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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战略

人工智能是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需求问题的共性基础

Ø2016.03     “人工智能”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Ø2016.05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Ø2016.11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Ø2017.03     “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Ø2017.07     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Ø2017.08     教育部关于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的实施方案

Ø2017.10     总书记十九大开幕式《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章节

Ø2017.12     工信部《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Ø2018.01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

Ø2018.03     “人工智能”再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

Ø2018.04     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Ø2018.10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强调“推动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频频出台相关发展战略、规划

实施路径，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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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2020年3月3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新一

代人工智能的重要部署，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着力构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

加快培养勇闯“无人区”的高层次人才。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培养了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但目前国

内高校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高层次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

跨学科创新平台不足，学科建设缺乏深度交叉融合，基础理论、原创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突破较少，

复合型人才培养导向性不强，高校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亟待高

校依托相关专业，发挥特色优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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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第一次浪潮
人工智能大国竞争激烈

国际人工智能布局

美国
u 2016年连续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

《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报告》。
u 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2018年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与繁荣》。 
u 2019年6月，美国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更新版，将原七大战略更新为八大战略优先投资研发事项，助

力美国继续引领世界前沿人工智能的进步。

欧盟
u 2018年4月，欧盟发布《欧盟人工智能战略》。
u 2018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2030自动驾驶战略》。
u 2019年4月，欧盟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以提升人们对人工智能产业的信任。欧盟委员会同时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伦理准

则的试行阶段，并邀请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对该准则进行测试。 

法国
u 2017年3月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旨在把人工智能纳入原有创新战略与举措中，谋划未来发展。
u 2018年3月29日，法国总统宣布投入120亿发展人工智能，以在这个领域追上美国和中国的竞争者。他强调，人工智能正给人

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英国
u 2016年发布两份报告《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合影响》，《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
u 2017发布《在英国发展人工智能》。
u 2018年4月英国政府发布《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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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第一次浪潮
各大科技公司技术竞争激烈

科技巨头布局

企业  研究进展

Google 对DeepMind的收购及后续运作；自动驾驶汽车；以Nest为基础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建设；在图形识
别和语音识别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AlphaGo击败李世石

Facebook 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开源深度学习工具Torch；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开发AI助手

微软
微软全新人工智能系统；利用云计算加速癌症研究；利用图书馆教智利儿童计算机知识；帮助建造
儿童仿生手臂；面向物联网平台推Windows；跨平台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

百度
引进Andrew Ng及组建北美研究院；大数据积累和平台开放；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算法
和云计算；自动驾驶项目

三星电子 智能手机、VR技术、智能手表、语音助理、智能家居、智能汽车和机器人技术

阿里巴巴 语音识别；人机交互服务；智能助手；阿里物联平台

科大讯飞
讯飞超脑计划——研发基于类人神经网络的认知智能系统；口语翻译达到英语六级水平；口语和作
文评测机器可以代替老师； OCR识别业界率先达到实用

IBM Waston系统；绿色地平线计划——预测未来的PM2.5；智能医疗——提前3小时预测糖尿病人低血糖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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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三十年，取得了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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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2003年 北京大学智能科学系提出

ü 2004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开大学设立了该专业

ü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ü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国家级双万一流专业

ü 2020年，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联盟公布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教育教学综合
实力排行榜，位列“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排行榜的第二位

ü 据悉，截止目前全国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院校共346所，开设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院校共
190所，西电是全国唯一一所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及人工智能专业双双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的高校

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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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现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62人

• 具有博士学历学位60人（96.77%）；具有硕士及以下学历学位2人（3.23%）

• 正高职称24人（38.71%）；副高职称20人（32.26%）；讲师18人（29.03%）

• 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留学经历的有35人（60%）

（二）现有入选国家高端人才计划7人

• 第一层次：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人（石光明），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人（焦李成），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刘静）；

• 第二层次：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2人（董伟生、张向荣），“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人（王爽、董

伟生），国自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人（刘静、董伟生）

（三）入选省部级人才计划10人

•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6人（侯彪、杨淑媛、李阳阳、谢雪梅、张向荣、王爽）；陕西省“千人计划”创新长期人

