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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西安工商学院 学校代码 13682

学校主管部门 陕西省 学校网址 http://www.bxait.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

鹿祥路1235号 邮政编码 710200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曾用名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建校时间 2004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4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

教学评估类型
合格评估 通过时间 2015年12月

专任教师总数 361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教师数
134

现有本科专业数 29个 上一年度本校本科招生人数 1961

上一年度全校本

科毕业人数
1562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85.46%

学校主管部门 陕西省 建校时间 2004年

学校简介和历史

沿革（150字以

内）

我校200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为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

院，2020年3月30日转设为西安工商学院，是一所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

民办本科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打造新型工商学院。重点发展“财经与管理、电子与信息、

艺术与传媒、人文与教育”四大专业群。

学校近五年专业

增设、停招、撤

并情况（300字以

内）

近五年增设专业：机械电子工程、工程造价、广播电视编导、播音

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金融科技、网络与新媒体。

近五年停招专业：市场营销、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测控

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动化、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

务、土木工程、日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联网、机械电子工程。

近五年撤销专业：工程管理、金属材料、包装工程、工业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80717T 专业名称 人工智能

学位 学士 修业年限 4年

专业类 电子信息类 专业类代码 0807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信息与工程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电子信息工程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 3 软件工程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 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设年份 2007年

相近专业 5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 6 通信工程 开设年份 2007年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智能金融、

智能制造、智能教育、智能医疗健康、智能家居，智

能安防，自动驾驶等。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

求。此处填写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1.国家政策支持

（1）2017年3月，国务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正式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

家战略层面。2017年12月，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对人工智能发展总体思路、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进行了

规划和部署。2018年3月，国务院《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将“人工智能”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多领域推进；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

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聚焦并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

技术研究，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基地，加快建设一流人才队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2019年3

月，国务院《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2019年3月，中

央深改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2019年3月，《教

育部关于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全国共有35所高

校获得人工智能专业建设资格。2019年6月，科技部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2019年8月，科技部发布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2020年

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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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通知》，全国新

增180所高校获得人工智能专业建设资格。2021年3月，《教育部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全国新增130所高校获得人工智能专业建设资

格。

2.陕西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2019年9月，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陕西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019-2023年）》的通知。

（1）特别突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提升社

会生产力、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2）规划提出，到2023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人工智

能基础前沿理论、核心技术、协同平台、创新应用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部分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开放创新平台成为行业标杆，人工

智能成为我省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引擎和新的增长点。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3）规划中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领

域的推广应用，建设一批人工智能重大应用示范项目，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小镇，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型产业集群。同时,在智能软硬件、智能机器人、智能无人

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安防等六大领域，研发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工智能产品，形成智

能装备等优势产业。

（4）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区位优势，推动建设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国际科技创新联

盟、联合研究中心、产业发展合作基地等，鼓励省内部分领域人工智能优势企业“走出

去”，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由此可见，陕西省对人工智

能人才需求具有很大得空间。

3.行业人才需求

（1）腾讯研究院《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数据显示，2016年人工智能人才需

求量是2015年的2.7倍，2017年需求量是2015年的5.3倍，人才需求直线上升，年复合增长

率超过200%。据此，预计到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需求量将达到594万。

（2）《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提到，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在金融、医疗、安

防等多个领域实现技术落地，且应用场景也愈来愈丰富。同时，根据国家教育部门测算，

我国2019年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已超过500万，国内供求比例为 1：10，比例严重失衡。不断

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人才短板，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当务之急。

（3）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字识别、语音识别、中文信息处理、智能监控、生物

特征识别、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科技成果已进入广泛的实际应

用，并深入各行各业和消费者个人生活的阶段。

（4）根据《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截至2018年5月8日，全国专注做人工智

能的企业4040家，具有人工智能业务的企业已达上万家。除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以

科大讯飞、地平线为代表的垂直企业，以华为、中国移动等为代表的通信行业外，包括金

融、教育、电子、制造、军工、汽车、交通、安防、医疗、电力等数十种不同领域不同类

型的企业均对人工智能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量。

（5）目前，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就业领域主要有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

音、智能金融、智能制造、智能教育、智能医疗健康、自动驾驶等。就业岗位类型：机器

学习算法工程师、人工智能开发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人工智能硬件工程师、人

工智能架构工程师、人工智能项目管理人员等。目前在这些岗位中，算法/机器学习类岗位

人才保有量占中国人工智能总人才量的46%，而其它岗位的人才保有量仍较低。

（6）调查显示，虽然人工智能领域更倾向于硕博等高学历人才，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

