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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总体部署；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改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建设，

推进“新工科”建设，形成“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国家层

面对该领域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各类资本对这一产业的加速布局，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广度

和深度将大大增加。 

高等院校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相关政策出台后，教育部和有关高校深入推进落实人工智能专业的开设，相关高校成立

人工智能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加快推进建设我国人工

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人工智能是研究智能的本质和研究扩展人类智力功能的原理和方法的科学技术。其中，“研究智能

的本质”是智能科学的任务，“研究扩展人类智力功能的原则和方法”则是智能技术的任务。智能是物

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在我们的知识框架内，也是最高的一种存在形式。智能科学作为生命科学、信息科

学、计算机科学、控制学、自动化等学科的精髓，其关键技术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将对科学技术、经济

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智能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来自于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数学、系统

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科学，其中作为技术科学的智能科学与数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社会科学直

接相关。智能行为涉及的技术和工具有语音识别、图像处理、系统辨识、数据挖掘、移动通信、数据压

缩、机器学习、机器翻译、智能控制、大系统控制、人工生命、机器人学、知行学等。近年来，智能技

术发展迅速，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涌现，如神经网络、遗传算法、进化算法、计算智能等、以

Agent 概念为基础的分布式人工智能更是异军突起，从万维网到智能网格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进一

步促进智能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在 IT 创新、经济及国防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作为人才培养，

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 $%&'�G8��c 

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之前身“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起源于 2004 年，2003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26 日、12 月 5 日，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先后通过了专家论证、学部评审和学校批

准，同年报教育部备案通过，2004 年 3 月教育部公布，同年招收第一批“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

学生。而在 2019 年 3 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首批全国高校中设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学校有

35 个。进入 2020 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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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通知》，公开了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审批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今

年共有 180所高校新增 AI 专业，数量猛增 5倍多。 

 
右图：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高层座谈会-2004 年 8 月 15 日 

3. $%&'�G*+�ef���� 

实验室和实验教学是高校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基地，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

能力的重要场地；是开发新成果、新技术的基地。实验室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初级科研动手基地，

使学生科研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高校实验室是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是反映高校教师水平、

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标志;是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诞生的摇篮。其中，人工智能专业实

验室除此以外，还负担了开拓创新和探索的任务。“智能科学与技术”是面向 21世纪、具有发展前景

和巨大应用需求的工科专业。实验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进

而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力，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素质，增强创新能力的主要课堂，实验教学在培

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具有其它教学环节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新平台建设与构思“智能科学与技术”创新平台的构思与建设需要考虑以下要素:①基于大学生

现有的知识积累能够启动相应的研究和实验;②能够给大学生以足够的发挥和想象空间;③能够吸引大

学生对科学研究的渴望和兴趣;④能够吸引不同学科的学生参与研究和实验，形成学科交叉。智能机器

人是具有感知、思维和行动功能的机器;是机构学、自动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微电子学、通讯技

术、传感技术、仿生学等多种学科和技术的综合成果；是很好的研究和实验平台。 

4. $%&'�G*+�ef�� 

1) 建立以“智能+信息处理”为特色的实验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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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室以培养一流人才为目的，以 IT领域人才需求为指导，以分层次的人才培养为策略，以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以实验资源共享开放为基础，以实验教学改革为核

心，建立以“智能+信息处理”为实验特色的分层培养体系。实验课程向不同学习能力、学习需求的学

生开放，如学习能力强的本科生，可以修习高层次的实验课程，为本科生参与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支

持。 

人工智能专业实验室的培养目标是：将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实

验中受到良好的科学思维、科学实验和初步科学研究的训练，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知

识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的能力，能适应智能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 

本实验教学培养方案的修订过程中，借鉴国外著名高校，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

学、东京大学，以及国内北大、南开、北邮等高校人工智能专业的实验课程设置情况，同时充分考虑到

我校在电路、信息处理上的优势，以及教学团队在计算智能、机器学习以及信息处理应用等方向多年的

项目研究积累和研究生培养经验，确立以“智能+信息处理”作为实验特色，建立高标准、多层次的实

验培养体系。 

2) 项目推动实验课程内容更新，打造精品实验课程和系列教材 

实验课程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以富含创新意识的实验教学体系为指导思想，建设具有智能信

息处理特色的专业实验实践体系，确保实验内容与智能信息课程相衔接，符合培养目标。 

人工智能实验课程体系是实验室的建设重点，实验课程体系依托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的学科优

势，结合计算智能、机器学习以及智能信息处理领域国际领先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经验，着眼于体

现专业特色的智能信息处理实践培养，按照基础、实践、研究三大类设置实验课程。所有实验课程的设

置均以培养目标为出发点，通过详细研究、讨论以达到实验课程体系的合理安排和优化，并为今后精品

实验课程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设立智能学科研究型实验课程，具体实施方式是通过聘请本校或外校专家来讲述该学科的最新工

程实践动态，一方面可以拓宽知识面，感受大师的风采；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个科研实践平台，促使师

生相互交流，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其有机会、有兴趣直接参与授课老师的科研项目、或独立申请

创新性实验，为参加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挑战杯”、电子竞赛等打下良好工程实践基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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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为特色的本、硕、

博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以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领域的研究基础和师资力量为支撑，在目前已经拥有的课程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精品实验课程的建设。在实验教材建设方面，不断促进教材编著和实验内容更新，鼓励教师申请

实验教材立项。 

3) 科研融入与促进教学，打造创新与实践环节 

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体系，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建设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以项目内容引领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的创新实践，打造开放、领先的创新实践平台。以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支撑，吸引本科

生接触高层次的科研工作，以科研团队教师组成指导小组对学生的科研活动进行指导。充分利用现阶

段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在科研教师的参与下，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为目的，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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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室提出培养“创新精神强、实践能力好”的实践教学新思路。创新与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在电

子信息、通信与计算机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进行创新与实践，涉及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前沿方向，

包括传感器技术、机器人视觉、机器学习、智能人机交互、多智能体协同等。实验室为学生创新和实践

提供了优越的开发环境，对于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学生个人能力和素质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为学生提

供创新与实践的平台，承担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星火杯、工程实践等多项实践活动。通过将高水平的

科研内容融入各类大学生竞赛、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等各个实践环节，培养拔尖人才。以科

研兴趣小组、暑期学校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实验实践和科研训练，确保对学生的分类培养和大面积成

才。以 IT需求为动力促进实践与创新水平的提高。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理论结合实践，对

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得以充分认识和加深理解。 

4) 建设国际级视野的实验教学队伍 

相信通过本实验室的建设，学院将严格落实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新专业的建设工作，坚

持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把按社会需求办专业作为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前提条件，把落实国家

标准作为专业建设的底线要求，以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新体系为引领，积极探

索符合学院实际情况、具有鲜明特色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制定并完善培养方案，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全面提升，实现专业的持续高质量

发展。 

5. $%&'�����G*+�ef�����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实验室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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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实验室数据流示例图 

!"# $%&'()*+,- 

广州云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歌科技）作为专业的高职院校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教

学实验平台建设方案提供商，结合自主研发的实验平台及多年行业项目实战案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分析、挖掘与应用的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解决方案。通过典型的算法演练、实验操

作、课程体系结合人工智能分析的应用场景与案例，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综合训练，从而实现专业实验教

学的由点及面、理论到应用、涵盖原理验证、综合应用多层次实验的体系。 

5.1.1 *+,-¡` 

云歌科技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整体设计基于 Kubernetes + Docker 容器集群技术，可一键运

行实验环境，并提供多种开发模式、多种运行环境以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提供超高计算能力的高性能

计算引擎，提供运行基础的容器云平台，支持数据存储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支持各种数据转换的数据集

成转换组件，以及支持全局系统运维的运维管理组件。同时，提供完备的教学所需的镜像资源、完善的

学习资料和教学管理模块。 

实验平台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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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实验平台技术框架 

5.1.2 ,-¢£¤DE¡`¥'  

实验平台依托 Kubernetes、Docker 的底层分布式技术支持几乎所有类型的云环境，目标是提供

实施简单、可大规模扩展、丰富、标准统一的分布式计算管理平台。 

通过容器技术将应用运行环境与底层物理环境解耦，减少应用对于底层环境的依赖。基于

K8s+Docker 技术的容器云平台，提供容器化部署、容器编排、资源隔离以及抢占式的资源调度和管

理等功能。使得平台的部署和维护变得更加简单和灵活： 

支持一系列生产功能，如弹性伸缩、故障容错、在线升级、服务发现； 

支持管理功能，如应用管理、镜像管理、资源管理、权限管理； 

容器技术及应用，如容器化部署、资源隔离； 

5.1.3 ,-¢£¤DE¡`¦§ 

分布式计算是将应用分解成许多小的部分，分配给多台计算机进行处理，相对于集中式计算可以

节约整体计算时间，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分布式计算框架是提升计算效率的重要框架之一，其特点如