才1人（梁雪峰），青年千人2人（王晗丁、李雷达）；吴金建（陕西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霍英东青年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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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以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为指导，以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模式为参考，在教学和科研实践

中创新地确立“国际化+西电特色”的培养体系。

基本思路：用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科教协同、本硕博衔接与协同的新工科方式，呈阶梯式、有针对性

地完成学生“会做、敢想、能创新”的培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基于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智能系统方法、传感信息处理等科学与技

术，进行信息获取、传输、处理、优化、控制、组织等并完成系统集成的，具有相应工程实施能力，具

备在相应领域从事智能技术与工程的科研、开发、管理工作的、具有宽口径知识和较强适应能力及现代

科学创新意识的高级技术人才。

培养方案：采取1+1+2模式：第1年大类培养，在第2年进行专业分流；毕业最低完成总学分180学分，

课内学分126.5学分；通识教育课程、大类基础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比例为10:1:9，实践比例超过

20%。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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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西电特色”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

本硕博一体化贯通模式：执行3+X培养方案，X>=3，硕士研究生； X>=5，博士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学分计算可以本硕博一体化拉通计算
 对于学习能力强的本科生，可以修习高层次的课程，为本科生参与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支持，也为学生进入研究

生阶段学习奠定坚实的科研基础，推进建立以“智能感+知+用”为特色的本、硕、博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建立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的三级选课和学分互认机制。

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答辩

硕士学位 学位论文 　

　

硕士答辩
企业实习
博士开题
博士中期

　 　

学士学位 30/36学分
开题、中期 　 　 　

　 　 　 48.5学分 　 　 　 　
　 47学分 　 　 　 　 　
　 47.5学分 　 　 　 　 　 　

50学分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第六学年 第七学年 第八学年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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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基础·电子信息基础·计算机基础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智科+AI

本科课程体系

基础必修课

专业方向课程（必修）

专业方向课程（选修）

• 其他课程：通识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

培养体系

（智能/大数据）系统平台设计、脑机接口

大数据处理基础培训

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

产学研结合案例分析

科教协同案例分析与实战

创新创业课程

实训
模式

案例
模式

实习
模式

科研
模式

比赛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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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工科基础 电子信息基础 计算机基础 智能科学与技术（必修） 智能科学与技术（选修） 通识课程

高等数学A 电路分析基础 计算机导论 算法设计与分析（双语）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人工智能前沿 

线性代数 信号与系统 高级语言
程序设计 人工智能概论 模式识别 信息素养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数字电路与
逻辑设计

数据结构和
算法应用 图像理解与计算机视觉 智能数据挖掘 Python编程和

人工智能系统学习

场论与
复变函数

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 离散数学 智能系统专业实验 智能传感技术 新技术讲座

大学物理 微机原理与
系统设计 数据库与大数据 计算智能导论 类脑与认知计算 智能之路

物理实验 数字信号处理 Python或
JAVA程序设计 机器学习（双语） 智能控制导论 科技论文写作

相关实验 软件工程 智能网络与云计算 网络科学概论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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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士
核
心
课
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英文
1 网络智能信息处理 　
2 模式识别（双语） Pattern Recognition
3 神经网络 　
4 计算机视觉（双语） Computer Vision
5 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双语）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Understanding
6 图像分析与图像识别（双语） Image Analysis and Image Recognition
7 智能光电信息处理（双语） Intelligent Photoelectr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8 压缩感知稀疏学习（双语） Compressive Sensing Sparse Learning
9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双语）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10 空间智能信息处理 　
11 光电成像探测识别与跟踪（双语） Optoelectronic Imaging Detection and Tracking
12 非线性智能系统（双语） Nonlinear Intelligent System
13 运动视觉系统与专用集成电路设计 　
14 计算智能与混合系统（双语）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ybrid Systems
15 图像信息处理与虚拟现实 　
16 自然计算（双语） Natural Calculation
17 统计分析（全英） Statistical Analysis
18 量子计算优化与学习（双语） Quantum computation、optimization and learning
19 类脑学习（全英） Brain-like Learning
20 遥感影像理解与解译 　
21 智能机器人学 　
22 信息融合技术及应用 　
23 人工免疫计算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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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核
心
课
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英文

