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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建设背景 

2017 年 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活动，鼓

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人工智能的科普与推广，全面提高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整体认知和

应用水平。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充分发挥各

类人工智能创新基地平台等的科普作用”、“鼓励科学家参与人工智能科普”。2018年 1月，

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正式将人工智能、

物联网、开源硬件、算法等划入新课标。2018年 1 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 2018年工作要点》强调“支持部分学校引入人工智能教学实验，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

技术变革”。2018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要求落实“信息素养

全面提升行动”，“将学生信息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充实适应信息时代、智能时

代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和编程课程内容”。 

一系列的政策推出都把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技术的更高发展阶段，这毫无疑问会深层次

推动信息技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应更加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维、

结构化思维、创造力、协作力、表现力等多方面能力，帮助学生在新的社会就业体系和人

生价值坐标系中准确定位自己。教育目标、教育理念的改变将加速推动培养模式、教材内

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教育治理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创新。 

1.2 建设意义 

1.2.1 为我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提供基础 

结合国际领先人工智能企业核心技术、高等院校前沿教育理论以及优秀的教育教研师

资力量，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人工智能的创新课程开发、人工智能教师队伍建设，提

供具备完善实验平台、成套的软硬件设备作为创新研究的基础。 

1.2.2 为师生提供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入口 

当前学校教育仍以语数外、物理化等传统学科为主，缺乏对前沿技术的正确认识，获



 

  

取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网络和科幻作品，然而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

科幻作品更是存在大量夸张手法、脱离科学实际，这都使得无法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

科技发展、应用场景等有正确认识，不利于为未来社会变革做准备，所以需要为广大师生

提供正确探索和认知人工智能的入口。 

1.2.3 培养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教师人工智能教学能力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建设，可以帮助学生以有趣的方式、由浅入深地了解深奥的人工

智能相关知识，满足学生走近科学、了解前沿科技的需求，提升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识，

培养编程思维、计算思维和创新思维。同时，学生能够在任务挑战和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

充分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核心素养，助力学生未来发

展。 

对于教师，人工智能时代下应该具备更优秀的科学素养、更丰富的知识储备、更多样

的教学思路、更有效的授课能力，从而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学生对于接受人工智能相关教育

的需求。通过建设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及开展配套的师资培训工作，能够有效加强教师自身

的不断学习和逐步完善，帮助教师成为学生认识人工智能的领路人和 AI教学专家，有利于

教师个人职业发展，体现教育价值。 

1.2.4 满足学校创新发展，不断引领的定位需求 

建设创新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其肩负着建设伟大祖国的历史使命，只有大力实施中小学生创新教育，才能为国家的战略

发展、民族的振兴、创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根本动力和全面保障。同时，当传统的应试教育

到达瓶颈，我校更需要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抓手，着眼未来，打造特色，建立新时代

下人工智能教育的领先水平和辐射效应。打造我区、我市甚至全国的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前

沿示范校。 

1.2.5 促成高效、规模性的社会经济效益 

我校的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建设将会促进区域内人工智能教育的蓬勃发展，将有效拉

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设备制造、人才培训、科研发展等相关领域的共同发展，助力全社会

形成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培育一批具备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能力的新型人才、

促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企业的发展，促就我区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循环，从而形成拉



 

  

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提升。 

1.3 顶层设计 

Ø 以科普、体验和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建设 

在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历程、技术原理、最新成果、场景应用等进行有机融合，完成课程内容的研发，制定符合

要求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提供与不同学段的学生培养目标相匹配的课程体系。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强调学生动手实践，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充分发挥学生在人工智能教育中的主体

地位，让学生在项目式教学中有更多的自我发挥空间，提升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

同时进一步与大学相关专业课程相结合和打通，形成人工智能教育的课程梯度。 

Ø 以人工智能最新技术成果为借鉴的空间建设和教学设备建设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实施需要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与科学装备，这些技术与装备的选

择既要反映该研究领域软硬件环境的综合应用性，也应加强信息技术手段的配置与使用，

鼓励学生广泛使用网络和探究实验的应用软件，了解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同时通过人工智

能相关产业化应用的体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拓展学生视野。人工智能创新教育

基地的规划和布局应该做到区域功能划分，符合学生的学习层次和能力进程。从基础认知、

应用体验、动手实践与学习三个层次进行课程学习。同时整体建设有利于学生个人动手操

作，更要有助于团队合作。因此，通过对基地进行整体规划、布局、装修装饰等方面，营

造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学氛围，为学生搭建动手实践、创新成果展示的平台。 

Ø 设以校内教师培养和企业专家服务相结的 AI 教学专家培养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开展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是落

