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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人工智能是高等院校 信息技 术相关 专业的 一门 重要 的核心 课程。目 前很 多理工 院校 在本 科、
硕士以及博士阶段都开设有相关课程, 但课程体系有待 加强, 对人 才培养 的核心 作用发 挥还不 充分。本文 分析
了目前高等院校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的不足, 从不同 阶段的 人才培养 目标出 发, 在教 材体系、教 学大纲、教 学重
点以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对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提出合理 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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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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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very important core curriculum in relevant specialt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has been set a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graduates, and doctoral candidates. But the curriculums haven. t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to play the core rol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 this pape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iculum syste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analyzed. The cultivation objectives of different phases are studi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outlines, teaching emphase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are proposed, aiming at building a sound curriculum
syste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chn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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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利用计 算机模仿人
脑所从事的推理、证明、识别、理 解、设计、学习、 思考、

测验 ( 30% ) , 平 时小 测验 ( 30% ) , 项目设 计 ( 15% ) , 在
[ 3]
线作业和课堂 参与 ( 25% ) 组成。
我 国高校 一般将 其作为

规划以及问 题求解等 思维 活动, 来 解决需 要人 类处 理的复
杂问题。其 研究 领域十 分广 泛, 包括 问题求 解 ( 如 博弈) 、
自动定理证明、自动程序设计、自然 语言理解、专家 系统、

计算 机和自动化等信息类 专业 本科 及硕士 研究 生的专 业必
修课, 以及博 士研 究生的 专业 选修 课。目前, 对 于这 三个
阶段的人才培养 目标 和课程 体系 缺乏 统一有 效的 规划, 已

机器学习、智能控 制、计算 智能、知 识表 示 与推 理、规划
与调度、模式识别、神 经网 络、人 工生 命、机 器视 觉、智

经制约相关学科 的发 展, 并开 始对 相关人 才的 培养产 生了
不利的影响, 所以 需要进 一步 加强 人工智 能课 程体系 的建

能机器人、知识发现 与数 据挖 掘等。人工 智能 理论 已经渗
透到科学的 各个领域, 成为信 息技 术不可 缺少 的重 要组成

设。

一、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的现状

部分, 人工智能技术 也得 到广 泛的应 用, 有许 多研 究成果
已经进入人 们的 生活。因 而, 在高 等院校 开展 人工 智能基

目前, 各高校已 经认 识到 人工智 能不 仅为学 生提 供丰

本原理和高级专题的课程教学十分必要 [ 1] 。
国内外重 点 大学 都非 常 重视 该门 课 程的 教 学 和研 究,

富的专业知 识, 而且 直接 引导学 生通 向应用 领域、紧 跟科
学发 展前沿。学好人 工智 能课程, 对于更 加有 效地利 用好

许多重点大学都 有自己 独立 的人工 智能 研究所 [ 2] 。如 麻省
理工学院早在 1958 年就由明斯基和 麦卡锡创 建了世 界上第

计算 机技术, 创造性 地求 解各种 复杂 问题, 有 着重要 的作
用和 深远的指导意义 [ 4] 。所以纷 纷把人工智 能作为计 算机、

一个 AI 实验室。他们对本科 生的人工 智能非常 重视, 不但
有理论水平 高和工程 经验 丰富的 教师 承担教 学任 务, 而且

自动化等信息类 专业 课程体 系中 的一 门核心 课程。但 是随
着计算机技术和 信息 技术的 发展, 当前的 课程 体系已 经不

建立了一套 完善的课 程体 系和学 生评 价标准 。主要 讲授搜
索、知识表示与推理 以及 机器 学习等, 本 科生 成绩 由期末

能满足学生发展 的需 要, 课程 内容 也跟不 上人 工智能 技术
发展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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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目前在人 工智 能的课 程设 置上 主要存 在以
下问题:

目前在各高校中 使用 的人工 智能 教材 的种类 比较 繁多, 内
容上有不 少 差别。在 对 多个 版 本的 教材 进 行比 较会 发 现,

( 一) 本科生课程知识比较陈旧
人工智能课 程同 其他 计算机 科学 技术一 样, 其技 术发

有些教材 不 太适 合实 际 教学 情况 , 有些 内 容讲 的太 模 糊,
有些内容讲 的太 深奥, 学 生不容 易接 受, 在教 学过程 中经

展是日新月 异的。因 而对 教学 来说就 要紧 跟发展, 了解该

常要对教材进行 各种 补充和 解释, 究其原 因在 于有些 教材

学科的前沿 信息, 但 现有 的教 学方式 对此 缺乏体 现。虽然
说新的教材 不断涌现, 但真正 引入 到课堂 上的 新的 内容还

不是 面向学生学习, 而变成教师晋升职称的一种手段。
选用现有教材, 应 该考虑 相关 层次学 生的 基础 。对于

是少之又 少, 主要 还集 中在问 题求 解、知识 表示、归 结原
理以及传统 的经 典 推理 技术 上。很 多问 题 还主 要 是说 教,

本科类的学 生, 应该 选用 偏重原 理性 的新教 材, 内容 除了
包括人工智能的 基本 原理及 基本 技术 之外, 还 应该包 含机

实践课程也比较匮乏。
( 二) 硕士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 程的教学 内容存在重

