成功率统计分析          4.0用户等级多维度统计分析    4.1区域服务团队监控        4.2热点故障区域分布监控

4.项目实训方案：
a)架构简介：本系统架构采用模块化设计，分为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数据ETL模块、结果展现模块。。
b)模块名称：
数据预处理模块：将运营商给的历史数据进行格式转换。
数据存储模块：将清洗后的数据存储到HDFS上
数据处理模块： 通过spark-SQL将存储在HDFS上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spark和MapReduce对具体的需求进行实现。
数据ETL模块： 通过shell脚本实现数据的get，入库MYSQL等操作
结果展示模块：通过利用柠檬数图/superset对结果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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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课程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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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产教融合应用型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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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专业建设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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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训练平台
AI机器学习训练系统

AI深度学习训练系统

AI语言训练系统

AI运维训练系统

课程体系
基础课程17+

行业案例课程16+ 全面的配套资源

实验手册200+

实验数据1TB+

教学PPT180+

虚机镜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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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1：教学内容——工程与课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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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2：学生实验——4大训练平台满足不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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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3：项目教学——案例实践积累实操经验

点击可观看实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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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序号 课程名称 实验镜像 实验手册 课后习题 实验代码

01 Python编程基础 10 AI-算法基础 √ √ √ √

02 Python数据分析与挖掘 11 移动机器人视觉 √ √ √ √

03 数据挖掘-典型算法 12 视频监控 √ √ √ √

04 机器学习-基础 13 无人机视觉 √ √ √ √

05 机器学习-中级 14 视觉伺服持 √ √ √ √

06 机器学习-高级 15 自然语言处理 V V V V

07 深度学习-算法基础 16 计算机视觉 √ √ √ √

08 深度学习-主流框架 17 知识图谱 √ √ √ √

09 深度学习-典型实例 18 持续更新 √ √ √ √

人工智能基础课程（17门+并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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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项目实践—目标检测

基于YOLOv3模型的Keras实现目标检测

本实验使用Keras实现YOLOv3模型进行目标检测，YOLOv3相对YOLOv2在小物体检测上进行了提高，

对于紧凑密集或者高度重叠目标的检测也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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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项目实践—人脸表情精准识别

基于dlib库实现人脸特征提取识别表情

本实验使用dlib库，一个机器学习的开源库，包含了机器学习的很多算法。能够很好的识别人脸，并能

标注出人脸的关键点，通过人脸关键点眼睛、眉毛、嘴的变化，然后根据一定的规则区分相应特征变化

对应的表情，从而识别出人脸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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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项目实践—人体姿态识别

基于OpenPose模型的使用Keras实现

本实验使用Keras实现OpenPose模型，OpenPose是由卡内基梅隆大学认知计算研究室提出的一种对多

人身体、面部和手部形态进行实时估计的框架。本实验能够实时识别出人体关键的关节点，并识别出人

体的形态是行走、站立还是其他。



专注新工科建设，让实践教学更Easy！

9大类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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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库

9大类资源库

试题库

镜像库

视频库

试卷库

图片库

手册库

虚机库

录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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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系列教材+7大配套实验手册+200PPT+100实验案例+300视频+50数据资源包

985.211联合名企共同编写，清华出版社出版

课程
标准化

系列
教材

在线
视频

在线
试题库

实验
手册

教学
考试大纲

案例
数据资源

企业
项目手册

教学
PPT

最全面的大数据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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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手册严格遵循3M模型（实现标准化）

实验
描述

实验
环境

相关
技能

知识点 效果图
实验
步骤

实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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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教学课件（图文并茂+流程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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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好
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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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时间：2016年11月

 项目目的：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大数据教学平台

 实验室规模：同时满足200人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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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时间：2017年10月

 项目目的：物联网与云计算数据中心公共应用实验室

 实验室规模：同时满足100人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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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时间：2018年4月

 项目目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大数据统计学院教学平台

 实验室规模：同时满足60人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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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唯一获奖大数据项目
普开数据支持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大数据统计分析实训平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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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高校名称 地区 高校名称

山东

泰山学院

广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山东临沂大学 广州航海学院

山东医科大学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内蒙

内蒙古农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兴安盟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河北

河北工业大学

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河北新龙科技集团 广西城市职业学院

湖北

长江大学 广西河池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

武汉轻工大学 梧州学院

普开大数据平台——超60+所高校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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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高校名称 地区 高校名称

山西

山西农业大学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中北大学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晋中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绵阳师范学院

东北

哈尔滨广厦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东北石油大学 上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江苏

南通大学

安徽

皖西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铜陵学院

贵州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电子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宁夏 宁夏大学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获教育部产学合作优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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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开
资质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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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大数据/人工智能教育
提供系统化、智能化的专业建设解决方案

3000人 30所/年 6场/年 1次/月

师资培训 高校实验室用户 大数据教学研讨会 软件/课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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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开数据是国内第一家专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
应用开发及资源服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教育部高教司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技术人才培养服
务平台     
普开数据竭诚为高校提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为核心
的新一代IT领域教育解决方案，以服务高校、企业和个人为目
标以教育资源、实验实训平台为核心，为高校新工科教育提供
课程体系、教材、教案、行业应用案例、实验实训平台等产品
和服务，协助高校提升相关专业竞争力，培养研究型、应用型
等稀缺人才。       
●  荣获2018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唯一大数据优秀
项目案例奖
●  荣获2018年度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品技术创新奖 

关于普开

公司愿景
构建大数据教育生态链，做新
工科教育的践行者

公司使命
让实践教学更Easy！

价值观
正直诚信、尊重他人、团结拼
搏、坚持创新、共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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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训用户数量位居行业第一

源于产业，集高校、研究院、大型企业多渠道研发力量

1500
高校数量

+ 4000 +
老师数量

60
高校已落地

Docker+OpenStack混合架构、节省资源

行业案例丰富
实验手册符合3M认知模型

管理平台灵活便捷

普开数据

- 师资培训

- 实践条件建设

……

- 教材编写及课程建设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指定企业

大数据实验室高校用户口碑第一

课程体系完备

+
- 累计投入经费

30+
200+
100+
1500w+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品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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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AI、区块链等新技术师资班、专业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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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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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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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开
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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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开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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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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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合作                                                     关注普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