下： 

高密度 高弹性 

由于 Docker 容器的启动一般在秒级实现，这相比传统的虚拟机方式要快得多。 另外 Docker 对

系统资源的利用率很高，一台主机上可以同时运行数千个 Docker 容器。容器除了运行其中的应用外，

基本不需要消耗额外的系统资源，使得应用的性能很高，同时系统的开销很小。基于虚拟机的技术决定

了它的启动速度分钟级（或数秒级），而 Docker基于轻量级的 LXC，它的启动速度是毫秒级（秒级）

计算服务
CPU/GPU/FPGA 网络服务 存储服务 弹性资源扩展硬件资源

虚拟化
资源池

计算资源 网络资源 存储资源

kubernetes

Docker容器技术

Tensorflow Caffe TensorflowCaffe2Pytorch Pytorch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基础课程资源包 实验课程资源包

基础数据处理
核心算法库

时间序列分析

机器学习

图像处理

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教学资源库 行业案例资源包 考评试题资源包

用户体系 基础课程资源包管理员 教师 学生

平台运维管理

容器管理

资源监控

自动部署

专业师资培训体系

知识图谱实训

大数据基础实训

Python数据分析实训

NLP案例实训

人工智能实训

机器学习案例及实训

深度学习案例及实训

计算机视觉建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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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使得容器云具备高密度，高弹性的特性，在面对突发访问量时也能轻松应对。另外它通过提升

应用对系统资源的利用率，使得相比虚拟机的性价比大大的提高了。 

兼具 IaaS 的灵活和 PaaS 的便利 

基于 Docker 的容器云是一个用于开发、交付和运行应用的平台，Docker 设计用来更快的交付应

用程序。Docker 可以将你的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层隔离，并且还可以将基础设施当作程序一样进行管

理。Docker 可以实现更快地打包代码、测试以及部署，并且大大缩短从开发到运行上线的周期。容器

云的本质是一个轻量级的容器虚拟化平台，以及一套标准的开发，构建，部署，运行的流程，并且可以

集成各类工具，比如持续集成，数据库与缓存，大数据等，以及一些PaaS 类的服务。容器云在计算资

源调度上具备 IaaS 的灵活性，以及 PaaS 的便利，弹性伸缩，日志监控，滚动升级，持续集成/部署等

系统级的 PaaS 服务已成为容器云的标配，并逐渐会往上层发展，比如部署数据库与缓存，大数据，安

全监控等服务，以及集成各类 SaaS 服务。 

容器化应用是基石，一切都封装在镜像里 

Docker 提供了一种在安全隔离的容器中运行几乎所有应用的方式，这种隔离性和安全性允许在

同一主机上同时运行多个容器，而容器的这种轻量级特性，意味着可以节省更多的系统资源，因为不必

消耗运行 hypervisor 所需要的额外负载。对于容器云而言，所有的应用都需要容器化以后才能发布，

即将应用程序打包进 Docker 容器，以镜像的方式运行。容器化应用未来将会成为云端应用交付的标

准。 

Ø Kubernetes 提供应用部署、维护、扩展机制等功能 

利用 Kubernetes能方便地管理跨机器运行容器化的应用，其主要功能如下： 

² 使用 Docker 对应用程序包装(package)、实例化(instantiate)、运行(run)。 

² 以集群的方式运行、管理跨机器的容器。 

² 解决 Docker跨机器容器之间的通讯问题。 

² Kubernetes的自我修复机制使得容器集群总是运行在用户期望的状态。 

5.1.4 *+,-¨© 

5.1.4.1 主流框架支持 

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提供业界最流行的多种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PyTorch 、Caffe、

ONNX 等。 



 

第 9 页/共 69页 

 

图：开发框架 

5.1.4.2 多种开发模式 

Ø 远程桌面开发：用户创建试验后直接进入平台的桌面环境中进行开发，平台同时提供了侧边

页面方便实验过程中查看实验手册、实验视频等相关资料。 

Ø 终端化开发：用户可直接通过 IP、用户名/密码亦或通过界面提供的控制台链接直接登录开

发环境。 

Ø 交互式开发：用户可使用业界最流行的交互式工具 Jupyter进行开发。 

Ø 可视化开发：对数据源层、数据处理层、模型层、模型预测层、模型评估层进行封装，用户

无需输入代码，直接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即可快速建模。 

Ø TensorFlow 分布式开发：只需选择分布式源码文件，并通过简单的图形化界面进行资源配

置即可实现 TensorFlow分布式训练。 

Ø TensorFlow 自动运行：无需修改源码，可自动将 TensorFlow单机程序代码转化为分布式

运行，提高训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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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开发模式 

5.1.4.3 数据标注工具 

Ø 全类型数据标注：内置数据标注工具支持图片、语音、文本、视频、点云等数据类型的标注

工作。 

 
Ø 丰富的工具组件：内置数据标注工具均支持 18 款数据标注工具组件拓展，以应对复杂多样

的标注需求。 

 
Ø 自定义标注模板：内置数据标注工具均支持用户根据标注需求在模板编辑界面通过拖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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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标注工具、标签、表单、文本框等。 

 

 
 图：雷达点云数据标注 

5.1.4.4 超高计算性能 

平台融入云歌科技自主研发的底层加速技术 Soft silicon，通过软件方式充分挖掘硬件性能，达到

硬件性能提升的效果。同时，对底层算法库 numpy、scipy、scikit-learn等进行优化，相关算法（FFT、

FFT2、FFTn、K-means、Ridge Regression等）性能均有不同倍数的提升。 

平台采用高性能NVIDIA Tesla GPU卡、融入 CUDA、CUDNN加速，可将模型训练速度提高 20-

50倍，减少模型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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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 核心算法库 

汇总了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算法库，如：基础数据处理、时间序列分析、机器学习、图像处理、深

度学习、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等，可帮师生用户快速了解算法的基本原理和使用。  

 

 
图：算法库 

 
图：K-means 聚类算法介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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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means 聚类算法介绍-2 

 
图：K-means 聚类算法介绍-3 

 

 
图：K-means 聚类算法介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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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6 丰富的学习资料 

完全由公司 AI 工程师、业内专家结合书本理论与实际解决的问题形成的一套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的课程体系，包含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强化学习、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商业分析

等。 

  

深度学习实验指导书 深度学习项目实验 

5.1.4.7 教学体系完善 

提供完善的教学体系，包括行业案例、课程体系、教学教材、实验手册、教学视频、实验数据以及

师资培训等，能够帮助高职院校解决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建设、人工智能课程开设、实验体系搭建等

一系列根本问题。 

课程管理：老师可通过平台来进行课程管理，将每个课程的多个章节内容及附件上传至平台，并发

布给相应班级进行学习，学生可以下载老师下发的所有课件，让学生对其所学课程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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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课程管理 

实验易用性：基于 Docker 容器技术，可瞬间创建随时运行的实验环境，使用几台机器即可虚拟出

大量实验集群，并可配套 GPU，满足实验室规模使用需求，采用 Kubernetes容器编排架构管理集群，

用户在实验环境下各自互为隔离，减少干扰，按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提供完整的人工智能理论与

实验，用户可直接将平台中的实验手册加载到环境，进行学习、调试与拓展。 

 

 

图：理论与实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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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理论与实践-2 

行业案例：平台集成云歌科技人工智能垂直行业的成功案例，项目驱动教学,用户可根据需要下载

相关案例。提供医疗、金融、制造等行业经典应用案例的数据包和视频包，以及配套的实验手册，边学

边练通过实际项目上机演练，多方位学习及训练，做到学生与企业需求无缝衔接，真正解决智能科学与

人工智能人才缺口问题。 

 
图：行业案例集 

考评系统：老师可对学生进行出题，学生进行答题，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可上传源代码，老师可立

刻对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实时查看并对提交结果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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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考评系统流程 

文件共享：提供了基本的文件管理功能，可对文件进行拷贝、删除、下载等操作。且由于人工智能

模型训练所涉及的数据量比较大，为避免训练数据多次上传，平台还提供了同班级内用户文件可共享

功能，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图：文件共享 

5.1.5 *+,-¥'ª« 

5.1.5.1 登陆首页 

 
图：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登录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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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我的工作台 

“我的工作台”展示了用户角色相关的多维度信息、进行中的任务以及相关的试题。不同角色展示

的页面不同，当前系统分为老师、学生两个用户角色，各角色可以查看和操作的权限。 

用户也可通过平台首页右上角的操作手册，自主熟悉掌握系统的功能操作。 

 