实人工智能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建设目标的根本保证。因此，通

过教师培训，用人工智能教育的新思想激活教师革新信息化教学理念，学习和掌握图形化

编程软件和开源硬件+人工智能模块等新的教学策略和工具，引领教师开展专业发展的学习

与交流，促进人工智能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充分发挥 AI教育领域内企业资源优势，

引入人工智能专家科普讲座、专业课程培训等方式为师生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提供多元化

手段。 



 

  

1.4 整体目标 

开展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目的不是泛泛的科普，也不是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而是

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提高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能力，让师生共同具备对人工智能的

鉴赏力、理解力和应用力，为未来个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更为国家的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储备复合型人才。 

通过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建设，帮助学校达成“五个一”目标： 

l 建设一个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室 

l 开设一门人工智能创新教育课程 

l 培养一支优秀的人工智能教师队伍 

l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人工智能相关活动 

l 每生至少独立完成一个人工智能设计作品 

通过“五个一”目标的实现，真正保障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教学效果，有效发挥 AI+

教育的融合优势，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求实求新！ 

1.5 主要功能 

1.5.1 日常教学 

完成人工智能及相关系统知识的教学，通过系统课程的学习（基础+主题），帮助学生

由浅入深地逐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培养应用能力。 

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初步科普、人工智能概念认知教学、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介

绍等，帮助学生对人工智能形成整体的、初步的、科学的认识。 

体验教育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设计作品体验、人工智能功能模块体验等，让学生能够亲

身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的神奇，在沉浸式的教学环境中初步探索相关原理。 

实践教育主要是包括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模块综合应用。通过任务式教学和项目式学习

的模式，让学生逐步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相关知识并能够应用 AI技术去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1.5.2 创意实践 

通过学习系统的人工智能知识后，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软硬件设备，

创新实验平台，将自己的想法变成实际可行的人工智能创意作品。 

1.5.3 交流分享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室支持交流分享、发布任务、组队立项、头脑风暴等形式的多

人活动，还可以方便同学们路演，展示、讲解自己的作品。 

1.5.4 教师培养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室能创新教师培养环境，方便授课老师人工智能相关教研教学，

提升教师队伍的信息化素养，利于探索培养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挑战的教师，利于探索

开展教师的智能研修。 

1.5.5 展示接待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室除了能够满足正常的教育教学、研修提升功能外，也具备对

外展示接待功能，一方面，对外展示学生的人工智能创新教育作品，另一方面，此实验室

的建设也可以作为学校对外展示的窗口，集中展示学校在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方面的最新研

究成果。 

2. 建设内容 

2.1. 系统框架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系统架构主要由 “课程+云+端+实验室+师训”五个部分组成。 

“课程”即课程体系，指围绕课程大纲和教材内容制定的教育计划、教学资源、教学

材料等体系化材料。 

“云”即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AI 在线平台为用户提供 AI资源内容和 AI 教

研功能，方便教师和学生在课下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拓展师生思维和体验。平台主要包

括账号管理服务、资源应用服务、AI师训服务等。 

 “端”即移动端智能教学应用智能教具。主要包括 AI 教学平板、教学机器人、实践

开源硬件、人工智能体验设备等。实现基于人工智能的体验式教学。 

“实验室”即实验室环境建设，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文化展示区、人工智能教学实践区、

人工智能应用体验区三个功能分区。 

“师训”即教师培训，培训内容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细分为人工智能专业素养、

课程理念目标、产品初步使用及实践、创新教学实施策略、教学实战等，以校为单位。 



 

  

2.2. AI 课程 

2.1.1 课程目标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课程的目标不是泛泛的科普，也不是培养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而是

帮助更多学生具备对人工智能的鉴赏力、理解力和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协作

能力、思维水平等综合素质，让学生为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好准备。具体可分为：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历史人物等基础知识。 

2.了解深度学习、大数据、处理器等人工智能相关概念。 

3.了解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原理。 

4.了解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场景。 

5.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简单的编程，完成指定任务。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和探究，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2.通过小组协作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合作精神和领导力。 

3.通过项目式学习的方式，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人工只能技术的

应用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正确认识。 

2.培养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知识、成为 AI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奉献力量的精神品质。 