领域人才同样十分紧缺。近三年分别获得人工智能专业建设资格的高校数量分别为：2018

年35所、2019年180所、2020年130所，其中定位于培养面向人工智能系统研发和算法设计

的高校比例较大，以培养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的高校比例较低，西安工商学院申请的人工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智能专业，主要培养面向人工智能基础应用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7）鉴于目前，还没有一届人工智能本科专业毕业生，不足以弥补人工智能不同层次

需求的人才缺口。因此，培养面向基础应用的人工智能人才非常迫切，申请面向基础应用

的人工智能专业非常必要。

4.学校办学定位及学科支撑

（1）学校办学定位：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新型工

商学院。重点发展“财经与管理、电子与信息、艺术与传媒、人文与教育”四大专业群，

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国际视野、商业策划、创意设计、技术技能”等一定跨界发展能力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目前信息与工程学院的6个相关专业：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等可对人工智能专业提供学

科支撑，其中软件工程2020年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已经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开展了系列教学改革并设置了人工

智能、智能硬件、智能信息处理等方向。

（3）学校十四五规划已经将人工智能专业纳入电子与信息专业群重点申报和建设

专业。通过前期深入行业企业调研，人工智能岗位需求旺盛，特别是基础应用人才缺口较

大。因此，申请人工智能专业，培养人工智能应用型本科人才，符合时代要求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

5.合作企业名称及人才需求预测

（1）西安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计工程师（ 2-3人）、人机器人工程

师 （3-5人）、视觉应用工程师（2-5人）

（2）华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2-3人）、人工

智能研究员（机器视觉方向）（3-5人）、智能芯片设计工程师 （3-5人）、智能硬件检测

工程师（ 3-5人）

（3）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BI工程师（3-5人）、数据仓库工程师（3-4人）、

数据采集工程师（3-4人）、数据建模工程师（3-5人）

（4）上海华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

（2-3人）、智能系统运维工程师（3-5人）、机器视觉工程师（3-5人）

（5）西安金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3-5人）、人

工智能研究员（机器视觉方向）（3-5人）、智能硬件检测工程师（ 3-5人）

（6）陕西国奥蓝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2-3

人）、人工智能研究员（机器视觉方向）（3-4人）、智能硬件检测工程师（2-4人）

（7）北京领航科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2-3

人）、机器人运维工程师（3-5人）、机器视觉工程师（3-5人）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8）陕西航天泵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智能硬件检测工程师（3-5人）、机器人工程

师（3-5人）、系统集成工程师（3-5人）

（9）深圳市福义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2-3

人）、人工智能研究员（机器视觉方向）（3-4人）

（10）西安北成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智能硬件检测工程师（3-5人）、高级软件工程师

（机器学习方向）（3-4人）、机器人工程师（3-5人）、机器视觉工程师（4-5人）

（11）北京聪明核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算法设计工程师（3-5人）、视觉处理工程师

（3-5人）、语音识别工程师（3-5人）

（12）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2-3人）、

人工智能研究员（机器视觉方向）（3-4人）、智能硬件检测工程师（2-4人）

（13）西安海跃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前端工程师（2-4人） 自动化运维工程师

（3-4人）、系统工程师（2-4人）

（14）北京正脉科工科技有限公司：图像处理工程师（2-4人）、图像识别工程师（2-

4人）、语音识别工程师（2-4人）

（15）西安蓝悦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运维工程师（3-4人）、智能硬件检测工程

师（3-5人）、视觉处理工程师（3-5人）

（16）西安京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算法设计工程师（3-5人）、视觉处理工程师（3-

5人）、语音识别工程师（3-5人）

（17）西安锐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运维工程师（3-4人） 系统工 程师（ 2-4

人）

（18）西安森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硬件检测工程师（3-5人）、机器人工程师

（3-5人）

（19）紫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机器学习方向）（2-3人）、算法设

计工程师（3-5人）、视觉处理工程师（3-5人）

（20）陕西领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算法设计工程师（3-5人）、数据采集工程师

（3-5人）、数据库工程师(DBA)（3-4人）

（21）福建国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算法设计工程师（3-5人）、视觉处理工程师（3-

5人）、语音识别工程师（3-5人）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10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0-15人

预计就业人数 85-90人

西安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7-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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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华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18人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2-18人