1 智能控制（双语） Intelligent Control

2 机器学习（双语） Machine Learning

3 模式识别（双语） Pattern Recognition

4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双语） Neural Network and Deep Learning

5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双语）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Method

6 算法分析与设计（全英） Algorithm Analysis and Design

7 类脑计算（全英） Brain-like Computing

8 智能FPGA程序设计

9 高性能并行计算

10 统计学习理论（双语）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

11 大数据处理与信息检索   （双语）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12 云计算与网络技术（双语） Cloud Computing and Network Technology

13 数据可视化（双语） Data Visualization

14 可计算认知科学（全英） Computable Cognitive Science

本/硕/博 专业课总数 双语+全英

智能科学与技术
(本) 28个 40%

人工智能(本) 27个 41%

硕士 23个 61%

博士 14个 86%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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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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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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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全英专业（本科&硕士）：

新工科精英教育

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和国际化

本硕课程一体化设计，全程一对一导师

培养定位

培养模式

培养课程

以学生志趣为导向，以互联网+教育为手段培养理念

“三个一流”的教学理念

提高“四个能力”的培养目标

“智能+电子信息”特色的课程体系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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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基础 学科基础 计算机类 电子信息处理类 智能信息处理类

Random Process
Fundamenta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Matrix
 Theory

Brain Science 
Foundation Network Computing Signal Theory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omputing

Multimedia Security 
and Processing

Principle, Applic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of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Neural Network and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s-A 
Comprehensive 

Founda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Remote 
Sensing Data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Bioinformatics

Computer Vision

课程体系（硕士）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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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复杂影像感知与人工智能
u类脑智能与深度学习

u智能控制与机器人系统
u高性能智能计算

专业方向

智能感知

智能机器人

机器学习

科学研究+创新实践协同育人
国际学术前沿

国家重大需求

教育理念

u视频感知与光电智能系统
u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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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科技部欧盟科技合作专项：《基于自然计算的智能遥感影像解译》

      国际合作院校：University of Birmingham、Leide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Ø 陕西省国际合作科技计划：《智能遥感影像处理》

      国际合作院校：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Surrey

Ø 陕西省国际合作科技计划：《图像数据的综合性研究》

      国际合作院校：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欧盟第七框架玛丽·居里”计划（147万 欧元）

      合作单位：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niversity Leiden of the Nethelands、 University of 

Del Pais Vasco of Spain、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合作项目：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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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项目名称 学生类别 国家（地区） 访学时间
新CDIO世读-NUS人工智能训练营 本科生 新加坡 2018.01

“未来菁英计划”哈佛大学访学团 本科生 美国 2018.08

“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香港大学访学实践项目 本科生 香港 2018.08
“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暑期访学项目
本科生 新加坡 2018.08

西电MIT暑期访学项目 研究生 美国 2018.07-2018.08

海外访学项目：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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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姓名 学生类别 国家（地区） 来华交流目的
MARTIN ONNO WIMMERS 博士研究生 荷兰 高校研究生项目

LETICIA HEMANDO 
RODRIGUEZ 博士研究生 西班牙 NICaiA项目

CL'AUDIO REBELO DE S'A 博士研究生 葡萄牙 NICaiA项目
Shuo Wang 博士研究生 英国 NICaiA项目

AHMED ABDELKHALEK ALI 
AZZOU 博士研究生 埃及 企业奖学金项目

ARSHAD ALI 博士研究生 巴基斯坦 高校研究生项目
WASIM AKRAM 硕士研究生 巴基斯坦 高校研究生项目

留学生培养情况（已毕业留学生50余名）：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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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级别 平台名称 科研/教学