图：我的工作台页面 

5.1.5.3 开发模式 

平台支持五种开发模式。 

远程桌面开发：用户创建试验后直接进入平台的桌面环境中进行开发，平台同时提供了侧边页面

方便实验过程中查看实验手册、实验视频等相关资料。 

终端化开发：用户可直接通过 IP、用户名/密码亦或通过界面提供的控制台链接直接登录开发环境。

创建任务时系统提供：资源配置、是否选择GPU、容器环境（py2.7 环境和 py3.6 环境）以及创建应

用的名称和描述界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即可完成任务创建并跳转至任务列表功能块。 

交互式开发：用户可使用业界最流行的交互式工具 Jupyter 进行开发。创建任务时系统提供：容

器类型、资源配置、任务名、任务描述界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即可完成任务创建并跳转至任务

列表功能块。 

可视化开发：对数据源层、数据处理层、模型层、模型预测层、模型评估层进行封装，用户无需输

入代码，直接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即可快速建模。创建任务时系统提供：资源配置、任务名、任务描

述界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即可完成任务创建并跳转至任务列表功能块。 

TensorFlow分布式开发：只需选择分布式源码文件，并通过简单的图形化界面进行资源配置即可

实现 TensorFlow分布式训练。 

TensorFlow 自动运行：无需修改源码，可自动将 TensorFlow 单机程序代码转化为分布式运行，

提高训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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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开发模式页面 

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开发模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即可完成任务创建并跳转至任务列

表功能块。 

5.1.5.4 任务管理 

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支持卡片式和列表式展示。 

可创建、搜索、启动、查看、删除、编辑、启动、终止任务。 

 
图：我的任务页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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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的任务页面-2 

1、 终端化开发： 

提供后台开发环境，学生可通过工具或在线终端登录环境进行开发。学生只需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镜像（tensorflow、PyTorch、caffe等）、物理资源（CPU、GPU、内存）等即可快速创建环境。 

 
图：终端化操作页面 

2、 交互式开发：  

提供业界最流行的可交互式开发环境 jupyter notebook。学生只需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镜像、物理

资源（CPU、GPU、内存）等即可快速创建环境。 

 
图：交互式开发页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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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交互式开发页面-2 

3、 可视化开发： 

提供简单的拖、拉、拽方式快速建模。学生只需根据实际需求将封装的组建拖至画布并进行一定的

连接，即可快速完成模型的搭建并运行。 

 
图：可视化开发页面 

学生任务 

显示老师所属班级的所有学生的任务列表，并提供班级过滤功能。 

老师可以对学生创建的任务进行筛选、查看和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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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生任务页面 

5.1.5.5 数据管理 

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是处理数据集的后台容器，可创建、启动、停止、编辑、查看、删除数据服务相关信息。 

 
图：创建数据服务-1 

 
图：创建数据服务-2 

数据集 

可新建、搜索、查看、删除数据集，通过前面创建的数据服务去为数据集提供运行环境，可对数据

进行预览操作，为可视化开发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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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创建数据集体-1 

在数据集页面的搜索栏中输入需要搜索的数据集名称关键字，系统自动展示与关键字匹配的数据

集，如下图所示 

 
图：创建数据服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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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预览数据集 

5.1.5.6 学习资料 

算法库 

平台提供基础数据处理、时间序列分析、机器学习、图像处理、深度学习-图像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100多种算法，单击具体的算法可查看算法的详情信息。 

 

图：算法库 

比如，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库中的 K-means聚类，从对于算法的介绍、算法的使用、算法各个参数

的介绍、明了实例、知道结果展示，面面俱到，能够给老师和学生一个非常详细的基于各类算法的认

知、熟悉、实践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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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means 聚类算法介绍-1 

通过对算法使用的说明、参数的介绍、实例的命名规则等进行解释，让用户可以最方便的去使用实

验平台的各类算法进行建模实验。 

 
图：K-means 聚类算法介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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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实验拷贝并运行 

行业案例 

实验平台将云歌科技在医疗、金融、智能制造三大垂直行业的实际解决方案作为学习资源来丰富

平台的实践内容，用户可快速的通过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 

项目驱动教学,用户可根据需要下载相关案例。提供医疗、金融、智能制造等行业经典应用案例的

数据资源包。 

实验室默认提供经典的人工智能项目案例作为用户学习教学使用，点击右侧导航中的【行业案例】

即可进入。 

 

图：行业案例 

可将案例中的算法模型加载至交互式开发环境进行使用学习，用户自己也可上传其他案例可共享

给其他用户使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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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智能医疗 

肺炎 CT图像人工智能辅助筛查 

红毛菌与须毛菌辨别 

膀胱镜活检异常辅助筛查 

医疗保险反欺诈 

牙根分割 

乳腺钼靶软组织病变检测与分割 

Ø 智能金融 

量化基本面分析之简单的股票信息整理 

基金间相关性预测 

商品期货 CTA策略 

LSTM+CNN短期股价预测模型 

指数增强模型 

还款信用风险模型 

Ø 智能制造 

智能电表识别 

基于风俗功率曲线的风机发电功率预警研究 

电力行业-文献新词发现 

用电量预测 
 

5.1.5.7 教学管理 

课程管理 

老师可以通过该页面创建课程，根据要上课的内容和班级开设课程的情况，针对性的将课件和上

课内容发布至平台中，课程发布后，学生的页面可同步进行查看和下载，学生可以在课程页面搜索、观

看、下载课程，便于对其所学的课程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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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课程体系 

 
图：课程安排 

考评系统 

1、老师考评功能 
老师可以在线编辑、搜索、发布、查看、删除试题。 

 

图：创建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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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可以在考评系统页面进行创建试题、搜索试题、启动试题、编辑试题、查看试题的相关操作： 

 

图：已出试题 

   2、学生答题 

老师发布试题后，学生的考评系统页面展示了全部试题，学生可以在考评系统中进行搜索试题、开

始答题、进入答题、查看试题等操作。 

只有当试题状态为答题中，学生才可以进入答题；即考生需要先开始答题，才能进入答题。 

学生可以上传源代码，老师可对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实时查看并对提交结果进行评分，来实时掌

握学生实践后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等，为此后的教学进度和计划提供考量依据。 

 

图：学生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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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老师阅卷 

老师此时可以对学生提交的考题作答内容进行下载并评分。 

 

图：老师打分/评语 

5.1.5.8 资产管理 

文件管理 

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提供基本的文件管理功能，可对文件进行拷贝、删除、下载等操作。且由于

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所涉及的数据量比较大，为避免训练数据多次上传，平台还提供了同班级内用户文

件可共享功能，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图：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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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件共享 

用户管理 

1.班级用户 

可新建、编辑、搜索、删除班级信息。 

 
图：班级管理 

2.成员用户 

可新建、导入、修改、搜索、删除用户，还可重置用户密码。 

 
图：成员管理 

3.资源统计 

系统具备集群资源监控管理功能，系统展示集群资源监控页面，集群资源监控主要包括： 

CPU概况：总资源、已分配以及分配率。 

GPU概况：总资源、已分配以及分配率。 

内存概况：总资源、已分配以及分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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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群资源监控 

系统具备资源监控管理功能，终端化、交互式、可视化的应用模式总数占比、使用环境总数占比、

使用资源总数概况，以实现对资源的不断优化。 

 

图：开发统计 

!". *+,-/01 

实验平台一体机整合了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硬件、云歌科技自研的智能计算平台和软件加速引擎

Soft Silicon，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软件系统优化，紧密融合了存储、计算、网络及应用，可

用于多机多 GPU的大规模分布式深度学习环境。采用了专门的设计和多种优化技术，使得一体机具有

超高计算性能，专门针对高校大数据环境下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高计算效率，加速运行

速度。 

（图：实验平台一体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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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01¬v�� 

实验平台软硬件一体机中整合的加速引擎 Soft Silicon，是云歌科技独创，打造数据软件生态的核

心技术。通过软件的方式充分挖掘硬件的能力，致力于打造系统、数据软件的超级引擎，专注于数据处

理的基础及通用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挖掘硬件性能、显著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增强企业在数据处理

