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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位简介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是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八

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之一。

建设单位为国家科技部和山东省政府，山东省

科学院负责建设、管理和运营。

2017年山东省科学院与齐鲁工业大学合并，开

始践行科教融合模式。

2018年8月成立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并开始招

生。建成山东省第一所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2019年5月，济南超算科技园正式启用。拥有

神威蓝光、神威E级原型机、EB级大数据平台、

人工智能平台等一系列大科学装置。



1.2 单位简介-资源优势



1.3 单位简介-研究及合作成果

研究
机构

合作
单位

1.山东省大数据研究院
2.山东省人工智能研究院
3.山东省云计算中心
4.山东省网络重点实验室

1.星环超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泉云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地球观测大数据分析与传播技术联合实验室
4.海洋信息智能处理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5.智能超算与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教学
单位

培训
机构

1.齐鲁工业大学网安学院
2.齐鲁英才学堂
3.超算学院

1.山东省大数据人才实践基地
2.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3.教师实践教育基地
4.超级计算存储技术创新中心——华为合作
5.智能计算生态联合实验室——寒武纪合作

奖励 项目
自2017年，共获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
的省级奖励27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项

自2017年，共获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
的省级项目支持19项，国家级项目20项



1.4 单位简介-服务客户及伙伴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院、中国科
学院计算所、山东财经大学、山东电子职业
技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

学术合作伙伴

山东省公安厅、济南市公安局、山东省大数
据局、山东省科技厅等。

政府伙伴

。。。
企业伙伴

教育、政府、气象、环保、公安、安全、评
测、制造业等

服务行业

1.举办了济南国际超级计算产业博览会在内
的多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
2.举办了山东省大学生大数据智能大赛

合作交流会议

国家超级计算
济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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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专业建设思考-普及化

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1.多国语言翻译

2.虚拟个人助理

3.智能病理处理

语音识别

1.智慧医院

2.口语评测

3.智能客服

计算机视觉

1.智能安防

2.目标检测

3.图像分类

各领域交叉研究

1.智能装备

2.智能制造

3.智慧城市系统

专家系统

1.无人驾驶

2.天气预报

3.智能推荐系统

1.截止目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审批通

过共计693所，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审批通

过共计142所，人工智能专业审批通过共计345

所。

2.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德毅院士在会上指出：

“本科教育不论什么专业，都应开设智能科学

和技术的公共基础课教育。”

3.《数学之美》作者吴军教授，指出大数据、

人工智能应该变成通识教育。

 4.教育部已着手制定《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方

案》，将为高校的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带来利好。



2.1专业建设思考-普及化带来的问题

师资准备

教育资源

实验平台



2.2 专业建设思考 - 1+X融合的挑战与机遇

教育、科研

遥感、测绘

交通、运输

医疗、诊断

医药、化工

智能制造

大数据
人工智能

1.发挥学校学院优势，通过融合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2.通过融合，助力国家、地区发展，获得国家、
地区的支持。

机遇

1.社会、企业需要复合型人才。
2.学科融合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及培养方案。
3.学生培养过程中缺少真实数据集和综合案例。

挑战



2.3 专业建设思考 – 科教融合的困境

科教融合 “寓教于研，以研促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办学理念

n 缺少做科研的资源及平台

n 缺少做科研的数据

n 缺少对做教育的激励

教师科研工作
教师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带动学生参
与到科研工作中来，做到以研促教。

教师教学工作
教师从事学生的教学工作，通过将科研内容穿
插到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
容，同时为学生参与科研工作打下基础，做到
寓教于研。

科教融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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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混合云支撑在线实验教学

公有云 托管云 私有云

教学过程 课后实验 实践实训 技能大赛 毕业设计



3.1 混合云支撑在线实验教学

01
1个线上公有云平台
水滴实验营是水滴实训平台的公网版本，老师和学生可以免费注
册体验。

02
5次大规模培训
水滴实验营支持了全国高校大数据课程教师培训交流班两期；支
持中科院遥感所在斯里兰卡、老挝、越南举办的了遥感技术服务
培训，为卫星遥感大数据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贡献。

03
近百所学校在线试用
目前水滴实训平台的公网版本，在线支撑了重庆邮电大学、杭州
师范大学、南阳师范学院、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龙岩学院和齐鲁
工业大学的老师学生在线上课学习。并在疫情期间免费提供实训
教学服务，实现了“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04 3万在线学时
水滴实训平台已经累计为学生、老师提供了30000+的学习课时。
并且现在运营稳定。