上海华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8-13人

西安金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5人

陕西国奥蓝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11人

北京领航科工教育科技有限公） 8-13人

陕西航天泵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15人

深圳市福义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7人

西安北成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4-19人

北京聪明核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5人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7-11人

西安海跃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12人

北京正脉科工科技有限公司 6-12人

西安蓝悦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9-14人

西安京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5人

西安锐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8人

西安森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10人

紫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13人

陕西领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9-14人

福建国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15人



方案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

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专业代码：080717T

 学科类别：工学

 学 制：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1.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理基

础，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与应用方法，掌握计算机与智能控制、电子与机器人、数据

智能分析与决策等技术，具备较强的项目实践能力、智能系统应用能力和交叉领域融合创

新能力，具备解决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工程应用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方法，能够从事人工智能

应用算法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应用和人工智能系统集成等方面的工作,

具有人文精神、国际视野、创意设计、商业策划、技术技能等一定跨界发展能力的高素质

本科应用型人才。

2. 培养规格

（1）知识要求：具有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扎实的信息科学基础；具有较好的人文社

会科学、管理科学知识；熟练掌握计算机系统理论、智能控制理论、智能信号处理知识、

智能系统工程架构等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和方法。

（2）能力要求：具备从事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设计与实现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及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软硬件协同设计开发能力以

及智能系统的综合应用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意设计与商业策划

跨界发展能力。

（3）素质要求：具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感，较强的社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具有良好

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

3. 主干学科：

主干学科：人工智能

相关学科：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4. 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人工智能基础、计算机程序设计、电路分析、离散数学、数字电路与

逻辑设计、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模式识别、智能控制理论、计算机系统基础、数

字图像处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智能数据挖掘(python)、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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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等。

5.课程结构及毕业要求

（1）总学分：176学分，其中：必修：135，选修：41，实践：49

（2）人工智能专业对学生的毕业要求如下：

毕业要求1（工程知识）：具有从事人工智能专业领域工程技术工作所需要的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将这些知识用于解决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关

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

达和分析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关复杂工程问题，并通过文献研究获取相关信息，

整理、分析和归纳资料，以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要求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关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功能模块或系统流程，并能通过设计

性实践环节检验设计的合理性。同时，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毕业要求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人工智能专业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和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关复杂人工智能

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

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和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人工智能

领域设计、开发等人工智能工程实践和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解决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

关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要求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

设计、开发的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履行相应的责任。

毕业要求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解决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的多学科背景团队中承

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团队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10（沟通）：能够就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关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

表达或回应指令。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人工智能工程问题及专

业技术的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领域设计、开发等相关工程项目的管

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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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不断学习新知识、新

技术，具有适应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能力。

6.职业岗位（群）的职业能力要求

专业所对应

的职业岗位

（群）

职业能力

主要岗位：

人工智能

运维工程师

次要岗位：

智能机器人

研发工程

师、AI硬件

工程师

职

业

基

本

能

力

1. 理解与掌握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并具有一定

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方法论意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

学基础和智能科学专业知识应用于解决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

2. 掌握人工智能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核心知识，并对本专业新

知识、新技术有较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归类、分析和表达，

掌握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与

抽象表示和数学建模的能力，以获得有效结论。

3. 个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团队合作能力、组织管

理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能够以集体荣誉为重，

具有团队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并具备能够促进组织发展与进步的领导力和执

行力。

职

业

专

项

能

力

1. 具备按需求运用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进行智能系统

设计的能力、智能系统的设计与开发能力、人工智能各环节综合分

析设计能力、人工智能系统评估、运行与维护能力，并能够在上述

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

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2. 能够基于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的相关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对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能够针对复杂智能技术问题运用相关的理论

和方法建立定性或定量模型；能够掌握原始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

参数分析方法、实验结果检验方法与综合分析方法，通过信息综合

得到合理实用的结论。

3. 了解与人工智能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

与开发等方面的规范，并能够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职

业

拓

展

能

力

1．能够就复杂人工智能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

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

和交流。

2．理解并掌握基本的管理原理和一般的项目管理方法，具备一

定的工程项目规划与管理能力，并能够在多约束条件下对复杂人工

智能工程进行经济高效的管理决策。

3．笃信好学，主动适应个人和职业发展的需要。能够持续关注

人工智能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学习最新出现的方法与技

术，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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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工智能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2021版）