国家级平台
（联合建立）

3个

智能感知与计算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科研+国际化

智能信息处理国家“111”计划创新引智基地 科研+国际化

“信息感知技术”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 科研

省部级平台
9个

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科研

智能感知与计算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科研+国际化

陕西省大数据智能感知与计算2011协同创新中心 科研

陕西省智能感知与计算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科研+国际化

陕西省类脑智能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科研

智能信息处理科学与技术陕西省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 科研+国际化

陕西省智能科学与技术教学团队 教学

陕西省智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教学

陕西省智能感知与计算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

创新团队
6个

智能信息处理教育部创新团队 科研

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创新团队 科研

视觉计算与协同认知教育部创新团队 科研

影像处理与安全传输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科研

计算理论与影像信息学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科研

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科研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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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合作创新平台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惠普高性能计算联合实验室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AMD联合实验室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斗军民融合联合研究中心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蒜泥人工智能研究院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加速云深度学习联合实验室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Altera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科星图智能认知联合研究中心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仲恺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交大一附院智能医疗创新实验室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维恩AI Plus联合研究中心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为EI联合创新中心

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昌都元根高原联合创新实验室

Ø 中国电科二十所-西电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

Ø 中国电科三十六所-西电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

Ø 西电-城大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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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SI
截止2020年9月，计算机科学已进
入全球ESI前100，位列20，国内
第4
工程学进入全球ESI排名前1‰，
位列85

2 “双一流”学科建设
已列入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
计划：“计算机与智能科学” 
学科群

电子科学
与技术

控制科
学与工

程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2006年，A++；
2008年，A++；
2017年，全国一级学科
评估排名B+

2017年，全国一级

学科评估排名A+

2017年，全国一级

学科评估排名A-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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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智能信息感知技术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的重点研究领域。

Ø 习主席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智能技术是引领社会创新的第一动力”。

Ø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中国制造2025”战略》、《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的指导下，人工智能2.0时代已经来临，智能成为创新的原始驱
动力，是生产力中的核心生产力。

国
家
战
略

空间星际探测       全球环境监控         战场态势评估 公共安全监控 ……

科学问题：海量、高维、非结构化数据的感知、学习与解译问题

人工
智能
技术
飞速
发展

数据获取 数据存储 数据管理 数据应用数据分析

智能技术是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需求问题的共性基础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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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奖励类型 完成人名单

基于自然智能的学习与优化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2013)

焦李成、刘芳、刘静、公茂果、张
莉

图像结构建模与视觉表观重构理论方法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2016)

高新波、李学龙、邓成、
陶大程、袁媛

编码混叠成像与计算重建理论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2017）

石光明、董伟生、吴金建、李甫、
林杰

SAR影像智能信息提取与目标识别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焦李成等

信号混叠感知方法及高分辨率探测成像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石光明等

高分辨SAR影像变化检测关键技术及系统平台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焦李成等

计算智能中的协作学习与优化理论及方法 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公茂果等

成果奖励（第一单位&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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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生

• 陕西省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

• 陕西省优秀毕业生

• 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 2008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生

• 蒜泥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 陕西省政协委员

• 2011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生

• 2015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 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 英卓未来公寓CTO

• 2010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生

• 2013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 第八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蒜泥科技集团董事长萨里大学博士后

在读博士生南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生

智能“四君子”

实践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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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35

创业代表
杨少毅（2012级硕士）
蒜泥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谢雯雯（2013级硕士）
蒜泥互动创始人，董事长

创新代表
金   杰（2012级硕士）
第八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获得
者

孙其功（2015级博士）
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获
得者

图为杨少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
源潮，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等领导介绍Visbody人
体三维扫描仪

图为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

会，左三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右一为杨少毅

图为谢雯雯为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
汇报创客孵化基地情况

图为孙其功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情况

创新与创业

实践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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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培
养

Ø石光明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立志获VCIP2016最佳论文奖

Ø刘静教授带领的JZZZ团队获2015年IEEE大数据优化BigOpt竞赛第一名

Ø张青富教授指导的IEEE-TEVC团队获2015年阿里巴巴 “淘宝穿衣搭配算法大赛”冠军

Ø何立火副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李成洲等获2016年第十三届“华为杯”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一等奖

Ø张向荣、吴建设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惠通、赵小文获2017年京东JData算法大赛冠军