2.1.2 课程思路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体验教育和实践教育三个层次，帮助学生

由浅入深地逐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培养应用能力。 

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初步科普、人工智能概念认知教学、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介

绍等，帮助学生对人工智能形成整体的、初步的、科学的认识。 

体验教育主要包括人工智能产品体验、人工智能功能模块体验等，让学生能够亲身体

验人工智能技术的神奇，在沉浸式的教学环境中初步探索相关原理。 

实践教育主要是包括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模块综合应用。通过任务式教学和项目式学习

的模式，让学生逐步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相关知识并能够应用 AI技术去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2.1.3 课程评价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课程不同于传统课程，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不依赖于考试，而是

更注重对学习过程和学生作品的评估。具体的评价方式如下： 

（一）过程性评价： 

1.学生学习单将记录学生在每节课上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对课堂问题的解答、对学习

过程的自我反思等。 

2.教师针对学生在课堂中的任务完成情况、小组分工协助情况、成果分享和总结等模

块对学生进行评价。 

（二）结果性评价 

1.学生在每节课上完成任务产生的结果是学生评价的依据之一。 

2.学生在每学年结束时需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完成指定任务。 

（三）扩展性评价 

1.学生能够将所学人工智能知识及素养应用于创新大赛、传统学科、生活实践等方面。 

2.1.4 课程大纲 

中央电教馆和国内多所师范类高校，共同打造面向中小学阶段的人工智能课程，构建

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课程体系。 

 
课程大纲（部分） 

2.1.5 教学设计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教学设计充分考虑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趣味性、可行性，将深奥难

懂的人工智能知识以浅显有趣的方式教给学生，并且充分发挥学生的逻辑思维、小组协助、

动手实践、总结分享等能力，通过“少量教师讲授+大量学生实践”的方式，让学生获得人

工智能知识的同时，培养综合能力。以下为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设计示例 

 

2.1.6 配套资源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配套教学资源主要涵盖教学简案、教学详案、课堂教学 PPT、音视频

资源等，帮助教师快速完成备课和授课，减轻教师负担。 

  
深度学习教学 PPT 

2.1.7 师生手册 

教师手册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指导用书，包括课堂流程设计、实验操作指导、活动

设计、注意事项等内容，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帮助。 

学生手册是学生课堂学习用书，包括课前导读、学生操作步骤指导、学生学习单、扩

展阅读等内容。 

2.3. 在线平台 

AI 教育云平台为用户提供云端资源内容和 AI 实践模块，方便教师和学生在课下进行自



 

  

主学习、训练及实验，拓展师生思维和体验。 

 

平台首页 

 

2.4. AI 教学工具 

2.4.1 教育机器人 

  
产品简介： 

全包围人形机器人，采用最流行的造型设计，搭载最新的大型 3D 图形化编程系统，支

持手机 APP 软件控制。支持多种编程方式，包括：支持图形化编程及 Python、Clang 等编

程方式，提供适用不同语言的教材。 

产品配置： 
身高：40cm。 

舵机参数：18 个；控制角度 300°；舵机减速器：全金属齿轮减速器；通讯形式：总

线舵机连接结构。 

机器人主控板为 STM32，采用 Kill编译器，可通过 C语言和三维图形化软件实现混合

编程上手快。 

图形化编程：采用第二代大型 3D高清图形化编程系统软件，5岁儿童可学会编程；动



 

  

作存储器为标准 microSD 卡，可存储动作组及动作无上限。 

电脑配置：支持 Window7、8、10操作系统。 

电池：采用 8.4V 锂电池，可充电 1000次。 

语音系统：搭载高保真 MP3语音播放系统，采用 SD 卡存储音频文件，最大支持 32G的

存储容量，可以存储上百小时的语音信息，并且可以通过 3 维动作编辑软件进行编程。将

这个 MP3 模块嵌入至人形机器人体内，再通过串口与机器人主板连接。 

姿态传感器：标配搭载 3轴加速度计，选配增加 3轴陀螺仪；行动自如。 

步态行走：搭载经典静态平衡步伐函数，便于基础教学；同时搭载第二代动态步伐函

数，便于高速行走。 
 

2.4.2 AI 智能无人车 

 