课程

类型

课程

属性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学时分类
执行

学期

考

核

方

式

核

心

课

程

讲

课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模

块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修 思想道德与法治 2 32 32 T1 S
必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8 T2 S

必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3 48 48 T3 S

必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T4 S

必修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T1-
T8

必修 大学英语Ⅰ 4 64 64 T1 S

必修 大学英语Ⅱ 4 64 64 T2 S

必修 大学英语Ⅲ 4 64 64 T3 S
必修 大学英语Ⅳ 4 64 64 T4 S
必修 体育Ⅰ 1 36 24 12 T1
必修 体育Ⅱ 1 36 24 12 T2
必修 体育Ⅲ 1 36 24 12 T3
必修 体育Ⅳ 1 36 24 12 T4

必修 创新创业基础 1 16 16 T3-
T4

必修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22 8 14 T5
必修 就业指导 1 16 8 8 T7
必修 美学导论 2 32 16 16 T3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4 8 T3
必修 军事理论教育 2 36 36 0 T1

必修 大学生安全教育 1 16 0 16 T1-
T4

限选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32 16 16 T1 S
限选 四史教育 1 16 16 T1
限选 应用写作技能与规范 2 32 32 T6

小计 49 906 748 126

通

识

实

践

课

程

必修 军事技能 2 2周 780 2周

必修 大学生劳动教育 2 32 32

必修 创新创业实践 1 16 16

必修 思政课实践 2 32 32

小计 7 112 112

通识教育块合计 56

专

业

教

专

业

基

必修 高等数学I 3 48 48 T1 S H
必修 高等数学II 3 48 48 T1 S H
必修 电路分析 3 48 48 T1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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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础

课

程

必修 概率与数理统计 2 32 32 T2 S H

必修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3 48 40 8 T2 S

必修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3 48 32 16 T2 S H
必修 人工智能基础 2 32 32 T1 S H
必修 线性代数 2 32 32 T3 S
必修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 48 48 T3 S H

必修 操作系统 2 32 24 8 T3 S
必修 信号与系统 3 48 40 8 T3 S H
必修 离散数学 3 48 48 T4 S
必修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 3 48 40 8 T4 S

必修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 48 32 16 T5 S
小计 37 528 64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必修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4 64 48 16 T4 S H

必修 数字信号处理 3 48 40 8 T4 S H
必修 智能控制理论 2 32 24 8 T4 S H

必修 数字图像处理 3 48 40 8 T5 S H
必修 自然语音处理 3 48 40 8 T5 S H
必修 智能数据挖掘 3 48 40 8 T5 S H
必修 计算机视觉 4 64 48 16 T6 S H
必修 机器学习 3 48 40 8 T6 S H

小计 25 320 80 S

选

修

课

程

选修
数字系统设计(智能芯片

设计）
2 32 16 16 T5

选修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3 48 32 16 T6 H

选修 智能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2 32 32 T6 H
选修 模式识别 2 32 32 T6 H
选修 智能机器人控制系统 2 32 32 T7 H

小计 12 192 160 32

专

业

实

践

课

必修 认知实习 1 1周 1周 S1

必修 电装实习 1 1周 1周 S2
必修 金工实习 1 1周 1周 S2
必修 专业实习 2 2周 2周 S3
必修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 1 16 16 T1

必修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 1 16 16 T3

必修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

程设计
1 1周 1周 T3

必修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课程设计
1 1周 1周 T4

必修 数字系统设计课程设计 1 1周 1周 T4

必修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1 1周 1周 T4

必修 数字图像处理课程设计 1 1周 1周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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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计算机视觉课程设计 1 1周 1周 T6
必修 专业综合设计 1 1周 1周 T7
必修 毕业实习 3 6周 6周 T7

必修 毕业论文（设计） 10 10周 10
周

T8

小计 28

专业教育模块合计 102

专

业

拓

展

模

块

交

叉

融

合

课

程

限选 智能金融 2 32 32

限选 智能机器人 2 32 24 8

限选 智能物联网 2 32 24 8

限选 智能制造技术 2 32 8 24

限选 智能无人系统 2 32 24 8

限选 智能计算系统 2 32 24 8

小计（6-8） 6

个

性

发

展

模

块

课

外

选

修

选修

包括国内考研、国际课

堂、通识素养和其他特

色课程

≥6

第

二

课

堂

选修

包括学科专业竞赛、论

文发表、专利申请、创

业实践、社团活动、学

术讲座等

≥2

社

会

实

践

必修

三下乡活动、假期调

研、各类专项社会实践

活动等

≥2

小计 10

职

业

技

能

与

素

养

模

块

职

业

技

能

证

书

必修

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1.计算机二级。

2. 计算机三级。

3. .计算机职业证书（网

络工程师、数据库工程

师、信息安全工程师、

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

师、Linux应用与开发开

发工程师）。

4. 华为/思科、百度、阿

里、腾讯、Oracle等企业

认证证书。

2

小计 2

学分总计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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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名 称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总学分 百分比