的核心竞争力。 

下面是 Soft Silicon技术的部分能力具体： 

创新性的将 CPU指令集高效应用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 

通过 RDMA和MPI 实现了分布式环境下节点之间的超高性能数据交换和互联； 

通过集成 Alluxio来充分利用闪存对分布式计算进行加速； 

传统的数据分析在 GPU 的辅助下性能有了数量级的提升，如依赖深度学习框架、基于 GPU 的数

据库、异构环境（GPU+CPU）下 Spark算子的优化、GPU资源的弹性利用等辅助手段； 

核心运算库对 CPU缓存行（cache line）进行了优化，包含 cache line的对齐、关联和读写分离

等。 

5.2.2 *+,-/01® 

（以下为实验平台一体机标准部署环境，最终部署方式以用户实际使用环境为准） 

 
产品类型 配置 

管理节点服务器 

CPU：2*Intel 银牌 4210 处理器/10 核心/20 线程/主频 2.2GHz； 

内存：4*Samsung 32GB 2666MHz ，DDR4 ECC Reg； 

硬盘:Intel S4510 240G SSD； Intel S4510 960G SSD ； 

网卡：板载双口千兆网卡+IPMI 端口； 

操作系统（OS）：centos 操作系统； 

机箱：2U 机架式机箱（含配套的导轨）； 

电源：2*550W 铂金级高效电源； 

计算节点服务器 

CPU：2*AMD EPYC™ 7401 主频 2GHz/64MB/24 核心/48线程 

8*32GB/DDR4 2666MHz ECC/REG 

2*SSD/480GB/SATA 6Gb/2.5寸/读取型 <1DW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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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R382D/8 口/SAS 12Gb/半高/PCIe 3.0 x8/1GB缓存 

4*2TB/SATA/7200RPM/3.5寸/企业级 

4*NVIDIA Tesla T4 GDDR6 16GB PCIe 单宽 70W 被动散热 

1*GPU散热套件 

2200W 1+1钛金冗余电源  

图：标准平台配置 
 

目前，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具有经济型、标准型与增强型三种规格，可满足人工智能等多样化的

教学科研需求。具体的规格参数表如下： 
 

配套/型号 经济型 标准型 增强型 

管理节点 1台 1 台 1 台 

计算节点 1台 2 台 3 台 

上机人数 30 人 60 人 80 人 

实验源代码 √ √ √ 

实验手册 √ √ √ 

实验 PPT √ √ √ 

实验视频 √ √ √ 

培训服务 
提供现场实施及 3天 

技术培训服务 

提供现场实施及 5天 

技术培训服务 

提供现场实施及 7天 

技术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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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Ø 配套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及自然语言处理实验 

Ø 四核高性能平台（可选配NVIDIA Jetson TX2） 

Ø 支持语音识别、合成，开放远程 API 接口，支持二次开发 

Ø 内置高性能平台和多功能 6+1mic阵列麦克风的语音识别开发套件 

本套件支持的实验有：语音编解码，语音信号活性检测，回声消除，语音信号降噪，语音

信号处理，端到端语音识别，CRNN+CTC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和语言理解，依存句法分

析，意图识别，多轮对话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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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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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 6+1 mic 阵列麦克风 
内存 4GB（LPDDR3） 
存储 16GB（高速 eMMC） 
WIFI WIFI 2.4G 
蓝牙 Bluetooth4.0 

接口 
支持 MicroSD 扩展 
丰富的外设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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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接口 
2 * USB 
支持 USB-OTG 

电源输入 12V 直流电源 
操作系统 Ubuntu/Linux 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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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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实验，名人识别实验，人脸采集实验，人脸对比实验，人

脸库管理实验，人脸数量检测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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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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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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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Ø 配套完善的人工智能和嵌入式实验 

Ø 兼容多种 AI 框架，灵活搭配各种智能硬件 

Ø 神经网络处理器（NPU）算力高达 3.0Tops 
 

AIOT开发实验平台配套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嵌入式等实验；支持调用

云端 API，实现边云协同、突破算力极限；配有摄像头、显示屏、键盘、喇叭、麦克风等输

出输出设备，可满足多领域实训需求。 

5.5.1 ~Kh¯ 

核心板

参数 

SOC 

双 Cortex-A72+四 Cortex-A53 大小核，频率高达 1.8GHz；GPU：

Mali-T860MP4 GPU，支持OpenGL ES1.1/2.0/3.0/3.1, OpenVG1.1, 

OpenCL, DX11，支持帧缓冲压缩 

NPU 支持 8/16 bit运算，支持 Tensorflow，Caffe模型 

内存 
双通道 DDR3-1866/DDR3L-1866/LPDDR3-1866/LPDDR4 ， 支 持

eMMC 5.1，SDIO3.0 

显示 

双 VOP显示：分辨率分别支持 4096x2160 及 2560x1600；支持双通

道MIPI-DSI ；显示支持：eDP 1.3（4 线，10.8Gbps）；HDMI 2.0 支

持 4K 60Hz 显示，支持 HDCP 1.4/2.2； 

接口 
双 ISP 像素处理能力高达 13MPix/s，支持双路摄像头数据同时输入；

支持 USB3.0 Type-C接口；内置低功耗MCU 

多媒

体 

支持 4K VP9 and 4K 10bits H265/H264 视频解码，高达60fps；1080P 

多格式视频解码 (VC-1, MPEG-1/2/4, VP8) 

按键接口 
1位电源开关 

16位矩阵键盘 

显示设备 8位数码管，7寸触屏液晶，高亮编程 LED灯 

板载模块资源 

电源；HDMI 接口模块；RS485接口模块；AD/DA模块；SD卡模块；

CAN接口模块；UART接口模块；串口模块；网络模块；音频模块；蜂

鸣器模块；步进电机模块；直流电机模块；USB接口模块；EEPROM模

块；I2C总线模块；GPS 模块；GPRS 模块；WiFi模块；蓝牙模块；ZigBee

模块；LoRa模块；RFID模块；语音识别模块；高清摄像头模块；GPIO

扩展接口；传感器群复用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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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模块 

CAN模块；485串口模块；红外通信模块；霍尔开关模块；点阵 LCD模

块；继电器开关模块；人工智能视觉模块；雨滴传感器模块；烟雾传感

器模块；红外传感器模块；压力传感器模块；震动传感器模块；电流传

感器模块；粉尘传感器模块；颜色传感器模块；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光

照强度传感器模块；大气压力传感器模块；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模块；无

线遥控发送接收模块；5G通信模块 
 

5.5.2 �Kh¯ 

1. 提供 Linux内核 

2. 提供Android 和 Linux操作系统 

3. 提供 Linux基本实验资源，让学生学习 Linux基本知识 

4. 提供源代码，学生可以通过源码进行学习，减短开发周期 

5. 提供驱动开发源码例程，供学生学习 Linux 驱动开发知识 

6. 提供传感器案例，让学生学会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7. 提供无线通讯实验，让学生了解无线通讯的基础知识和使用方法 

8. 提供项目例程，让学生学习如何开发一个项目 

9. 提供 ROS 实验例程，供学生学习 ROS 的基础知识 

10. 提供 5G通信模块的实验例程，供学生了解学习 5G技术，掌握 5G技术的通信方式 

5.5.3 *+�� 

嵌入式 Linux基础实验 

实验一熟悉 Linux开发环境 

实验二 Shell编程实验 

实验三Makefile实验 

实验四进程实验 

实验五进程间通讯实验 

实验六线程实验 

实验七多线程应用程序设计 

GUI 实验 

实验一 QT的安装与使用 

实验二 “Hello QT”程序设计 

实验三 温度计界面设计实验 

实验四 计算器界面设计实验 

网络实验 
实验一 TCP通信实验 

实验二 UDP通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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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开发实验 

实验一  GPIO驱动开发实验 

实验二  UART驱动开发实验 

实验三  SPI驱动开发实验 

实验四  IIC驱动开发实验 

实验五  雨滴传感器驱动开发实验 

实验六  温湿度传感器驱动开发实验 

BootLoader、内核根

文件系统实验 

实验一  U-Boot的移植 

实验二  Linux内核移植与编译实验 

实验三  Linux 根文件系统实验 

无线通信实验 

实验一  蓝牙通信实验 

实验二  ZigBee 通信实验 

实验三  LoRa通信实验 

实验四  GPRS通信实验 

实验五  GPS全球定位实验 

传感器实验 

实验一  CAN模块 

实验二  485串口模块 

实验三   红外通信模块 

实验四   霍尔开关模块 

实验五   点阵 LCD模块 

实验六   继电器开关模块 

实验七   雨滴传感器模块 

实验八   烟雾传感器模块 

实验九   红外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   压力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一  震动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二  电流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三  粉尘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四  颜色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五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六  光照强度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七  大气压力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八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实验十九  无线遥控发送接收模块 

实验二十  RFID模块 

实验二十一  语音识别模块 

实验一 人脸对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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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实验 