产品简介 ： 
基于 ROS 操作系统教育 AI 教学与实践套件，硬件整合了激光雷达、双目相机、语音

阵列，多传感器 ROS 驱动板手柄、超声波多传感器融合；软件可实现 SLAM 建图与导航、

神经网络、语音对话控制、声源定位、Opencv 视觉、三维融合建图、手机 APP 图传、多种

视觉跟随等功能。 

自动驾驶版本：可实现自主识别红绿灯、闸机、交通标志检测、行人检测、上下坡、

车道保持等自动驾驶所需功能。 

提供详细的 ROS 视频教程、代码讲解和开发实例指导手册，适合 ROS 学习、算法验证

和二次开发。 

 

配置参数 
车体结构 ：铝合金车体车轮：97mm 麦轮全向轮 

主控：Jetson Nano B01 主控带 TF 卡 32G，带 Wifi 模块 

底层驱动板：STM32F103RCT6 ROS 电机驱动板，集成 DC-DC:5V 5A, DC-DC 3.3V 电

源管理，板载四路电机编码器、IMU 6050 六轴姿态传感器、串口、舵机、超声波、温湿度

等多种传感器接口 

车体尺寸:240mmX290mmX190mm(长宽高) 车身重量 :2.8KG 

最大负载:2KG 

最大直线速度：1.2 米/秒最大旋转速度：6.6rad/秒 

驱动模型 ：差速 PID 调速驱动模型 

电机：直流有刷电机（12V 最大转速 366RPM 带 360 线 AB 编码器） 

电池：12V 12000mAH 锂电池带充放电保护，配 2A 充电器 

激光雷达： 思岚 rplidar A2 雷达 ，8000Hz 采样频率，15Hz 扫描频率，12 米扫描

半径摄像头 ：乐视 Astra Pro 深度双目相机 

语音模块 ：远场 4 麦克风阵列、带声源定位云台：上下左右 0-180 度两自由度云台 

系统软件：ubuntu 18.04 ROS melodic 操作系统 

编程语言：底层驱动 C/C++混合编程，上层 C++、Python 



 

  

续航时间 ：4-8 小时



 

  

 

配套实训案例

序号             应用案例 实训类型 

1 ROS 简介与 ROS 开发环境搭建 操作类 

2 ROS 文件系统介绍 操作类 

3 Liunx 下常用的基本命令介绍 操作类 

4 Liunx 下 vim 编辑器的基本使用 操作类 

5 ROS 程序创建与编译 操作类 

6 ROS 节点的介绍 操作类 

7 ROS 常用的基本命令 操作类 

8 ROS 可视化工具介绍 操作类 

9 创建 ROS 消息与 ROS 服务 编程类 

10 编写 ROS 消息发布订阅器（python/C++） 编程类 

11 编写 ROS 服务节点 Service 和 Client(python/C++) 编程类 

12 ROS 机器人 URDF 模型编写与导入（xml、urdf） 编程类 

13 ROS 机器人基本移动控制、PS2 手柄控制与代码控制编程（python） 编程类 

14 ROS 机器人 IMU 与角速度、线速度校正与代码解析（python） 编程类 

15 ROS 机器人的 PID 动态调试 操作类 

16 ROS 机器人 Opencv_apps 常用图形处理示例 操作类 

17 ROS 机器人基于 opencv 的色块踪、人脸识别（haar 与 face_recognition 两种版

本）、身份识别（python） 

编程类 

18 ROS 机器人 PID 单线寻线功能（C++） 编程类 

19 ROS 机器人 AR 二维码创建、识别、跟随、定位（python） 编程类 

20 ROS 机器人 KCF 算法下的特定目标跟随（C++） 编程类 

21 ROS 机器人基于 SVM 的人体检测（pyhton） 编程类 

22 ROS 机器人深度视觉跟随（C++） 编程类 

23 ROS 机器人的 WEB 远程监控 操作类 

24 ROS 机器人手势识别（python） 编程类 

25 ROS 机器人基于色块的追踪（python） 编程类 

26 ROS 机器人 slam 构建地图与保存（包含 gmapping、hector、karto、

cartographer） 

操作类 

 



 

  