通识教育模块

理论教学学分 42 4 46 26.14%

实践教学学分 9 1 10 5.68%

专业教育模块

理论教学学分 48.5 14.5 63 35.80%

实践教学学分 35.5 3.5 39 22.16%

专业拓展模块 专业拓展学分 ≥6 ≥6 3.41%

个性发展模块 个性发展学分 ≥10 ≥10 5.68%

职业认证模块 职业认证学分 2 2 1.14%

总 计 135 41 176 100%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人工智能基础 32 2 叶曲炜、张峰 T3

计算机程序设计 48 4 李瑞、李艳芳 T2

电路分析 48 4 徐晓霞、胡晓霞 T2

离散数学 48 2 张琳、吴欣茹 T4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48 4 焦灵侠、张妮 T3

信号与系统 48 4 郭锦、杨艳霞 T3

数字信号处理 48 4 张峰、徐晓霞 T4

模式识别 32 2 王飞、王长元 T4

智能控制理论 32 2 苗荣霞、李艳芳 T4

计算机系统基础 64 4 辛大欣、张妮 T5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张峰、胡晓霞 T5

自然语言处理 48 4 白燕燕、李瑞 T5

计算机视觉 64 4 于帆、胡晓霞 T6

智能数据挖掘(python) 48 4 刘萍萍、赵娟 T6

机器学习(tensorFlow) 48 4 徐淑萍、王楠 T6

5.2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

学历

毕业

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辛大欣 男 1966.10 计算机系

统基础
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硕士

人工智能；

分布式计

算；云计

算；

专职

叶曲炜 男 1961.1 人工智能

基础
教授 国防科技大学

计算机应

用
硕士 人工智能 专职

张峰 男 1979.6 数字信号

处理
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信号分析

与处理
硕士

嵌入式应用

开发、现代

数字信号处

兼职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理、智能控

制及现代通

信技术等

王长元 男 1963.11 模式识别 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

工程
博士

人工智能、

软件工程、

人机交互技

术，模式识

别

兼职

徐淑萍 女 1974.6 机器学习 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自动控制 硕士
智能控制、

嵌入式开发
兼职

于帆 男 1963.1 计算机视

觉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硕士

人工智能，

智能计算
兼职

王飞 男 1974.1 模式识别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光学 硕士

计算机网络

技术、物联

网工程应用

专职

张琳 男 1983.11 离散数学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硕士

移动应用开

发、软件测

试

专职

徐晓霞 女 1984.2 电路分析

基础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信号与信

息处理
硕士

信号分析与

处理
专职

焦灵侠 女 1983.11
数字电路

与逻辑设

计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硕士 智能控制 专职

李艳芳 女 1983.10 计算机程

序设计
副教授 西安工程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硕士 智能控制 专职

白燕燕 女 1983.12 自然语言

处理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信号与信

息处理
硕士

语音信号处

理
专职

朱春燕 女 1982.3
智能传感

器与检测

技术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光学工程 硕士
智能仪器仪

表
专职

赵娟 女 1983.9
计算机组

成与体系

结构

副教授 西安石油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硕士

计算机图形

图像处理
专职

王楠 女 1981.9 计算机程

序设计
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

学
硕士

数据优化和

数据库技术
专职

魏少华 女 1979.4 操作系统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 软件工程 专职

高峰 女 1976.9 数据库原
理及应用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
硕士

数据库技

术、软件测

试

专职

吴欣茹 女 1969.1 离散数学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

应用软件开

发、算法分

析与设计

专职

张立广 男 1979.7
智能机器

人控制系

统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硕士 智能控制 兼职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苗荣霞 女 1971.4 智能控制