器学习、知 识 发现 等新 内 容, 供 教师 在 教学 过 程中 选 讲。
研究生阶段 的教 材尽量 引进 经典性 、高水平 原版 教材, 同

叠
长期以 来, 研 究生 课程 教学特 点日 益淡 化, 成为 本科

时在教学内容上 尽量 避免与 本科 阶段 的重复。 博士研 究生
阶段的教材 可能 比较少, 应在学 科前 沿的探 索基 础上, 形

生课程教学的简 单延续 [ 5] , 很 多本科 生已 经学 过的问 题求

成有前沿性 的教 学讲义, 要与硕 士研 究生, 本 科生的 课程

解、归结原理等在硕 士研 究生 阶段又 有很 大的重 复, 很多
时候只是教 材选 用新 的, 有的 是英文 教材, 但 在教 学内容

有明 显的区别, 深度和难度要有所增加。
( 二) 注重教学大纲的针对性

的选择上有 待加 强。研究 生对 课程学 习的 积极性、 主动性
未能得到调动。为 了达 到培养 高素 质高层 次专 业技 术人才

在确定好教 材的 同时, 要 对不同 阶段 的人工 智能 课程
编写合理 的 教学 大纲。 根据 不 同层 次人 才 对课 程的 要 求,

的教育目的, 人工 智能 的课程 教学 在该阶 段必 须立 足于对
学生实践能 力的 培养, 更 新教 育观念 和改 革教学 内容, 改

结合我国和院校 自身 人工智 能的 教学、科 研和 应用开 发的
需要 , 并根据 专业学 生的 实际情 况, 制定 了一 个具有 学科

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 三) 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理念落后

特色 的分阶段教学大纲。
在本科生阶 段开 设人工 智能 课程, 主 要是为 了让 学生

人工智能始 终处 于信 息技术 发展 的最前 沿, 人工 智能
研究带来的理论和洞察力指引了信息技术 发展的未来 方向。

通过 学习, 对 人工智 能的 发展概 况、基本 原理 和应用 领域
有初 步了解, 掌握一 定的 主要技 术及 应用方 法, 启发 学生

作为人才培 养金字塔 的顶 端, 博士 研究生 更应 该掌 握人工
智能这一门 学科发展 的脉 搏。但是 面向博 士生 开设 的该门

对人工智 能 学科 的兴 趣, 培 养 知识 创新 和 技术 创新 能 力,
为以后深入 学习 人工智 能、智能 控制 等相关 理论, 进 行人

课程还比较少, 综 合交 叉以及 高水 平研讨 和专 题讲 座的开
设普遍较弱, 缺乏对学科有效的把握和 指引。在这一 阶段,

工智 能研究和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要摈弃传统讲、学、 考模式, 引入新 的教 学 内容, 注 重学

