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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流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一、人工智能的专业建设

二、一流课程内涵与建设

三、人工智能虚拟教研室



AI产业发展倒逼人才培养

全球AI人才荒

o 国内缺，国外也缺

o 企业缺，高校也缺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人工智能类专业设置

智能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类）

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类）

机器人工程（自动化类）

工业智能（自动化类）

智能无人系统技术（兵器类）

人工智能类人才培养的三个层次



人工智能+类专业设置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气类）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气类）

电机电器智能化（电气类）

智能制造工程（机械类）

智能车辆工程（机械类）

智能材料与结构（材料类）

智能医学工程（医学技术类）

人工智能类人才培养的三个层次



专业+人工智能

AI是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重要措施

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人工智能 

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人工智能 

 AI 专业人员优势：精通算法与编程实现

其他专业人员优势：熟悉需求与应用思路

人工智能类人才培养的三个层次



o 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人工智能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计算机类）

学科基础课程：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

组成、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等

人工智能专业基础课程

人工智能专业课程

人工智能工程实践环节



人工智能专业（电子信息类）

学科基础课程：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通

信电路与系统、信息理论基础、信息网络

人工智能专业基础课程

人工智能专业课程

人工智能工程实践环节



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思考”

AI专业基础课程

AI专业课程

AI工程实践环节

电子信息

基础课程

自动化核心课程

计算机核心课程

电子信息核心课程



 人工智能类课程建设：

●人工智能导论（人工智能基础）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物联网技术

●知识图谱           ●计算智能       ●大数据分析

●机器视觉           ●智能机器人    ●云计算

●自然语言处理    ●语音识别

●人机交互           ●…………



 人工智能专业学科交叉课程建设：

● 电路                         ●电子技术

●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

●数据结构                ●数据库

●自动控制理论         ●智能控制（现代控制工程）

●信号与系统             ●自动控制技术

●数字图像处理          ●最优化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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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课程计划与内涵

2018 年9 月10 日由中央组织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学生从大学里受益的最

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是课程。

课堂革命：消灭“水课”、建设“金课”。



金课建设计划：10000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

和10000门左右省级一流课程。包括：

 ●线上3000门；

 ●线下和线上线下混合式7000门；

 ●虚拟仿真1000门；

 ●社会实践1000门。

一流课程计划与内涵



什么是“金课”？归结为“两性一度”：

●高阶性：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

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创新性：课程内容有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

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挑战度：课程一定要有一定难度。

一流课程计划与内涵



●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学生水平差听不懂：

o 中国科协：非信息类专业正在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o 教育部：中小学正在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首批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人工智能导论



教材选择是关键

●教材内容是教学主体内容，优秀教材是

教学经验的传承。

●教师写教材要对学生负责，选教材也要

对学生负责。

●选优秀教材：经典教材、获奖教材、规

划教材、名师教材

●选合适教材：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

学型大学的教材 名书：国家教材奖

金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批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王万良，人工智能导论（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金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批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王万良，人工智能导论（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第1章  绪论                           第2章  知识表示与知识图谱

第3章  确定性推理方法         第4章  不确定性推理方法

第5章  搜索求解策略             第6章  智能计算及其应用

第7章  专家系统与机器学习  第8章  人工神经网络及其应用

第9章  智能体与多智能体      第10章 自然语言处理

附录A：部分习题解答           附录B：实验指导书

金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机器学习课程



王万良，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005年第一版，跟随AI发展脚
步，从人工智能的冬天走进春天！

第6章  进化算法及其应用

      6.5 差分进化算法及其应用

      6.6 量子进化算法及其应用

第7章  群智能算法及其应用

      7.3量子粒子群优化算法

第8章  人工神经网络及其应用

      8.7 卷积神经网络及其应用

      8.8 胶囊网络及其应用 
      8.9 生成对抗网络及其应用

金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金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王万良，人工智能通识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前言：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学方法
第1章  人工智能概论（人工智能伦理）
第2章  知识表示与知识图谱
第3章  模拟人类思维的模糊推理        第4章  搜索策略
第5章  模拟生物进化的遗传算法
第6章  模拟生物群体行为的群智能算法
第7章  模拟生物神经系统的人工神经网络
第8章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第9章  专家系统           第10章  自然语言理解
第11章  计算机视觉   
第12章  智能机器人（机器人伦理）
附录：实验指导书

●王万良，人工智能通识教程（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金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o 选择的线上一流课程决定了课程设计的主要方面。

o 线上线下混合一流课程特别注重国家线上一流课程的应用。

o 着重介绍线上学习、线下讨论以及实验过程、优势与效果。

充分利用线上一流课程优秀教学资源

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学生水平差听不懂：

o 中国科协：非信息类专业正在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o 教育部：中小学正在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选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放飞学生思想

人工智能许多方法模拟人、生物等行为，可以产生各种方法。

学生从自己视角理解与讲述人工智能方法。

●从不同的专业视角探讨一些问题，提交研究报告

让学生从自己专业视野，探讨人工智能中的一些问题，提交总结报告。

让学生查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实例。



●开展研究型教学：人工智能是模拟人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

适合进行研究型教学，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进行工程案例教学：结合各个领域中人工智能应用实例教

学，引导学生应用新理论解决工程问题。

●开展项目式教学：人工智能应用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选择

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实例，要求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技术设计。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理论教学与工程案例相结合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理论教学与课程实验相结合

实验一  产生式系统                
实验二  模糊推理系统                   
实验三  模糊推理系统            
实验四  A*算法I- N数码难题          
实验五   A*算法II-迷宫寻路     
实验六  遗传算法I-函数优化          
实验七  遗传算法II –TSP        
实验八  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式识别

实验九  基于神经网络的优化计算

实验十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数字识别

实验十 一 基于胶囊网络的数字识别

实验十 二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数字生成



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实验：村落、街区智能规划系统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虚拟仿真实验



Ø建立AI研发与人才培养长期合作基地

实践教学：课程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教师立德树人：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课程思政的目标是构建教学生态环境：使学生

明白为什么学、为谁学、为谁服务的问题。

●课程思政是每个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具体

工作。

一流课程内容：课程思政



教之以事而喻诸德是课程思政重要方式

●课程思政既不是思政课程，也不是传统课程，而是在课程教学中在传授知识的同

时进行道德教育。

●西汉·戴圣《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

●教师在教学生“谋事之才”的同时，更要传授学生“立世之德” 。

●课程思政是在课程教学中以“喻”为教，通过大量的教学案例，使抽象的道理

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唤起学生思考，更好地进行道德教育。



人工智能课程思政主要内容

●宣传国家战略，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树立民族自信，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弘扬中国文化，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坚持不懈精神，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研究生教材 本科慕课教材 本科通识教材

一流课程内容：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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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课程国家级虚拟教研室建设目标

●建立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虚拟教研室的运行机制、

建设模式等；

●打造统一规划研究、资源共建共享的人工智能教学研究联盟；

●有组织的开展跨专业、跨校、跨地域的教学研究交流活动，

组织一线教师开展课程教学培训和教学方法研究；

●协同打造人工智能精品教学资源库、优秀教学案例库、优质

教师培训资源库等；

●培育一批如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等教学成果。



o 人工智能课程虚拟教研室：AI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AIVTRO）

o AIVTRO负责人：浙江工业大学王万良

o AIVTRO创建高校：浙江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山东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太原理工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西藏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常州大学、浙江树人学院、海康威视研究院。

o AIVTRO扩展高校：（通过活动发展）

人工智能课程国家级虚拟教研室组织结构



o 欢迎各高校加入人工智能课程虚拟教研室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