3.1 混合云支撑在线实验教学

私有云产品 一体机产品 云桌面产品 教育教学资源公有云产品



3.2 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引进）

国内知名教材配套资源



3.2 多元化的课程体系（自研）

编
程

语
言

计算机基础 网络基础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综合案例

大
数

据
技

术
云

计
算

技
术

涵盖了linux操作系统，数据库、
软件测试等一系列课程实验

计算机基础课程实验
涵盖了网络设备模拟、网络安全
攻防等课程实验

网络基础课程实验

涵盖了虚拟化技术、容器技术、
云平台搭建、云平台运维、云平

台二次开发等课程实验

云计算技术课程实验
涵盖了从大数据收集、传输、处
理、存储、展示等过程用到的技
术，涵盖了hadoop、spark、
flink等组件的部署及使用

大数据技术课程实验

涵盖了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框架
的课程实验，并且包含了人工智

能数学基础课程

人工智能技术课程实验

涵盖了python、python web、
go语言、Java、Scala、git等语
言，并且包含了前端的相关语言

编程语言课程实验

1.包含了电商数据分析及展示、日志数据及展示、安全数
据分析及展示、金融数据及展示等方面的综合案例

2.在智慧海洋、癌症病理识别、心电数据识别、地球遥感、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目标检测等方面的综合案例

综合案例



3.3 共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

专业核心、选修课实验教学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指导

共同定制人才培养方案

员工双聘双挂、双向兼职

发挥山东财经大学与山东省计算中心的各自优势，基于国家一流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上开设了一个示范共建的专业方向。

在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建设山东省云计算中心-章丘分中心，
除服务校内学生、教师的教学实验科研外，还对外提供云服务，为学
校增加创收。并与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
群。

在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在网络安全专业下面共建了一个与人工智能相
结合的专业方向。



3.4 合作申报项目及奖项

• 2018年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 2019年 山东省高职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

• 2019年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山东财经大学共同申报）

• 2019年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重庆邮电大学共同申报）

• 2020年 山东省省级新旧动能转换行业公共实训基地申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

• 2021年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齐鲁工业大学网安学院共同申报）

• 2021年 山东省省级新旧动能转换行业公共实训基地申报（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



3.5 支持教师科研

人 工 智 能 平 台 不 仅 提 供 了 常 用 的
TensorFlow、Pytorch、Caffe等深度学习
框架，更集成了模型训练的整个过程，可以
让老师自动化的完成数据准备、模型设计、
模型训练、模型评估和模型发布等过程。

人工智能平台

拥有英伟达A100、V100的GPU芯片，寒武
纪思元270、思元290的智能加速卡，总的
AI芯片数量超过3000块。

AI芯片资源

大数据平台集成了目前主流的大数据服务及
辅助服务，包括Hadoop、Spark、Flink、
Storm、Redis、Memcache、RabbitMQ、 
Kafka 、MySQL、MongoDB等。

大数据平台

1.170多类各领域科研数据，总容量约2TB。
2.应用类数据。包括：IP-GEO数据45万条、
图书类数据900万条、电商类数据30万条、
海洋鱼类8万张图片、遥感类数据约10TB等。
3.标注类数据，包括：20万条12导联心电
数据、10GB食管癌病理图像数据、10GB乳
腺癌病理图像数据等。

数据资源

AI Big
Data

合作模式：公有云服务、私有云服务、大数据和AI试验场、合作科研



3.6 支持教师教学



3.7 学生实训周服务

1.实验环境定制
2.实验数据定制
3.指导文档定制

实验定制

1.确定实训目标
2.设计实验内容
3.规划实训计划

实训设计

1.线上实操
2.线下培训
3.总结评价

实训实施

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

1.课程实训

2.学期末实训

3.毕业实训实践

4.大赛赛前集训

4.综合实践教学活动



3.7 学生实训周服务

2019年3月，在国家超算济南中心，为齐鲁工业大学数统学院举办了《基于

Python+MySQL+Kettle+R的某点评网数据采集分析》实训周学习

2019年4月，在齐鲁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进行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海洋生物图像目标检测》

实训周学习。
2019年3月，在齐鲁工业大学信息技术系，进行了《基于Python+MySQL+Kettle的某点评网数据

采集分析》实训周学习。
济南超算科技园的实训教室济南超算科技园的实训餐厅

济南超算科技园的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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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合作模式

1 公有云服务

私有云建设

学生实训周服务

成为课程设计师，获得分成

2

3

4

5

6

7

合作研究或成立研究机构

合作申报项目及奖励

共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



4.2 我们的优势

科研单位 教学单位 资源丰富 开放平台

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单位，
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相
关领域持续不断的进行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作为省属高校，具有真
实的教学实体-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在未来将不
断完善学生培养方案、
教学实验过程以及教学
实验平台，并且做好社
会服务工作。

作为全国仅有的几个拥
有超算中心的高校，有
丰富的计算资源和数据
资源，可以为校内外师
生提供优质的资源及服
务。

我们的平台是开放性的，
欢迎咨询、商讨各种方
式的合作方案，实现互
利共赢。



202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