27 ROS 机器人全自动构建地图 操作类 

28 ROS 机器人单点与多点自动导航避障 操作类 

29 ROS 机器人多点巡航（python） 编程类 

30 ROS 机器人深度双目建图与导航 操作类 

31 ROS 机器人深度双目与激光雷达构建三维建图与导航 操作类 

32 ROS 机器人基于 jeston deep learning 的目标分类与目标检测（C++） 操作类 

33 ROS 机器人基于 yolo v3 模型的目标检测（C++） 操作类 

34 ROS 机器人基于 openpose 的人体姿态检测(C++) 操作类 

35 ROS 机器人基于 TRT 神经网络的人体追踪（python） 编程类 

36 ROS 机器人语音识别与对话（python） 编程类 

37 ROS 机器人语音控制机器人移动（python） 编程类 

38 ROS 机器人语音控制导航（python） 编程类 

39 ROS 机器人声源定位（python） 编程类 

40 ROS 机器人安卓手机/平板 APP 的控制与远程监控 操作类 

41 ROS 机器人安卓手机/平板 APP 建图 操作类 

42 ROS 机器人安卓手机/平板 APP 导航 操作类 

43 ROS 机器人指令控制与代码编程控制云台（python） 编程类 

44 ROS 机器人基于云台的人脸追踪与色块追踪功能（python） 编程类 

45 ROS 机器人基于激光雷达测距（python） 编程类 

46 ROS 机器人基于激光雷达的 PID 跟随（python） 编程类 

47 ROS 机器人基于 QT 界面的操作 操作类 

48 ROS 机器人多机器人的空间命名 操作类 

49 ROS 机器人基于话题的编队功能（python） 编程类 

50 ROS 机器人基于 TF 的编队功能（python） 编程类 

51 ROS 机器人超声波跟随功能（python） 编程类 

52 ROS 机器人的摄像头内参校正 操作类 

53 ROS 机器人车道参数校正 操作类 

54 ROS 机器人车道保持(python) 编程类 

55 ROS 机器人基于神经网络交通标志、红绿灯、闸机、行人等检测（python） 编程类 

56 ROS 机器人基于激光雷达、目标检测、车道保持的自动驾驶功能（python） 编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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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语音交互开发平台 

产品特性 

Ø 配套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及自然语言处理等实验 
Ø 四核高性能平台、支持模型推理 GPU加速 
Ø 开发语音识别、合成，自然语言处理等 API接口，支持二次开发 
Ø 内置高性能平台和多功能 6+1mic阵列麦克风 

 
语音交互开发套件内置语音识别（ASR）、自然语言处理（NLP）、语音合成（TTS）

模块，开放语音助手 API接口（如：聊天、查天气、旅游景点）。高性能芯片可

为语音识别提供离线、稳定的开发环境、更快的解码速度；语音合成方案实现具

备丰富情感、高度拟人、流畅自然的语音合成体验。支持远场唤醒、远场识别、

回音消除等多种功能，在 1、3、5米下达到良好的唤醒、识别效果；支持模型推

理 GPU加速，可实现自然语言处理模块在本地运行。 

套件配套语音编解码，语音活性检测，回声消除，语音降噪，端到端语音识

别，语言理解，意图识别，多轮对话管理，对话情感分析，语音合成等实验且提

供源码和详细的代码说明文档。 
 

CPU Quad-core ARM A57@1.43GHZ 

GPU 128-core Maxwell 

麦克风 6+1 mic 阵列麦克风 

内存 4 GB 64-bit LPDDR4 25.6GB/S 

存储 64GB 高耐用存储 

WIFI WIFI 2.4G 

蓝牙 Bluetooth4.0 

接口 支持 MicroSD 扩展，丰富的外设接口 

HDMI 输出 HDMI+DP 支持 4K 输出 

以太网 1x RJ-45 千兆以太网接口，支持 2.4G 和 5G 频段无线网络 

USB 接口 1x USB2.0 MicroB，4x USB3.0 Type A 

电源输入 5V 4A 直流电源 

操作系统 Ubuntu 18.04 LTS 

 

2.4.4 人脸识别开发平台 

产品特性 

Ø 基于 Python 的人脸识别课程和实验 
Ø 支持 CUDA加速的高性能 AI芯片 
Ø 支持多种嵌入式深度学习框架 
本套件支持的实验有：人脸口罩识别、人脸性别识别、人脸计数识别等人脸

识别实验，配套相应数据集、实验提供源码和详细的代码说明文档。 



!