实验二 人脸检测设计 

实验三 美学评分设计 

实验四 图片分类标签设计 

实验五 图像超分辨率设计 

实验六 文字图像超分设计 

实验七 分词设计 

实验八 助手意图识别设计 

实验九 IM意图识别设计 

实验十 简单背景OCR设计 

 综合实训项目 

项目一  基于 ZigBee的智能大棚系统 

项目二  基于 LoRa的智慧农田系统 

项目三  智能考勤系统 

项目四  智能家居系统 

 扩展实

验 

ROS 实验 

实验一  ROS 的安装与使用 

实验二  ROS 的消息通信实验 

实验三  ROS 的 launch文件的使用 

实验四  ROS 的常用可视化工具的介绍 

实验五  ROS多主机通信 

5G模块实验 

实验一  5G技术的认识与应用 

实验二  5G技术的通信协议实验 

实验三  5G通讯模块的数据传输实验 

实验四  5G通信模块组网实验 

实验五  基于 5G技术的智慧交通系统 

实验六  基于 5G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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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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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歌科技 GPU 深度学习开发套件是一款

AI边缘计算设备，集成目前全球最快、超低功

耗的 AI 计算芯片，该芯片拥有定制双核心

Denver 2 高性能处理和四核心 ARM A57 高

效处理器、256 个 CUDA 核心，支持 TF、

PyTorch、CUDA、CUDNN 和 TensorRT 等

业界流行的人工智能开发部署、模型优化工

具，强大的性能可适用多种应用场景（智能机

器人、无人车、智能物流车、智慧安防、无人

机、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工业智能制造）和

视觉 SLAM、自动驾驶、人脸识别、AIOT、人

体识别、物体识别、深度学习等领域。此设备

可根据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行定制化（添加

摄像模块用于人脸识别、图像识别）。 

5.6.1 ~Kh¯ 

CPU 
6 核 NVIDIA Carmel ARM ® v8.2 64 位 CPU 

6 MB L2 + 4 MB L3 

系统存储 
8 GB 128 位 LPDDR4x 

51.2 GB/s 

图形处理单元 NVIDIA Xavier NX 

存储 
16 GB eMMC 5.1 

TF Card Slot 

GPU 搭载 48 个 Tensor Core 的 384 核 NVIDIA GPU 

DL加速器 2 个 NVDLA 引擎 

视频编码 

2x464MP/秒 

2x 4K @ 30 (HEVC) 

6x 1080p @ 60 (HEVC) 

 

 

视频解码 

2x690MP/秒 

2x 4K @ 60 (HEVC) 

12x 1080p @ 60 (HEVC) 

32x 1080p @ 30 (HEVC) 

模组支持 M.2 KEY E 

网络 1x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M) 

 2x I2C Link (+3.3V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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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扩展 

2x GPIO 

2x USB 3.0 Type A 

(Integrated USB 2.0) 

1x USB 2.0 OTG Micro-AB 

电源要求 +7V to +19V DC Input @ 3A 

工作温度 -20~70 摄氏度 

存储温度 -45~80 摄氏度 

抗震 5 Gems/5~ 500Hz/operation 
 

5.6.2 °�*+ 

边缘计算实验 

实验一  自动抓取人脸检测系统实训 

实验二  基于OpenCV（face_recognition）人脸识别实训 

实验三   会议人脸识别 

实验四   数字验证码识别 

实验五   CIFAR-10图像识别 

实验六   Kaggle 猫狗识别 

实验七   情绪识别，检测实训 

实验八   障碍物检测系统实训 

实验九   可视化卷积操作实训 

实验十   SSD- TensorFlow 目标检测实训 

实验十一  语音指令识别系统实训 

实验十二  车牌识别项目实 

实验十三  硬币分类，计数实训 

实验十四  端到端语音识别 

实验十五  简易语音识别系统实现 

实验十六  YoLoV3目标检测 

实验十七  Mask-RCNN目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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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Ø 支持NVIDIA Jetson TX2 的深度学习推理的摄像头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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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支持 4 种图像传感器 

Ø 4路数据 IO接口，1路COM接口，1路 LAN接口 

Ø 1个Micro SD 插槽 

Ø 支持 C挂载镜头 
 

1. 车牌识别：在停车场出入口进行车牌识别，用于记录车辆停放时间。 

2. 喷码字符识别验证：识别包装线上的喷印字符，将识别的字符与后台数据库进行比对，防止字

符喷印效果不佳或者数据错误。 

3. 玻璃瑕疵品检测：检测玻璃制品中的瑕疵，如线状缺陷，点状缺陷，崩角崩边等。 

4. 条形码与二维码检测与识别：识别流水线上喷印的条形码与二维码是否清晰可见，是否与后台

数据一致等 

5. 油站禁烟检测：识别进入油站的人是否进行抽烟的动作，保障油站的安全。 
 

处理器 NVIDIA Jetson TX2 

显示输出 Type C显示接口，1920*1080 30fps 

以太网 1路 GbE 

图像传感器分辨率 1920*1080 

图像传感器大小 1/3.7" 

帧率 30fps 

快门 卷帘快门 

色彩 彩色 

图像传感器触发方式 外部触发、软件触发、自主运行 

数据输入 4路数据输入接口（含传感器触发引脚） 

数据输出 4路数据输出接口（含选通引脚） 

UART TXD，RXD，GND 

尺寸 123.4*77.57*72.2(mm) 

电源 
直流电源插座：12V/48W或者 Type C连接器：15V/45W、

9V/27W 

作业温度 0°C - 45°C 

USB 
1路 USB OTG接口；1路 USB3.0 和 1路连接 Type C连接

器的 US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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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ROS1M$ 

功能概述 

基于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软件平台，开放源代码，提供完整教学与实验教材。 

支持激光雷达与深度摄像头地图构建、自主导航、物体跟随等功能。 

六线麦克风阵列，支持声源定位、语音唤醒、语音识别、语音控制等。 

适配物联网网关，支持 Zigbee、Lora、WIFI常见协议，机器人管家式管理。 

大赛支持 
全国 B 类：中国机器人大赛，中国服务机器人大赛参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

能大赛竞赛平台 

产品参数 

车身参数 

车身尺寸：底盘直径 40cm，高 76cm   净重：9kg 

1 个主控单元：i5-7200U处理器、1.35V4G 内存、4个 USB3.0、M.2 SSD64G

内存；Ubuntu系统 

电机：12V 146RPM 带编码器直流减速电机 

90mm全铝全向轮 X3，可 360 度自由平行移动， 

1 个深度视觉传感器：体感感应器：颜色和深度感应镜头,提供人体跟随以及语

音跟随案例； 

可视范围：水平视角: 70 度；垂直视角: 60 度； 

传感深度范围: 1.2米至 3.5 米； 

深度感应镜头: 512×424、16bit、30 fps； 

颜色感应镜头: 1920×1080、32bit、30 fps； 

回声消除系统增强声音输入质量；多语言语音识别； 

6 麦语音麦克风阵列，提供声源定位、语音识别、语音唤醒、语意交流、语音控

制功能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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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主控板 主 MCU：AT91SAM3X8E，54个数字输入接口，闪存空间 512KB，

SRAM:96KB, EEPROM:4KB 时钟频率：84MHZ 

搭载 ROS（机器人操作系统），可进行 SLAM 地图构建，基于视觉和雷达的壁

障，导航功能及代码. 

提供教学与实验教材，包括 Linux、Python及 ROS、机器人算法等理论教学，

提供不低于 10 个实验教材。 

提供 YGrobot大仿人机器人（36 个自由度，外形尺寸 1370 X 530 X 240MM）

虚拟仿真机器人实验环境，提供实验例程，可验证大仿人机器人运动算法。 

应用课程体

系 

 
 

5.8.2 &'1M$ 

产品概述 

YG-ROBONOVA-AI II是装载了可同时控制 32个伺服马达的MR-C3024

控制板，高分辨率CCD摄像头，用于视频获取与视频处理的 FPGA模块，

执行智能算法的 S5PV210 嵌入式处理器系统，智能型 17 个关节的两足

步行机器人。 

通过在普通两足步行机器人上装载智能板和视觉模块，不仅可执行原有

PC中存储的简单机器人动作，而且可执行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智能动作。 

YG-ROBONOVA-AI II搭载嵌入式系统 Linux 与WinCE 6.0,以及视觉处

理算法,是最新流行的 IT融合产业机器人教育最优秀的环境，是项目课题，

机器人竞赛优秀的平台。 

硬件规格 

1.机身模块： 

尺寸：L(cm)×W（cm)×H（cm):  15×10×22.5 

17个MRS-D2009SP 数字伺服马达 

控制脉冲精度：1500µs/0~180o，±1100~1900 

脉冲周期：12~26ms (common :21ms) 

大小/重量：约 310*180*90mm / 约 1.3kg 

电源：镍电池 (Ni-MH) 1000mA 1个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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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作控制板： 

24个伺服马达同时控制与 32个输入输出端口(I/O) 

3个 PWM信号端口与 8通道 A/D 转换功能 

串行控制功能(VB, VC++ 可控制) 