理论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硕士
工业智能控

制
兼职

刘萍萍 女 1971.11 数据库原

理与实践
副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应

用
硕士 人工智能 兼职

任安虎 男 1974.4
嵌入式系

统原理及

应用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硕士 嵌入式系统 兼职

曹子建 男 1978.8 操作系统 副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

统

博士 计算智能 兼职

杜岳涛 男 1980.4 数据库原

理与应用
副教授 西安工业大学

信号分析

与处理
硕士 通信网络 兼职

郭锦 女 1980.1 计算机视

觉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博士

图像处理与

识别、网络

化测控技术

兼职

张妮 女 1981.12 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
讲师 西安工业大学

信号分析

与处理
硕士

智能信号处

理
专职

胡晓霞 女 1986.05 计算机视

觉
讲师 西安工业大学

通信与信

息系统
硕士 图像处理 专职

李铮铮 女 1981.10
智能数据

挖掘
(Python)

工程师 国防大学 教育技术 博士 数据分析 专职

杨艳霞 女 1982.10 信号与系

统
讲师 西安工程大学

检测技术

及其自动

化装置

硕士
信号分析预

处理
专职

李瑞 男 1986.06 数字系统

设计
助教

意大利都灵理

工大学电子工

程 硕士研究生

电子工程 硕士
智能芯片与

硬件
专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30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5 比例 16.67%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20 比例 66.67%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30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4 比例 13.33%

35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2 比例 6.67%

36-55岁教师数及比例 22 比例 73.33%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0：20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5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3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辛大欣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务处副处长

拟承担课程 计算机系统基础 现在所在单位 西安工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

校、专业
工学硕士毕业于1995年、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组织与系统结构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计算机并行运算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2019获“走军民融合之路 培养红色创新人才”省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

2. 2020年获“以应用能力引领的电子信息领域专硕三维双平台

一保障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论文“基于行业特点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研究”期刊：

西部素质教育第 1卷第 18期 2015年 12月。

4.论文“校企科研合作机制研究”期刊：创新与创业教育第 8
卷第 4期 2017年 8月；

5.论文“依托行业优势，探究本科生实习新机制”期刊：西部

素质教育第 1卷第 15期 2015年 9月。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主持陕西省科技厅工业领域项目“金属镁冶炼还原罐排渣机

器人自主系统仿真与研究”项目编号： 2017GY-027经费 15万元。

2.主持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

的工业机器人示教器的设计”经费 5万元。

3.论文“仿生六足机器人足部工作空间分析与轨迹规划仿真”

期刊：国外电子测量技术 2018年1月。

4.论文“改进SURF算法的特征提取与匹配方法研究”期刊：

机械与电子 ２０１７年９月；

5.论文“基于Faster RCNN的镁还原罐工人检测算法”期刊：

国外电子测量技术 2019年4月。

6.论文“基于RBF神经网络的机器人平滑圆弧轨迹规划”期

刊：计算机与数字工程 2016年3月。

7.论文“基于 ROS的六自由度机械臂运动规划” 期刊：自动

化仪表2020年2月。

8.论文“基于近红外视觉的排渣机械手高温炉渣定位方法”期

刊：红外技术 2019年2月。

9.论文“分布式系统数据复制的研究” 期刊：现代电子技术

2015年1月。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

程及学时数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设

计，327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张峰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数字信号处理 现在所在单位 西安工业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

校、专业
2003.04，西安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信息处理与控制、光通信、室内定位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主持省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创新驱动的新工科通

信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2.主持完成校级重点教研项目“数字信号处理研究性教学模式

改革”。

3.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校级教研项目多项。

4.发表项目引导与任务驱动教学方面的教研论文6篇，其中

CPCI检索2篇。

5.主持“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建设，于2015年获批省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2021年获批陕西省线下一流课程。

6.主编教材《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2012年8月出版，

第一版获第四届兵工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第二版获陕西省高等教

育优秀教材二等奖。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项，校级优秀教学成

果奖3项，获评校第十届课堂教学明星。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

况

主要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可见光通信、智能信号处理与控制

等领域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陕西省科技厅工

业攻关项目2项、陕西省教育厅科技专项基金1项和多项横向科研项

目，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多项横纵向科研项目的研究。所承担的科

研项目主要有：“高可靠性G3-PLC关键技术研究与装置开发”

（2018GY-188）“基于G3-PLC与VLC的智能家居网络系统研究”

（2017GY-081）、“多阵列可见光通信与定位系统研究”（2020GY-

054）、“基于神经网络的可见光室内定位系统研究”

（2020KJRC0040）等。近年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EI/SCI检

索10余篇，获批专利1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5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