  

CPU Quad-core ARM A57@1.43GHZ 

GPU 128-core Maxwell 

内存 4 GB 64-bit LPDDR4 25.6GB/S 

存储 64GB 

WIFI WIFI 2.4G，5G 

屏幕 10 寸高清触摸屏，1200x1920px 

摄像头 500W 高清摄像头，支持高清视频录制 

音频 1x 立体声耳机音频连接器 

HDMI 输出 HDMI 2.0 支持 4K 输出 

以太网 1x RJ-45 千兆以太网接口 

I/O 接口 

1x HDMI 2.0, 1x DP 
1.41x RJ-45 for GbE 
1x USB2.0 MicroB 
4x USB3.0 Type A 

电源输入 5V 4A 直流输出 

操作系统 Ubuntu 18.04 LTS 

 

2.4.5 仿生四足机器人 

产品介绍 

绝影 Mini Lite是一款面向教育、科研领域的可

二次开发的仿生智能四足机器人，具备多模态运动能

力和自主定位/导航/识别能力，可适应未知复杂环境，

并抵抗外力干扰，为用户提供运动控制和智能感知两

个开发接口，便于其快速便捷地进行算法开发，可应用于机器人领域的多学科实

践教学、科学研究以及专业竞赛。 

运控系统：绝影 Mini Lite由 4条腿和身体部分共同组成。每条腿有 3个关

节，共计 12个关节。关节由大功率直流电机、精密减速机构和绝对式旋转编码

器组成，可提供强大的关节动力、良好的力控性能以及高精度的角度反馈信息，

可以满足各种高动态运动控制和步态规划开发的需要，包括：匍匐前进、行走、

跑跳等。 

感知系统：Mini Lite 四足机器人最多可配置 2台感知主机和多种传感器，

供开发者自由开发。其中传感器可配置深度相机、单目广角相机、六麦麦克风阵

列、超声波雷达、单线或 16 线激光雷达。感知主机可配置 X86 架构的 CPU 处

理器，以及 Arm 架构的 GPU 处理器-NVIDIA Xavier NX。两种主机均可使用远

程桌面软件进行可视化操作。同时，为了方便开发者快速入门和高效开发，已为

上述两种主机配置了一些常用软件、依赖、库，并结合传感器部署了多个感知功

能案例。 



!

  

 

上图：功能简介 

2.4.5.1 主要特点 

1）优越的环境适应能力：仿生的步行移动方式，可弥补轮/履式机器人对复

杂路面适应能力的不足，拓展移动机器人的可达范围。 

2）优异的动态平衡能力：多年技术积累，先进的全身协调和柔顺控制算法，

使机器人具有优异的动态平衡能力。 

3）精准的环境感知能力：采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精准的环境感知、智能的

规划与决策、以及良好的人机交互。 

 
上图：3D地图构建、导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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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仿真学习平台：基于 TensorFlow 和 Gym 框架，利用策略梯度强化学习算法训

练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非平衡地面上的跑跳步态。 

 

                               上图：仿真图 

5）语音交互：机器人搭载六麦麦克风阵列，通过神经网络对实时音频进行处理，

识别相应语音指令，实现声源定位并做出相应。 

 

                                上图：语音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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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度学习：机器人可接收相机的彩色图像，并通过神经网络识别图像中的人体

信息，获得人体骨架信息或人脸特征。 

上图：视觉识别图 

2.4.5.2 二次开发介绍 

1）绝影系列机器狗提供运动控制和智能感知两个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快速

便捷地进行二次开发，可用于机器人领域的多学科实践教学、科学研究以及专业

竞赛。 

图 5-1二次开发图 

2）运动控制接口：用户可以使用 C 语言或者 C++语言，通过编写上层运动

控制算法，传输指令给伺服电机（底层的驱动、电机已搭建好，通过编码器读取

关节信息，比如关节转动的位置、力矩大小、行走速度等信息）；或者通过修正

电机的部分信息，可以调整机器狗的身体高度、运动速度、频率、抬脚的高度等。

绝影四足机器人本身已经实现的能力，可用于展示或者演示性教学； 

3）感知控制接口：用户可以使用 Python语言进行二次开发，通过四足机器

人已经搭载的激光雷达，实现基于 SLAM技术的 3D地图的建立、自主导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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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同步完成基于激光雷达的四足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和动态避障；通过四足机

