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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周东岱 教授 实验室整体规划 

2 魏来 副教授 信息搜索分析实验设计 

3 渊伟 副研究员 实验中心整体设计 

4 郑燕林 教授 整体实验设计与教学指导 

5 周治国 副教授 计算机创新实验、大数据实验设计 

4 李辉 副教授 实验室建设及人工智能实验设计 

7 刘志勇 副教授 大数据、软件工程实验设计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2.1.1学科专业发展需要 

当前，智能化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智能化与人工智能新技术引发了新产业

和新工科的兴起。迫切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培养“人

工智能+X”的拔尖创新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学校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要建设成为世界

一流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中也提出打造新兴交叉学科增长的目标。 

为了实现学院内涵发展，建设与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相适应的信息学科，学院提出了

在“信息”的学科基础上，以“智能”为学科方向特色，以“教育”为领域特色，即以

智能科学与技术及其教育领域融合创新为学科特色，建设“智能科学与技术”特色学科

的目标定位。通过对“智慧学习的智能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与平台”的学术问题攻关，

助力我国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 

2.1.2专业培养方案的需要 

学院有 5个本科专业，分别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教育技术学、图书馆

及信息资源管理。根据学院新的专业发展方向要求，各专业形成了新的专业培养方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智能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熟悉智能系

统与工具设计与开发流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实践能力的领域专门人才及从事相关研

究的拔尖创新人才。软件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利用智能理论、方法与工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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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软件分析、设计、开发与维护的能力，能够从事工程项目的智能化设计、组织与管理

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教育技术学以培养能够在中小学从事人工智能教育和智能化教育

信息技术相关工作的卓越信息技术老师为目标，实施学科专业教育与教师职业教育、理

论与实践有机融合的专业教育。图书馆学增加了智能化知识精准服务的人才培养方案。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要求学生具备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和应用数学的知识，分析与处理大

数集的能力，同时具备智能信息处理的能力。从我校专业设置情况分析，除我院 5个专

业以外，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与心理学等专业，都有对人工智能相关教学与

科研的需求。但目前我们并不具备专业化的实验课程设置以及相应的实验、实训环境。

因此，改善实验条件、加强硬件资源与师资力量的投入成为必然。 

2.1.3 社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全国各类高校已陆续开始围绕人工智能专业建设展开研究并申报人工智能专

业，截止 2018年，国内已经有 32所高校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正在筹备创建的学校还

有很多。2018年 4月，长春理工大学成立了吉林省首个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

2018年 5月 26日吉林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1996年成为首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在培养国家创新型人才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该校承担着本科

计算机学科教育任务。目前人工智能属于前沿发展方向，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创新价

值，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不仅仅限制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和研发，更在于研究人工

智能应用的潜在价值，各行各业都渴望能够从人工智能中获益。随着越来越多的成果从

人工智能中发掘，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都迫切需要引入大批的人工智能创新型人才，

也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需要为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型教学实验平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创新价值的人才。因此，

创建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实验室是非常有必要的。 

2.1.4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方向开设了相应的理论课程，可以

单机上实现一些简单的基础实验，但是缺少相应的软、硬件平台支撑综合性及创新性的

实验开设。目前发展遇到的困难是缺乏硬件资源及教学软件平台，同时也缺少真实脱敏

的真正大数据供教学及科研使用。 

建设智能信息处理平台需要的硬件资源：1）深度学习平台。硬件资源为带有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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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器。2）大数据教学平台资源。3）智能机器人设备、嵌入式设备。现有的嵌入式

使用通用型实验箱只适用于本科生的基本嵌入式实验，有些新型复杂的实验不能胜任，

申请 FPGA 实验教学开发板及嵌入式实验软件包 Axiom beta develop kit，可设计综合

性实验。智能机器人的购置将应用于科研教育、创客空间等。4）改善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的 114 机房和 315 机房。其中，114 机房、315 机房作为软件工程系、计算机系本

科生、研究生教学用与实践用机房。114机房的电脑是 2010年购买使用的，至今已全负

荷运行 8年，共有电脑 110台，可是满足能有效使用的电脑不足一半，运行速度缓慢。

目前，这两个机房的硬件条件已经严重不符合东北师范大学的教学定位要求。 

国内多数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学实践，主要通过实验，实训来进行，这些离不开专

业的实验环境。因此，为了创建一个创新型高校，有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对学生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在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今天，建设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实验室能

够为学校培养出众多的创新型人才。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对国家、对高校、对学生

都是一种挑战和机遇。 

 

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

建设情况) 