LCD 模块驱动指令功能与可高速串行通信(UART) 

robot basic V2.5 以上版本的应用程序 

串行 I/F 线下载 

可用无线 RC调节器，搭载红外传感器 

配有倾斜传感器 

3.视觉模块： 

总像素 : 542(H) x 492(V) (27万像素) 

电子光圈 (ntsc: 1/60~1/100,000 , pal:1/50~1/100,000) 

PCB 大小 32 x32 mm 

自动白平衡及数字信号处理 

使用镜头 : Lens:3.6, 可选其他光圈 

摄像器 : 1/3" 线路转换 CCD 

4.智能板： 

YG-ROBONOVA-AI II 平台中使用 CPU模块与 Peri-1 模块 

搭载高速视频处理与视频识别的 FPGA 

提供外部接口混合图像输入端口 

模拟图像与数字图像的转换 

为机器人控制提供 UART通信端口 

无线视频传输 

通过蓝牙确认 CPU串口打印数据 

搭载 Linux 2.6.32操作系统 

实验教材 

机器人概要 

智能型两足步行机器人的构造 

智能型机器人的开发环境 

智能机器人的大脑 

机器人的动作控制 

智能机器人的视觉 

智能机器人的视觉处理 

追光的移动机器人 

颜色识别机器人 

运动物体追踪机器人 

识别圆形图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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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置机器人 

跆拳道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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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Ø 全地形移动能力：采用独立悬挂和两驱设计，在野外的各种地形如履平地 

Ø AI 智驱系统：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实时更新数据，自主避让和最优路径规划 

Ø 模块化：应用快速装配各种外部设备，适用多种场景需求、 
 

 

功能概述 

云歌无人驾驶科研平台引入“人、机器、环境，三者共融”的概念，将无人驾

驶、机器学习技术，融入到教学种，平台完整支持建图、感知、定位、规划、

控制、调度等能力。提供三种 SLAM 建图定位算法、三套路径规划算法，深

入机器人如何建造地图、准确定位，明确进行机器人导航；提供两套视觉识别

算法（传统形态学&深度学习训练），从两个方向学习计算机视觉的应用和研

发；提供定制复合运动电路板及其阿克曼运动模型控制程序，学生从电路原理

图到制版，再到底层驱动编写，深度深入；提供一套上位机调度系统（多线程

多 socket/跨 Windows&Linux 平台）；提供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详细教

程，引进国外先进的机器人开发系统，更好的开发机器人；两种编程语言

C++&Python入门与应用，从最基础的语言编程，分别有分层次、结构化很

好的教程；完整的车体学习套件非常便利的二次开发条件快速复制到其他应

用领域。 

产品参数 

操作系统：Ubuntu18.04 LTS 

CPU：4 * ARM A57+128 core NVIDIA Maxwell  

编程语言：C++/Python 

摄像头：IMX800万高清摄像头 

通信方式：WIFI 通信  

惯导：MPU9250 

结构形式：阿克曼模型  

点云：Ydlidar X4 激光雷达 

组装后尺寸：505mm*350mm*165mm 

组装后质量：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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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模块：MP1584 

遥控方式：PS2 手柄遥控  

电池：11200mA（12v） 

最大速度：1m/s  

里程计：增量脉冲计数 

续航时间：360min  

行驶电机：直流有刷电机*2 

轮毂直径：75mm  

电路板：STM32 复合驱动板 

安全保护：过电流保护，电压监测  

转向电机：串口舵机*1 

最大转向角度：45° 

支持课程 

ROS节点通信 

发布器与订阅器 

客户端与服务端 

ROS机器人 basecontroller 应用 

ROS机器人姿态传感器应用 

ROS机器人地图构建 

ROS机器人自主导航 

ROS机器人无人驾驶框架应用 

ROS机器人无人驾驶框架调参 

ROS机器人无人驾驶整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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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是一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的开发环境，使用图形化编辑语言 G编写程序，产生的程序是

框图的形式，广泛地被工业界、学术界和研究实验室所接受，视为一个标准的数据采集和仪器控制软

件。LabVIEW 集成了与满足 GPIB、VXI、RS-232 和 RS-485 协议的硬件及数据采集卡通讯的全部

功能。LabVIEW的函数库包括数据采集、GPIB、串口控制、数据分析、数据显示、数据存储以及 TCP/IP、

ActiveX 等软件标准，还有传统的程序调试工具，如设置断点、以动画方式显示数据及其子程序（子 VI）

的结果、单步执行等等，便于程序的调试。这是一个功能强大且灵活的软件，利用它可以方便地建立自

己的虚拟仪器，其图形化的界面使得编程及使用过程都生动有趣。 

利用 LabView，可产生独立运行的可执行文件，它是一个真正的 32 位/64 位编译器。像许多重

要的软件一样，LabView 提供了Windows、UNIX、Linux、Macintosh 的多种版本。它主要的方便

就是，一个硬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软件，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仪器仪表的功能，LabView 提供很

多外观与传统仪器（如示波器、万用表）类似的控件，可用来方便地创建用户界面。用户界面在 La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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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称为前面板。使用图标和连线，可以通过编程对前面板上的对象进行控制。这就是图形化源代码，

又称 G代码。LabVIEW 的图形化源代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流程图，因此又被称作程序框图代码 

特点： 

（1）尽可能采用了通用的硬件，各种仪器的差异主要是软件。 

（2）可充分发挥计算机的能力，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创造出功能更强的仪器。 

（3)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和制造各种仪器。 

 

智能传感技术实验 

信息处理技术取得的进展以及微处理器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都需要在传感器的开发方面有

相应的进展。微处理器现在已经在测量和控制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这些系统能力的增强，作

为信息采集系统的前端单元，传感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传感器已成为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技术中的

关键部件，作为系统中的一个结构组成，其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广义来说，传感器是一种能把物理量或化学量转变成便于利用的电信号的器件。传感器是测量

系统中的一种前置部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可用信号（即便于处理与传输的信号）。目前，传感器的

可用信号主要是指电信号，即把外界非电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传感器主要由敏感部件、转换元件和基本调节转换电路三部分组成，如图所示： 

 

 
智能传感技术实验内容主要包括：超声波的激发与接收，声场和传播特性，实现超声波测距、测流

速和探伤；激光测长，激光测距，激光测振，激光测速；红外测温仪，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反射式红外

传感器在智能型环保系统中的应用；视觉传感的成像模型，视觉传感的图像处理，视觉传感器的应用，

单目视觉传感系统，双目视觉传感系统；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层次模型，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结构模

型，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算法实验等。 

 

将虚拟仪器应用到传感器中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测量领域中需要不断更新测量设备，以满足越来越高的测量要求。在我

国，传统仪器技术还比较落后，仪器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存在一定的误差，且自动化程度较低。虚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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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出现，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利用计算机丰富的软硬件资源，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需

求，设计自己的仪器系统，满足多种多样的应用需求，降低成本。 

目前，在许多院校中，一方面，由于实验室场地和课时的限制，学生们只能在固定的有限时间内使

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这会导致学生对一些常用仪器如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谱分析仪等并不熟练。

另一方面，现如今学生基本都拥有个人电脑，在宿舍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虚拟仪器设计开发软

件不仅提供了功能强大的高级教学分析库以完成测量，而且充分考虑了网络应用，很容易实现虚拟仪

器的网上发布和虚拟实验室，利用这些技术，将虚拟仪器网络互联，将拥有仿真面板的虚拟仪器在网上

实验室主页上共享，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虚拟仪器，便于学生实验课后复习也可让学生在相关实

验课前先在网上操作虚拟仪器，全面了解和掌握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要点，为实际使用真实的实验

仪器设备打下较好的基础。既可以减少仪器设备的损害，又可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 

6. $%&'�G*+�efJ�� 

人工智能专业实验室的建设，紧紧的围绕教学资源整合、教学实验操作和软硬件一体化等方面开

展，通过配套课程体系建设，包括实验手册、专业教材、教师讲解视频、配套实验手册、实验资源包等，

同时有人工智能专业完善的知识体系理论知识、核心技术和实验，及项目实训环节做保证，通过项目案

例教学及资源包，并且汇集公司自身在行业领域成熟的应用案例以此提高学生的实战应用能力和二次

开发的能力，云歌科技也希望跟院校专业老师联合出版相关教材。 

A"# ^;_`abc0def 

人工智能专业从 2004 年开设至今已经接近 16 年，无论从知识结构抑或是课程体系都已经发生了

迭代，我们可以展开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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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²$%&'�G�³´µ¶ 

 

6.1.2 ±²$%&'�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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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²$%&'�G|·i¸¹º 

 

6.1.4 ±²$%&'�Gbc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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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O/»$%&'�G�¼½_` 

6.1.5.1 基本理论 

新一代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主要特征：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自主操控。 