器人搭载的深度相机、广角相机设备，实现手势识别、人体跟随等相关算法的开

发，以及图像信息采集、视觉定位研究等，绝影系列机器狗的本体硬件与激光雷

达、深度相机之间的通讯、驱动配置均已搭建好。 
 

2.4.6 深度学习一体机 

深度学习一体机支持多种 AI 模型训练，支持用

户自定义模型的数据存储、引擎运算等；持模型训练

引擎的在线升级，并拥有完善的容错机制；支持远程

设备管理、状态检测及故障预警，支持远程故障诊断

及修复。经训练的模型通过 AI 能力开发板调用云端

平台 AI资源,实现多元化开源设备的场景化应用。GPU软件部分提供师生进行简

单人工智能算法模型训练的系统，让学生实践训练/测试数据集的收集、特征提

取、模型训练、模型测试等整个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步骤，打造“超算中心+算法

构建+自主训练”的综合解决方案，AI算法模型训练系统包括如下模型训练： 

 

2.5. 实验室环境 

实验室在环境建设方面，主要基于课程教学需求，并充分考虑学生年龄特征，

通过功能分区合理分配空间结构，营造科技氛围，为学生提供自由、开放、安全

的学习及实践平台，为学校打造一个集参观、体验、教学、实践、分享等功能于

一体的实体空间。 

为学生营造人工智能及未来科技的环境体验，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及人工智能

特性从学生的进门体验开始，为师生构建沉浸式的教学环境，帮助学生更好地了

解人工智能。此外，实验室在环境建设方面充分考虑通风、采光、照明、噪音控

制、温度控制、强弱电控制、废物处理等方面，确保构建绿色安全、质量可靠的

教学和实践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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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实验室布局分配 

实验室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文化展示区（A 区域）、人工智能教学实践区（B

区域）、人工智能应用体验区（C区域）三个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图样例 

 

 

分区 功能 配置 

文化展示区 
文化墙、课程教学、视频观看、成果展

示 

一体机、科普视频、教学成果等

展示材料 

应用体验区 实际体验、观察记录、交流反思 人工智能产品及设备 

教学实践区 
课程教学、实践演练、作品展示、设备

存储 

AI 教学平板及软件、教学机器

人及软件、课桌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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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设计图样 

 

2.6. AI 基础培训服务体系 

考虑到一线教师现有的实际教学情况，为了帮助学校快速开课，减少一线教

师教学负担，我们制定了集培训方案、培训需求、培训反馈三位一体的教师教研

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细分为人工智能专业素养、课程理

念目标、产品初步使用及实践、创新教学实施策略、教学实战等，以校为单位。 

2.6.1 培训目标 

教师培训服务主要采用面授方式进行，培训目标为：初步学习人工智能相关

基础知识，正确认识其在教育教学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掌握人工智能体系下的课

程建构，通过现场实战、案例分析方式，快速掌握人工智能教学技能。 

2.6.2 培训形式 

线上“参与式”培训为主，线下“集中式”培训为辅，采用专题学习、项目

实践、案例分享、教学实战、教学诊断等方式，做到“三突出一重视”：突出参

与互动，突出案例教学，突出问题解决，重视专业技能训练。 

专题学习——专题内容分类分层包含：人工智能知识树及课程目标，教学策

略，关注先进理念导向，更强调聚焦工作实践指导，讲解、互动演练、实践操作

多位一体。 

项目实践——采用 PBL教学法，项目教学的方式，让教师在任务驱动下，展

开问题探究式的学习，通过小组内的沟通、交流、合作，完成问题的解决。在资

料搜集、框架搭建、成果展示、思路讲解及意见交流的过程中，习得自我学习的

方法和策略，实现理论知识的二次转化，突破实践操作中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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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教学活动案例展示及解析，通过培训师现场

展示、视频课例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并结合活动流程、方法等内容进行详细

解析。 

教学诊断——人工智能专业教研老师现场实施教学活动并介绍教学活动设

计的理念与思路，教师亲身感受教学活动如何开展及获取直观经验，并通过交流

互学互长。 

个性指导——以小范围学科教研活动的形式，由学校老师实施教学活动，结

合实际教学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进行研讨，培训讲师进行专业化引领，解决教学

实施难点问题，帮助老师建立开展常规就教学活动的信心，促进教师人工智能创

新教研课程教学水平的提升。 

2.6.3 培训内容 

序号 培训内容 内容要点 

1 人工智能课程设置 

1.分析人工智能教育的目的和使命（国际战略、人才需

求）； 

2.揭秘人工智能课程实施现状。 

2 人工智能教学组织 

1.剖析人工智能课程目标； 

2.解析人工智能课程设计策略（课标、项目式教学、STEM

等教学教育策略）。 

3 示范课分享 1.示范课+编程活动实践操作 

4 AI 实验室及产品介绍 

1.人工智能发展历程及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2.实验室整体介绍及实验室解说文案脚本； 