Ø焦李成教授指导的玲珑八面团队获第七届“华为杯”中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冠军

Ø田小林教授指导的The Hammer of Thor和王晓甜老师指导的脑纹安全队获第八届“华为杯”中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一等奖

Ø王爽教授指导的challenger团队获2018年IEEE GRSS Data Fusion Contest 高光谱分类赛道冠军，焦老师指导的IPIU团队获多光谱LiDAR数据分
类 
   赛道第三名，人工智能学院有8支队伍入围（共30支队伍）

Ø焦李成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杰、张欣、李晓童获ECCV VisDrone 2018挑战赛无人机单目标跟踪赛道冠军

实践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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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建                        

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董伟生、杨咚咚、尚凡华、刘园园、牛毅、吴金建、兰翠玲、

王晗丁、王楠楠、杨曦、林乐平、刘赶超

青年人才托举计划入选者：吴金建、王楠楠、王晓甜

尚凡华 刘园园 杨咚咚 

牛毅 兰翠玲 

董伟生

王楠楠 

实践真知



人工智能学院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杰出校友

38

杰出校友（高校） 杰出校友（实业）

张艳宁（西北工业大学，长江学者） 薄列峰（2010年百优，京东金融首席科学家）

潘进（西安通信学院，**优秀中青年专家） 马堃（深圳商汤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石光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江学者） 贾颖（常州迪瑞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罗二平（空军军医大学，少将，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桂延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12研究所，副总师）

王玫（桂林理工大学，副校长） 李卫斌（前陕西北斗金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小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973项目负责人） 王永刚（陕西北斗康鑫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磊（陕西理工大学，副校长） 周伟达（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CTO）

陈莉（西北大学，全国离散数学专委会副主任） 李青（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4研究所总体部，总师）

秦明新（陆军军医大学，中国医学物理学会副主任） 凤宏晓（黄河集团设计研究所副所长、省高层次人才）

方洋旺（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高层次人才） 石洪竺（阿里巴巴发展战略部高级专家）

谭山（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百优提名） 马原（澎思科技创始人）



人工智能开启智慧城市5.0时代，未来五年市场规模可达12341亿

2016年，学院在读博士生孙其功创立了西安首个未来无人酒店
(实现酒店从预定、入住、呼叫服务、退房到财务结算的全流程智能化与无接触化）

无接触智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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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电人工智能学院的遥感脑（2019）：辨得明

卫星遥感视频目标识别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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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人工智能学院的无人机跟踪系统（2018）：准确定位、尽收眼底

无人机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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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人工智能学院的校园安防系统（2017.10）：由看得到、看得远、看得清迈向看得懂

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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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人工智能学院的智能视频分析系统（2018）：智能视觉

43

智慧视频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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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曲

2019第五届“互联网+”大赛学院获三个银奖 

AI蚊虫监测系统 

与你瞳行—渐冻人智慧生活眼控轮椅 

生活中的人工智能

44



科技抗疫——教育扶贫中的西电智慧

2020.4.21陕西蒲城科技抗疫 45



热成像测温
精度误差±0.3℃，测温距离0.5-1米

8寸触摸屏
电子码识别

刷二代身份证/校园一码通
身份识别

检 测 到 有 人 时 ， 进
行身份识别提示

身份识别

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

科技抗疫——教育扶贫中的西电智慧

46



西电AI校园疫情应急预警系统----助力学生安全复学

科技抗疫——教育扶贫中的西电智慧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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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人工智能学院的医学影像分析系统（2010）：精准诊断

智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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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部署：全面实现教学2.0，并向教学3.0迈进，培养适于

“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依托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的学科优势确立“智能感知

用”的专业特色，强调创新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以解决问题贯通知识结构的教学，理

论知识与实践完全融合，科技前沿与教学融合，实现学生知识结构适于创新与“人工智能

+”的需求。

（1）四个面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

（2）三个体系—理论教学体系，实验实践体系，创新创业体系；

（3）两个创新—创新平台、创新团队；

（4）一个目标—培养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 

总  结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