学院需购置 2台带有 4块 GPU卡的深度学习硬件平台，可满足初期的教学及科研需

求；同时购置大数据硬件资源平台，从而满足一系列大数据实验教学及科研需求；购置

FPGA 实验教学开发板，嵌入式实验软件包 Axiom beta develop kit、智能机器人等满

足综合性嵌入式实验及机器人实验课程的开设；购置 RFID 卡解决存储的问题；还需更

换 114、315机房的终端设备 180套。 

2.2.1覆盖专业及实验室 

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实验室主要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教育技术专业、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让学生能够在学院良好的实

践环境中学习、进步。覆盖了我院 418、114、315等多个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 20

项，其中包括新增项目数 10个，更新项目数 10个。学生受益人数将达到 13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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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人时数为 12000 课时。 

实验室也可为校内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智能信息处理服务。 

2.2.2专业化实验课程设置 

结合各高校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主要课程设置可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的整体知识体系，另一是人工智能在相关分支领域的应用。

根据目前专业的特点及需求，拟开设的课程模块为大数据 Hadoop 基础课程模块、大数

据离线分析课程模块、大数据实时计算技术与应用课程模块、Scala语言课程模块、Spark

大数据处理技术课程模块、Python数据分析课程模块、深度学习之主流框架学习课程模

块、深度学习案例课程模块、数据可视化课程模块。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2019年一季度，设备及相关产品询价，制定招标方案。 

2019年二季度，公开招标，设备到货后，进行安装、测试、试运行。 

2019年三委度，建设成并投入使用。 

 

 

 



三、拟购置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及配置要求 购置数 

1 
深度学习硬

件系统平台 
 

CPU_I_5118-Xeon*2，16G DDR4 内存 *12；1.8T 

2.5" 10Krpm SAS 硬盘 *8；RAID 卡*1；网卡_ 

10G_LC_2* ； 网 卡

_SND_W_I350-AM2_RJ_PCI-E4X_1KM_ 双 *1 ；

GPU_NV_16GB_Tesla-V100_4096b_P_CAC*4；集群

管理软件 

3 

2 

 

大数据硬件

平台 

 

E5 2640v4*2|16G*16|600GB10KSAS*9|8 通道 SAS 

RAID 卡 2GB 缓存 掉电保护电容*1/千兆网卡*1/

万兆网卡*1 

1 

 

E5 2640 V4*2/16G*16/600G 10K SAS 2.5 寸*2/4TB 

7200 SATA企业级 3.5 寸*6/ 8通道 SAS RAID卡 

1GB缓存 掉电保护电容*1/千兆网卡*1/万兆网卡

*1，集群管理软件 

6 

3 

24口千兆

以太网交换

机 

 
24 口 10/100/1000M自适应电口交换机，4个 SFP

光口 
1 

4 
24口万兆

交换机 
 

固化 24 个万兆 SFP+端口，2 个端口扩展槽,包转

发率≥960Mpps,交换容量≥1.28T 
1 

5 终端  

CPU：i5-7400处理器/内存：8GB /128G固态，硬

盘：1TB 7200 rpm /显示器：23 英寸/键盘和鼠

标 /SW:Win10，网络同传，网络还原 

180 

6 机柜系统  

19″、42U 工业标准服务器专用机柜，机柜两侧

预留布线槽，强弱电分离布线，供电系统支持分

时上电功能，自带 2个线缆槽，配置专业工业 PDU,

可 选 220V/380V 供 电 环 境 （ 机 柜

_OUR_42U_604212-HPC_B_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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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互联设备交

换机（光纤

接入） 

 
接口数目: 48个,光纤接入,三层交换机，包转发

率≥252Mpps,交换容量≥598Gbps 
2 

8 
互联设备交

换机 
 

互联设备交换机 接口数目: 48个，三层交换机，

包转发率≥132Mpps,交换容量≥256Gbps 
4 

9 网络机柜  
1 米、22u 网络机柜 2 

10 
嵌入式开发

包 
 

AXIOM Beta Phase 1-3 

人工智能嵌入式软件开发 
1 

11 
FPGA 教育

开发平台 
 

AlteraDE2-115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Board 
20 

12 
开源机器人

平台 
 

机器人平台标准套件及相关传感器配件，包括无

人航拍机及全景相机 
1 

13 
智能仿人机

器人 

NAO 

V5 
仿人机器人，25 个自由度,2 个摄像头,多个传感器 1 

14 
RFID 及配

套设施 
 

亿佰云智能图书管理软件 V3.6，RFID 图书标签，

升降式移动还书箱，RFID 读者证，IC/ID 读卡器，

图书条码加工，及智能学习交互系统（电子白板

及电子书包），VR 显示和交互系统。 

1 

15 
教学录播系

统 
 

教师全景/特写，学生全景/特写，四路 1080P 高清

视频 
1 

16 
远程视频会

议系统 
 720P 高清会议终端 1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8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

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