重大基础理论： 

1、大数据智能理论：① 数据驱动与知识引导相结合的新方法；② 以自然语言、图像图形为核心

的认知计算；③ 深度推理与创意的综合；④ 非完全信息下的智能决策等。 

2、跨媒体感知计算理论：① 超越人类视觉能力、面向真实世界的主动视觉感知及计算； ② 自

然交互环境的听知觉、言语感知及计算；③ 面向异步序列的类人感知及计算等。 

3、混合增强智能理论：① “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② 人机智能共生的行为增强与脑机协

同；③ 复杂数据和任务的混合增强智能学习；④ 真实世界环境下的情境理解及人机群组协同。 

4、群体智能理论：群体智能的结构理论与组织方法、激励机制与涌现机理、学习理论与方法、通

用计算范式与模型。 

5、自主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理论：① 面向自主无人系统的协同感知与交互；② 面向自主无人系

统的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③ 知识驱动的人机物三元协同与互操作等理论。 

前沿性基础理论 

6、高级机器学习：统计学习基础理论、不确定性推理与决策、分布式学习与交互、隐私保护学习、

小样本学习、深度强化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主动学习等 

7、类脑智能：类脑感知、类脑学习、类脑记忆机制与计算融合、类脑复杂系统、类脑控制等 

8、量子智能计算：脑认知的量子模式与内在机制，高效的量子智能模型等。 
 

6.1.5.2 关键共性技术 

关键公共性技术： 

1.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知识计算和可视交互引擎，以可视媒体为核心的商业智能等知识

服务技术，开展大规模生物数据的知识发现。 

2.跨媒体分析推理技术。跨媒体统一表征、关联理解与知识挖掘、知识图谱构建与学习、知识演化

与推理、智能描述与生成等。 

3.群体智能关键技术。群体智能的主动感知与发现、知识获取与生成、协同与共享、评估与演化、

人机整合与增强，移动群体智能的协同决策与控制技术。 

4.混合增强智能新架构和新技术。混合增强智能核心技术、认知计算框架，新型混合计算架构，人

机共驾、在线智能学习技术，平行管理与控制的混合增强智能框架。 

5.自主无人系统的智能技术。无人机自主控制和汽车、船舶、轨道交通自动驾驶等智能技术，服务

机器人、空间机器人、海洋机器人、极地机器人技术，无人车间/智能工厂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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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性关键共性技术： 

1.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技术。虚拟对象智能行为的数学表达与建模方法等。 

2.智能计算芯片与系统。研发神经网络处理器以及高能效、可重构类脑计算芯片。 

3.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短文本的计算与分析技术，跨语言文本挖掘技术和面向机器认知智能的

语义理解技术，多媒体信息理解的人机对话系统。 
 

6.1.5.3 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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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O/»$%&'��G0d 

6.1.6.1 内核及衍生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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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内核+衍生层+复合层结构 

 

6.1.6.3 内核+衍生层+复合层+交叉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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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qG$¾yz¿À 

6.1.7.1 $%&'qG$¾_` 

人工智能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技术与应用系统。按照当前产业应用的实际情况，可以将

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结构定义为四层次金字塔结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不断扩大，大量

的产业研发人才、应用开发人才和实用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会呈现井喷态势，源头创新人才还是集中在

高校及科研院所中的教授、高工。 

 
 

6.1.7.2 $%&'qG$¾yzÁÂÃ 

需求供给情况如下图，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供需现状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点：一是人工智

能产业人才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平衡，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增速缺口不断扩大；二是符合产业实际需求的

有效供给总量较小、人才转化率有待提升；三是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应用融合的产业人才需求缺口最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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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3 $%&'qG��¡` 

 
技术架构包括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三层。 

其中，最底层的基础层提供数据感知、数据处理与硬件算力。基础层主要包含物联网、智能芯片以

及大数据与云计算等领域，能够为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法的实现提供基础的数据与计算能力支撑。

物联网通过万物的互联互通，实现现实世界的数字化，为人工智能算法与应用技术提供数据感知的功

能；智能芯片为数据处理与算法实现提供算力支撑，目前较为主流的 AI 计算芯片根据技术原理的不

同一般分为 CPU、 

GPU、FPGA 和 ASIC 等；大数据与云计算则通过对海量数据集运用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等方

式进行处理、预测及模拟，从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 

技术层依托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涵盖了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目前较

为成熟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其中，智能语音技术主要研究人机之间语音信息的处理问题，即让机器实

现“能听会说”的能力，根据机器发挥作用的不同，智能语音技术主要分为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音

评测等技术方向；自然语言处理主要研究机器如何处理人类语言，即让机器实现“能理解会思考”的

能力，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方向主要有文本分类和聚类、信息检索和过滤、信息抽取、问答系统、机器

翻译等；计算机视觉主要研究通过采集图像信号并由计算机进行处理，以实现人眼的视觉能力，技术上

一般分为图像分类、目标检测、目标跟踪和和图像分割四大基本任务。 

应用层是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相结合，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相应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目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初步形成相应的产业化能力与各种成熟的商业化应用，在智慧城市、智慧

金融、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安防和智能制造等众多领域形成了典型的落地案例，人工智能技术正

在加快推动本轮产业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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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4 $%&'qGÄÅ¢£ 

 
人工智能产业的稳步发展一方面加速了技术革新的进程，同时在产业人才需求上也催生出众多的 

人工智能相关岗位。基于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架构以及人工智能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针对技术架构中

基础层和技术层涵盖的人工智能岗位进行归纳梳理，具体如上图所示。 
 

6.1.7.5 $%&'qG$¾'Æ�Ç 

根据人工智能企业对核心岗位人才的能力遴选要求，同时参考本科及职业院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的培养目标，将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要素划分为综合能力、专业知识能力、技能能力以及工

程实践能力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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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Gbcf® 

注：专业选修模块共有四个模块，每个模块中选择一门课程共四门进行学习。适时进行专业方向划

分，学生从专业方向中的五个模块选择其中一个模块中的全部课程进行学习。 

人工智能专业规划 

专业 
层次 

大学本科 
专业 
名称 

人工智能 
毕业 
学分 

 

模块 
名称 

模
块 
学
时 

学
分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
设 
学
期 

公共基础
课程 

888 54 

1 高等数学一 80 5 
必
修 

1 

2 高等数学二 80 5 
必
修 

2 

3 线性代数 48 3 
必
修 

1 

4 离散数学 72 4 
必
修 

3 

5 专业英语 80 4 
必
修 5 

6 生物学导论 48 3 
必
修 

1 

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8 3 必修 3 
8 计算机组织与系统 64 4 必修 1 
9 数据库原理 48 3 必修 2 
10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64 4 必修 3 

11 大数据原理与应用 32 2 必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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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并行与分布式计算 48 3 必修 4 

13 信号与系统 48 3 必修 2 

14 java面向对象编程 80 5 必修 2 

15 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 48 3 必修 4 

专业基础
课程 

  

1 社会与机器伦理 16    

2 FPGA设计 16    

3 边缘智能技术 32    

4 智能传感技术 32    

5 视频理解与跟踪 32    

6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32    

7 机器视觉 32    

8 ROS机器人 32    

9 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 16    

10 人工智能基础 32    

11 智能数据挖掘 32    

12 模式识别 32    

专业
选修
模块
（每
个模
块选
择一
门） 

选修
一感
知和
语言 

 
 

 1 搜索引擎   选修  

  2 语音处理   选修  

  3 计算感知   选修  

  4 计算图像   选修  

  5 视觉传感器   选修  

选修
二机
器学
习 

  1 深度强化学习与控制   选修  

  2 机器学习文本挖掘   选修  

  3 高级数据分析   选修  

  4 深度学习入门   选修  

选修
三人
机交
互 

  1 面向用户的系统设计   选修  

  2 人机交互   选修  

  3 从人群中学习   选修  

  4 智能产品和服务设计   选修  

选修
四决
策和
机器

  1 神经计算   选修  

  2 事实、正义与算法   选修  

  3 认知机器人   选修  

  4 AI的策略推理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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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 机器人的规划技巧   选修  

  6 移动机器人编程实验   选修  

  7 机器人运动学和动态学   选修  

  8 规划、执行和学习   选修  

专 业
方 向
（ 五
选一） 

机
器
学
习
与
认
知
计
算
方
向 

  

1 知识计算理论与方法 32  选修  

2 群体智能与分布智能 32  选修  

3 高级机器学习理论 32  选修  

4 知识图谱及应用 32  选修  

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2  选修  

6 不确定性推理与决策 32  选修  

7 类脑智能与类脑学习 32  选修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方
向 

  