在硕士研究 生阶 段, 围 绕 提高 研 究 生学 员 实践 能 力,
较大幅度地提高 实验 教学的 课时 比例, 明 确各 项实践 教学

生能力培养的措施, 培养出具备信息技术能力的人才。
( 四) 人工智能的实验课比例偏少

环节的设置和学 分要 求; 走好 校内 实践教 学和 校外实 践教
学相结合的路子, 大力开 展各 类以 研究生 为主 体的自 主创

人工智能是 一门 实践 性很强 的课 程。实践 教学环 节在
教育中是一 个非常重 要的 教学环 节, 是提 高人 才素 质与能

新实践活 动、高水 平的学 术交 流活 动, 以及教 学、科 研等
实践 活动。

力的重要途 径。特别 是对 于理 工类学 生而 言, 若只 有书本
知识, 不掌握 理论 应用能 力, 就 不是 合格 的毕 业生 [ 6] 。目

在博士研究 生阶 段, 应该 围绕人 工智 能研究 的热 点问
题开展教 学工作 , 立足学 科前 沿、开展 创新研 究, 培 养人

前, 一些院校的人 工智 能课程 理论 教学和 实践 教学 联系不
紧密, 缺乏对科学研 究和 实践 应用能 力的 培养。研 究生教

工智能研 究 领域 的高 级 人才, 对于 前沿 问 题如 环境 认 知、

学实验条件 不足, 实 验课 时的 开出比 例偏 低, 实践 能力难
以得到全 面、系统、规 范的 训练 和培养, 对学科 前沿 的动
态反映不够。

二、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设的对策

智能 推理等进行大纲设计, 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
( 三) 合理安排各阶段的教学重点
在本科生阶 段, 教学 的重 点应该 放在 基础理 论和 基本
方法 , 激发学 生对人 工智 能的学 习兴 趣, 教学 重点应 放在
问题 表示、搜 索技术、知识表示、推理技术 和专家系 统等,
但要更新教 学内 容, 与时 俱进。同 时在这 阶段 要对人 工智

作为信息类 专业 的核 心课程, 人 工智 能课 程体系 应该
进一步加强改革 [ 7] 。应 在科 学发展 观的 指引 下, 由院 校统

能的发展 有所讲 述, 如机 器学 习、进化 计算、多 智能 体等
领域 。经过本 科生阶 段教 育, 要求 学生掌 握人 工智能 的基

一领导, 统 筹规划, 避 免各 专业 各自为 战, 从长 远发 展出
发, 制定出 切实可 行的, 既 有各 院校特 色, 更能 突出 人工

本实现技术, 能够 选择合 适的 人工 智能方 法应 用于特 定的
工程 问题, 并 能比较 准确 地评价 方法 的适用 性, 估计 方法

智能学科特 色的课程 体系, 从 而奠 定人工 智能 课程 在信息
类专业人才 培养的核 心地 位, 发挥 人工智 能课 程的 人才培

的时 空代价。
硕士研究生 阶段 的重点 应放 在实践 能力 的培养 上。研

养核心作用。

究生的课程学习 是在 理论专 业知 识学 习过程 中, 达到 激发

( 一) 加强人工智能教材体系建设
人工智能作为 一门课 程, 教材 是核 心, 必须 下大 力气
加强教材建设, 对本、硕、博 人工智能课 程教材统一 规划。

自身学习动 机, 发挥 潜在 的高层 次思 维能力, 积极的 探索
复杂 问题, 开 展相关 实践 活动, 培 养研究 生独 立担负 技术
工作 的能力, 开展一定的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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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过程。它需要涉及到社会环 境、学校制度、学生 个性、
青年教师本 身等相关 因素 的影响 和制 约。实践 因素 对于青

综上所述: 高 等教育 的主 要任 务是培 养具 有综合 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人 才, 要实 现这 个任务 的关 键是提 高高

年教师教学 能力的培 养具 有重要 的作 用, 只有 实践 型的导
师才能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学生。

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 师的 教学 能力, 而实 践能 力 ( 社 会实
践能力、教学实践能力) 又是 提高 青年 教师 教学 能力 的关
键因 素。高校 青年教 师不 是先天 的教 育家, 教 育者必 先受
教育。当然, 要提 高青年 教师 的实 践能力 必然 要对目 前教
师的评聘制度进 行改 革, 需要 国家 出台相 应的 高校教 师考
核、评聘和培 训办法 改革 的扶持 政策, 鼓 励青 年教师 到企
业去 挂职和积极参加教学实践活动。

图 1 影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实践因素
作为提高教 学能 力的 载体, 社会 实践 能够 帮助青 年教
师及时掌握 新材 料、新设 备、新技 术及在 工程 中的 具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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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可放在分布式人工智 能与 Agent、自动 规划、机器

实践能力和思维 能力 的考核, 在考 核中大 量采 用项目 设计
的形式, 项目设计成 绩可以 占到 50% 左右, 结 合开卷 考试

学习、知识发现和自然计算等方面。
博士研究 生 阶段 的教 学 重点 放在 创 新能 力 的 培养 上,

进行, 重点考察学 生利用 人工 智能 方法求 解复 杂问题 的能
力。对于博士 研究生的考核, 可主要依靠大 作业形式 进行,

使学生能创造性地利用 理论知 识来 解决实 际中 的种 种具体
问题, 为社会创造和 生产 新知 识, 重点培 养学 生的 科学思

要求 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当 前人 工智 能的发 展现 状和前 沿问
题, 并提出自 己的观 点。对于 高水 平的作 业还 可以鼓 励作

维能力、创 造能力、创 新精 神和 创业精 神。要求 学生 在掌
握人工智能 基础理论 和专 门知识 的基 础上, 具 有较 强的创

为学 术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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