程及学时数

数字信号处理、人工智能基础

等，平均每年36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徐晓霞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电路分析基础 现在所在单位 西安工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

校、专业
2010年6月硕士研究生，西安工业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

主要研究方向 信号与信息处理、智能控制、模式识别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教改项目：

（1）2013年，《MATLAB》实验课程改革与建设研究”。

（2）2017年，“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与EDA教学相结合的探讨”。

（3）2019年，“《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改革与建设研究”（重

点）。

（4）2020年，“慕课和任务驱动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

索—以“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为例”。

2. 发表论文9篇（核心4篇）：

（1）基于STM32的电压采集系统设计，《电子设计工程》，2019
年9月。（2）工业加热炉监控系统的硬件设计，《电子设计工

程》，2016年9月。（3）基于ARM与DDS的高精度正弦信号发生器

设计，《电子设计工程》，2015年12月。 （4）基于主从式DSP的
测井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设计，《电子设计工程》，2014年6月。

（5）矿用通信控制系统的研究，《电子测试》，2019年10月。

（6）基于MATLAB数字信号处理教学改革探索》，《电子测

试》，2019年2月。（7）基于EDA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研究，《电

子测试》，2015年4月。（8）IEEE1588时钟同步技术在分布式系统

中的研究，《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14年11月。（9）慕课和任

务驱动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以“模拟电子技术”课程

为例，《电子测试》，2020年12月。

3.参与《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等课程的慕

课及一流课程建设。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校长基金项目有6项：（1）2013年，“机载光电跟踪系统的模糊

PID控制研究”。 （2）2014年，“基于主从式DSP的测井信号处理

系统”。（3）2016年，“IEEE1588时钟同步技术在分布式系统中

的应用”。（4）2018年，“高精度微波功率控制技术研究”。

（5）2020年，“矿用通讯控制系统的研制”。（6）2020年，“自

循迹移动靶车控制方法研究”。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3.0万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

经费（万元）
1.1万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信号处

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每年

平均40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

设计（人次）
30人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张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离散数学 现在所在单位 西安工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0年6月硕士研究生，西安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 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教改项目

1）《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课程体系建设方案设计，院级教

改，2014.4-2018.3，2.2万，项目负责人；2）《无线传感器网

络》课程体系建设方案设计，院级教改，2018.4-2020.3，0.5万，

项目负责人；3）成绩分析系统设计与应用，院级教改，2018.10-
2020.9，0.5万项目负责人；4）教学数据规范化方法研究与实

践，院级教改，2019.7-2020.3，0.5万，项目负责人；5）软件工

程一流专业建设，民办教育专项基金项目，2020.6-2021.6，70
万，项目负责人；

2.发表论文

1）ZhangLin，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raining，Advances in
Social,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Paris:Atlantis Press,
2017:112-115.2）张琳，无线传感器网络课程建设与课程体系构

建，科技尚品，2020（5）.
3.慕课建设

1）主要参与建设校内课程平台鹿苑学堂，建立13门慕课；2）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在英华学堂建立慕课，完成2轮开课；3）
参与《C语言程序设计》省级一流课程建设；参与《现代供电技

术》省级一流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

4.教学获奖

1）2015年，获得谷歌奖教金；2）获得2020、2019、2018年度教

学育人奖，2017年师德标兵、2013年优秀教师等各类获奖60多
项。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科研项目

1）基于Android的司机使用手机行为检测系统研究，陕西省教育

厅，2013.3-2018.12，2万，项目负责人；2）现代教育技术在大学

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外研社科研项目，2017.11-2018.6，2万，项

目负责人；3）创新创业教育内容和生态体系建构研究，院长基

金，2020.4 - 2021.3，1.8万，项目负责人；

2.科研获奖

获得2014年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71.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5.8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无线传感器网，离散

数学；年均200学
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王飞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模式识别 现在所在单位 西安工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5年，西安工业大学，光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教改项目：

（1）2018.3—2020.3，IT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教育部协同育人项

目。

（2）2015.7—2018.3，独立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编程能力培养研

究，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论文：

（1）基于ASTM方法的光学平面面形检测，光学仪器，2015年。

（2）干涉图像的数字化处理算法研究，微型机与应用（现名：信

息技术与网络安全），2015年。

（3）物联网环境下IPv6与IPv4共存与过渡研究，电脑知识与技

术，2017年。

（4）物联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与探索，第六届教育科学研

讨会论文集，2017年。

（5）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系统中的应用分析，信息通信，2018
年。

（6）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系统构建分析，物联网技术，2018
年。

3.教学成果奖：

（1）面向工程的计算机网络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物联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与探索，优秀论文。