 语音识别 32  选修  

1 机器翻译 32  选修  

2 自然语言生成 32  选修  

3 人机对话交谈 32  选修  

4 情感计算 32  选修  

5 自动摘要 16  选修  

6 文本检索 16  选修  

智
能
应
用
技
术
方
向 

  

1 智能可穿戴技术 32  选修  

2 智能终端技术 32  选修  

3 智能游戏 32  选修  

4 智能医疗技术 32  选修  

5 智能教育技术 32  选修  

6 智能金融技术 32  选修  

智
能
感
知
与

  

1 跨媒体感知与处理 32  选修  

2 多模态辨证与融合 32  选修  

3 智能传感与监测 32  选修  

4 图像分类与理解 3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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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互
方
向 
 

5 视频理解与追踪 32  选修  

6 智能信息获取与处理 32  选修  

7 人机协同感知与交互 32  选修  

智
能
机
器
人
方
向 
 

  

1 机器人学 32  选修  

2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 16  选修  

3 智能无人系统 32  选修  

4 云机器人协同计算 32  选修  

5 移动机器人导航 32  选修  

6 智能机器人设计 16  选修  

毕业设计
（五选一
或学生自
行开题） 

   智能机器人   选修  

 

A". ghij 

人工智能专业类是近几年飞速发展的新兴专业，在国内的高校中，人工智能人才以及师资都是极

具匮乏的，云歌科技始终秉承走在科技前沿、时代前端的宗旨，在兴建人工智能专业实验室的同时。致

力于为学校提供整体的专业方向建设整合方案。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理念便是建设一支掌握“理论+实

践”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满足理论性和实践性教学的双重需要。 

6.2.1 ijÈÉ 

以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为中心，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和培养并重，

以培养为主的原则，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良好、学术水平较高、实践能力较强、结构优化、富

有活力的适应院校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 

6.2.2 ij¦Ê 

云歌科技实训体系和产业优秀的师资支持为教师的成长设计了专业路径，优秀的老师将获得工信

部等专业师资证书，同时成为区域内的行业优秀师资，为学校争得荣誉，为老师获得更优厚的待遇。 

培训颁发证书：参加相关培训并通过考试的学员，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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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Hadoop高级开发工程师》、《大数据高级分析师》、《深度学习工程师》、

《OpenStack 开发工程师》、《人工智能开发工程师》培训证书。该证书可在工信部相关网站查询，

可作为能力评价、考核和任职的重要依据。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到企业实践和参加技术开发活动，同时聘请在人工智能行

业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兼职任教，实现校企人力资源双向

互动，努力建成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 

6.2.3 ij|¤ 

按照培训课程分类，有七天培训、十五天培训不同的系列。具体也可以按照学校的需求做定制化的

安排。 

6.2.4 ËÌ}ºÍÎÏghi¸ÐÑÒ 

 

 

 

云歌科技全国高校大数据案例及实战师资培训班合影留念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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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kl(gmnef 

主要是依托校企合作平台，一方面是让企业的教师走进来，聘请计算机行业内知名 IT企业的技术

骨干人员作为本专业的兼职教师；另一方面是让学校的教师走出去，让学校老师参与到校企合作的项

目里得到实践锻炼，提高业务水平。 

云歌科技可向院校派遣技术工程师、企业讲师、行业专家等，帮助院校完善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企

业兼职教师将为教师和学生讲授项目实训课程，提升其实践能力。 

在院校的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上，云歌科技还可协助提供： 

1、兼职教师的个人和资历信息 

2、兼职教师参与院校实训指导和顶岗实习指导的证明材料 

3、兼职教师的考核记录 
 

A"9 (opq)Urso$ 

云歌科技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合作方，包括新工科建设、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以及实践体检和实验基地建设。 

云歌科技全国高校云计算 OpenStack师资培训班合影留念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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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cUtuvwx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我国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加强资源共享、

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组织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养和聚集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和管理人才、组织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基地和平台。 

我们也将借助我司在大数据、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先进技术协助学

校申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我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配合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布局，围绕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加强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攻关，发挥我校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

略支撑作用。 
 

7. $%&'�G*+�ef*Ó|} 

多年来，公司秉承“用户至上”服务理念，为用户全面优质高效服务。我们为用户提供的不仅仅是

单一的产品，更注重于从用户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求出发，提供一整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F"# yz{U 

实验室建设目标调研、实验室规模、建设用地及资金、配套设施调研。云歌科技拥有一支专业的大

数据技术服务队伍，包括有多年实际工作经验的资深大数据工程师、JAVA 研发人员、售前技术人员、

售后实施及维护人员，他们能够深入了解用户需求，以最佳方案真诚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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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D 

项目实施前，公司售前技术人员会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一套系统建设方案，并在与用户分析现有的

技术环境及长期建设目标的基础上，为用户设计出最佳解决方案。 

此外，根据用户的具体情况，售前技术人员必要时可搭建演示环境，提供云歌科技相关解决方案产

品的演示，以便用户更深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同时，售前技术人员还为用户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方案

设计，为用户提供新建系统与已有系统的整合方案，保护用户已有的投资。 

F"2 ~K���� 

根据用户需求及合同规定的时间，售后技术人员将在用户现场进行项目实施，大数据实验室基础

硬件环境安装主要包括计算节点服务器、管理节点服务器、交换机等硬件安装以及可视化展示墙安装。 

对由于硬件质量问题造成的硬件损坏，如在保修期内或与我方兼有相关技术服务合同的，云歌科

技提供现场服务，维修更换相应的硬件。对有效合同内的软件故障，用户应将故障现象及出错信息通过

电邮、信件或传真等通知我们，我方根据故障等级做出不同时间级别的相应，并给予解答。不能远程解

决问题时，我方将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实地解决。 

F"9 �K��p� 

根据用户需求及合同规定的时间，售后技术人员将在用户现场进行项目实施，人工智能专业实验

室中人工智能教学实验平台的安装部署调试。 

F"! q���ij 

针对云歌科技提供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在建设项目移交给用户运行前对最终用户进行相关的技术

培训，此外，根据用户的要求，我们将提供不定期的技术培训服务。该类技术培训主要分为以下两部

分： 

操作用户培训：针对系统日常运行操作进行集中培训，对于实训平台而言，培训对象主要是授课老

师，内容为日常实验教学操作步骤等。 

系统管理用户培训：针对系统日常管理、维护、安装进行培训，对于实训平台而言，培训对象为实

验技术管理人员，内容为系统常见技术问题处理方式等。 

F"A ��+� 

实验室软、硬件运行调试项目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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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0d 

云歌科技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售后技术服务队伍，这支队伍包括大数据工程师、人工智能工程师、机

器人工程师等，他们负责进行用户项目的现场实施，同时接受用户系统日常运行过程中的技术咨询和

维护服务，云歌科技的售后服务可以做到： 

应用咨询：免费提供应用咨询服务包括：教学计划的分析、实训流程设计、实训内容规划等。 

技术支持： 

服务热线支持：用户在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应用、操作或技术上的问题，都可通过云歌科技

客户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客服专员会耐心地向用户解答各类问题。服务热线电话：020-

29837806； 

远程网络技术支持：除服务热线支持外，云歌科技还提供远程的网络技术支持。远程网络的技术支

持包括远程答复技术问题、远程桌面排除系统故障、即时通信工具支持及电子邮件支持等； 

现场技术支持：当客户问题无法通过热线电话和远程网络技术支持解决时，云歌科技客户服务中

心将委派专业的技术人员上门为用户现场解决问题。现场技术支持主要包括：排除软件使用故障、技术

故障、软件bug、软件的优化升级、提供应用优化建议等工作。 

故障处理：云歌科技在正常的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 9:00-18:00)，配备专门的全国客服热

线和专职的技术工程师负责各类咨询及技术问题的处理。其他时间，由销售人员负责电话响应，值班工

程师负责专业技术支持。在支持热线工作时间内，客服专员及客户代表会记录下客户的名称、联系人的

全名、联系电话以及故障的详细记录。当故障登记后，我们将时刻与客户保持联系，直到问题被解决，

并确保故障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系统维护与升级：定期回访服务：每三个月定期与您沟通，了解软件、硬件和环境的运行状况，使

您的系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分为电话回访和上门回访两种；5×8(工作日×小时)电话、电子邮件和网

络在线技术支持；通过售后服务热线 020-29837806向客户提供咨询等服务。 

8. ÔÕÖ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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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数年时间，已成为国内高校智能互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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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中心核心枢纽

的黄埔经济开发区人工智能入库企业，公司一直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算法的研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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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业务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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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下，通过



 

第 68 页/共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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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小学智慧教育市场，目前也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 

云歌目前已在四川、重庆、广西、湖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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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实验室建设方案已被全国 200多个高等院校认可。 

9. $%&'�G*+�×Ø®ÙÚÛÜÝÞ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