3.畅言智 AI软件、小飞、小布机器人介绍； 

4.原理可视化实验平台。 

5 解读人工智能课程体系 

1.解读课程大纲； 

2.解读教师用书，学生用书，教学平台的使用。 

3.熟悉课程内容及说课演练。 

6 示范课展示 

1.示范课展示 

2.示范课研讨 

3.教学活动编程操作实践 

7 课例研讨及实战准备 
1.根据教学用书解读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环节； 

2.教学实战准备。 

8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演练 
1.模拟教学活动演练 

2.教学活动研讨 

9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实战 1.A 教师组织小范围学生试讲 

10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实战 1.B教师组织小范围学生试讲 

11 课程教学活动研讨及总结 
1.示范课研讨总结 

2.培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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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价值 

3.1. 对学校：着眼未来教育，打造科技创新特色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建设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创新性，是学校着眼于时代发

展和未来人才需求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课程、实验室、服务”三位一体的人

工智能创新教育体系，可以在学校内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支

撑，真正开设一门科学、有趣、有效的特色课程，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素质教育新

模式，构建特色教育新抓手，将学校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 AI创新教育示范校。 

3.2. 对教师：提升科学素养，成为 AI 教学专家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师应该具备更优秀的科学素养、更丰富的知识储备、更

多样的教学思路、更有效的授课能力，从而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学生对于接受人工

智能相关教育的需求。通过建设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及开展配套的师资培训工作，

能够有效加强教师自身的不断学习和逐步完善，帮助教师成为学生认识人工智能

的领路人和 AI教学专家，有利于教师个人职业发展，体现教育价值。 

3.3. 对学生：了解前沿科技，助力未来人生发展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建设，可以帮助学生以有趣的方式、由浅入深地了解深

奥的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满足学生走近科学、了解前沿科技的需求，提升学生对

人工智能的认识，培养编程思维和初步的编程能力。同时，学生能够在任务挑战

和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充分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实践

能力等核心素养，助力学生未来发展。 

3.4. 对社会：凸显教育本质，构建人才培养摇篮 

人工智能时代下，教育必须回归人性本质，必须褪去工业社会的功利烙印。

当人工智能逐步成为人类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要助手，学生简单地摄取和掌握

知识以获取谋生技能的育人目标将不再重要，教育应更加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结构化思维、创造力、协作力、表现力等多方面能力。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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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背景下，社会大众需要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培养摇篮，帮助青少年在新的社

会就业体系和人生价值坐标系中准确定位自己，向着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的方向

去发展，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下所需的人才。 

4. 公司简介 

广州云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总部设在国家 863软件专业孵

化器广东基地广东科学软件园，成功入选广州市及开发区人工智能入库企业，短

短数年时间，已成为国内高校智能互专业群实验室的领导者。 

云歌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信息技术输出的高新技术企业，一直深耕人工智

能领域研发，定位为其他方向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与智能机

器人等方向为辅，技术顾问团队都是来自相关专业博士、硕士及国内外学者。公

司成立以来，依托着先进的研发水平及专业的教育行业背景，打造具有自身特色

的服务+产品;业务模式，得到全国多所高校的肯定。公司从 2018年开始，从专

注高校实验室建设的单一输出模型，在新时代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沉淀，通

过转型技术服务，对教育行业的价值链进行重构，从 2019年开始，开始下沉到

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服务上，目前也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定位为一站式AI

教育商业化应用提供商。  

云歌目前已在四川、重庆、广西、湖北，湖南等地成立了办事处，为全国所

有高校提供以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智能产品开发、大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等专业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建设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云歌通过自主研发和采

用国内外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创造了课程定制化开发、专业诊断服务专业、人才

评测机制先进、实验资源种类齐全的计算机专业群建设一体化服务模式，目前已

取得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拥有定制化的智能互联实验室建设方案已被全国

200 多个高等院校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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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工智能课程实验室推荐配置清单（根据学校课程需求而推荐）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 1 套   

2 第一学期人工智能课程 1 套   

3 第二学期人工智能课程 1 套   

4 深度学习一体机 1 台   

5 教育机器人 11 套   

6 AI 智能无人车 11 套   

7 人脸识别开发套件 11 套   

8 语音交互开发套件 11 套   

9 仿生四足机器人 1 套   

10 教学资源包及培训、设备安装调试 1 项   

11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