4.教材：C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教程，西北大学出版社。

5.慕课：计算机网络技术，2021年。

6.“蓝桥杯”大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网络挑战赛、陕西省网络空

间安全技术挑战赛、“深信服杯”网络挑战赛等优秀指导教师15
次。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2015.3-2018.12,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系统规划与设计，陕西省

教育厅科研专项项目。

2、2018.5-2021.4,基于Arduino的创新项目开发，院长基金项目。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6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计算机导论、计算机

专业英语、高级路由

与交换机技术、Linux
操作系统，每年400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7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657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300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主要通过学费对人工智能专业给予开办经费支持，确保专

业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图书资料等教学条件满足教学需要。

专业申请成功后，学校将继续加大对新专业的建设力度，在满

足日常办学经费的基础上，给予新专业150万元的建设经费，用于

实践条件改善、师资培养、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以及开展科学研究

等方面。

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政府教育专项资金以及集团投入，能够

满足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82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9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1.实验条件：

（1）共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实验

室，46个。

（2）新建成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嵌入式系统实验室，满足2个标准

班同时开展专业实验教学。

（3）在现有实验室和新建实验室的基础上，构建了私有云平台，

可以实现连接公有云，充分挖掘并利用云计算增值服务。

（4）部署了实验管理平台系统、云计算管理系统、镜像仓库管理

系统、大数据实验管理课程系统、人工智能实验管理课程系统等教

学资源和管理平台。

2.校外实践基地：目前已与21家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可以开展

毕业实习、项目开发、就业指导、岗前实训、提供就业岗位等。

3.图书资料：

（1）学校每年投入专项资金采购专业书籍、图书资料，持续更新

和丰富图书馆资源。

（2）建立了丰富的电子资源，可以满足师生查阅应用，支持教

学、科研。

4.学校致力于打造智慧校园、智慧课堂，校园网全覆盖，师生在校

内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

5.课程建设：

（1）通过自建和外购方式，建立了一批核心课慕课、微课资源。

（2）与“江苏智途”和“金智教育”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专

业课程资源。

（3）与北京蓝墨大数据技术研究院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云教

材和教学监控管理管理平台。

6.师资队伍满足该专业教学需求，专任教师职称、学历、年龄梯

度、专业等匹配度高，符合人工智能专业师资要求。并聘请对口企

业专家、技术骨干参加专业建设和开展实践教学指导。

7.其它：

（1）教学经费：该专业已经纳入学校十四五规划建设方案，重点

支持建设和发展，加大投入，设立专项建设经费。

（2）建立专业教研室，负责该专业具体建设工作。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

（元）

电工试验台 ATC-ABS-JD 20 2010.06 340000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箱 CHDZ-DS2 30 2019 36000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箱 CHDZ-AS2 30 2019 36000

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箱 SUN ES86PCIU+ 50 2019 136000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箱 普中科技 40 2018 6120

数字示波器 MS01104z 30 2019 72000

函数信号发生器 VC2002 30 2019 256500

传感器试验台 CSY-998 20 2010 78000

机器人 ABB机器人 4 2020 480000

无人机 大疆无人机 4 2020 10000

云计算管理系统 北京普开 1 2020 160000

大数据实验管理课程系统 北京普开 1 2020 150000

人工智能实验管理课程系统 北京普开 1 2020 150000

计算机 HP 80 2019 424000

计算服务器 浪潮 5 2020.6 350000

管理服务器 浪潮 2 2013.6、2020.6 43000

计算机 Lenovo、HP 400 2013.6-2020.6 2400000

无人机 大疆 4 2020.6 10000

机器人 ABB 4 2020.6 480000

交换机 HUAWEI、TPlink 16 2013.6-2020.6 240000

路由器 CISCO 12 2007 120000

IPv6物联网实验箱 Fantaik 21 2016 196000

RFID实验箱 Fantaik 21 2016 140000

多媒体设备 Cannon 8 2013.6-2020.6 48000

图像识别跟踪系统 HUAWEI 1 2020 4000

音视频交换系统 HUAWEI 1 2020 35000

智慧黑板 lanou 48 2020 94000

86触摸一体机 lanou 2 2019 72000

核心交换机 HUAWEI 1 2019 4000

网络交换机 HUAWEI 9 2019 9000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