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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0 Era, faced with the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 of 

global educational intellectualization,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have introduced a number of 

policies to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and provides some practical case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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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育信息化2.0时代，面对全球教育智能化的竞争和挑战，国家和地方出台了多项

政策引领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本研究浙江省为重点，梳理和总结了近几年浙江省内高校

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的现状和特点，为高校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案例和经验借

鉴。 

1．引言 

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为核心的教育信息化2.0时代，面对

激烈的全球技术竞争，国家对智能教育给与了高度关注，高校在理念创新、资源建设、科研

投入、产学研合作方面较其他教育阶段的学校更有优势，更易建设智能化的学习环境与学习

体系(郑旭东, 2018)[1]，国家也出台了相应政策支持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建设。2017年7月，国

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明确提出要在高校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完善人工

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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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建设中，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学科的投入；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人

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3]，指出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基地，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等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鼓励高校建设信息科研组织机构，开展跨学

科研究，到2030年，高校要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在政策引领

下，全国各地高校开始建立人工智能学科。 

2．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现状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2019年5月，浙江省人

民政府发布《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4]，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专

业建设，支持高校优化学科专业资源配置，调整和新建一批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专业……支持

有条件的高校争取国家支持建立人工智能学院”，同时要“主动更新教学内容，大力推进课

程体系建设，加强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专业教育的交互融合，形成人工智能复合专业培养新

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领推动下，浙江省高校逐渐开始建

立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积极推动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表1）。在人工智能领域，浙江

大学始终走在前列，上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就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所，并一直积极探索人

工智能与特定学科的交叉融合，2017年3月，浙江大学睿医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成立，2018年浙

江大学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和审批本科专业，分别为机器人工程和人工智能，并于2019年开设

本科“图灵班”，2018年11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和网易教育事业

部联合成立智能教育研究中心；近几年，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动下，浙江省其他高校依托

自身学科优势，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进程，2017年11月，温州大

学“人工智能+司法改革”应用研究基地成立；2018年1月，浙江万里学院与北京百度网讯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浙江万里学院百度云智学院（简称“万智学院”），2018年5月，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2018年6月，浙江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成立； 2019年4月，浙江农林大学入选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设立的 “AI+智慧学习”

共建人工智能学院项目；2019年6月，浙江工业大学成立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人工智

能系。 

表1 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情况（不完全统计） 

高校 类别 计算机学科建设情况 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情况 

浙江工业大学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B； 

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 

本科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080907T） 

机构：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人工智能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B+； 

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 

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 

本科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080907T） 

机构：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 

浙江省人工智能人才培训试点基地 

浙江理工大学 理工 
计算机应用技术（081203）： 

浙江省高校重点学科 

本科专业：智能制造工程 （080213T） 

机构：人工智能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 师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 
本科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080907T） 

浙江农林大学 农林 
计算机应用技术（081203）： 

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 
“AI+智慧学习”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 财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 
二级人工智能人才学院；人工智能联合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 
浙江“万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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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特点 

3.1依托学科优势，发展特色学科  

从高校类型来看，浙江省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的高校以理工类为主，如浙江工业

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万里学院等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上具有一定优势，其中浙江工业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代码：）

均为浙江一流学科（A类），并在本科专业阶段设置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专业代码080717T）。

浙江“万智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省一流学科（B类），学校将人工智能与专业

教学相结合，致力于培养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与此同时，一些高校聚焦人工智能与特色学科

建设的融合，如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和网易教育事业联合成立的智能

教育研究中心，温州大学“人工智能+司法改革应用研究基地”和浙江农林大学“AI+智慧学

习”项目。这些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在全国或省内也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给与学校人工智能

与特色学科发展足够的技术支撑，将学校特色优势专业和人工智能学科相结合，不仅能促进

特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使特色学科走在时代前沿，也能探索总结人工智能与特定领域学科

相结合的发展经验，是教育信息化2.0时代高校特色优势学科的新型发展模式，比如浙江农林

大学“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院项目依托信息工程学院开展建设，该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科是浙江省内唯一以研究农林业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省一流学科；浙江工商大学依托

国家级文科实验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学院，建设人工智能学科、搭建人工智能教学平台、开展

人工智能产学研工作，打造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商大模式”。 

3.2创建形式多样，多方合作发展 

浙江省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和研究院，从建立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学校

层面主持建设，如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大学等高校，依托自身学科优势，积极开展学科建设；二是高校与企业、政府或科研院

所合作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如温州大学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科大讯飞股份公司四方合作成立“人工智能+司法改革应用研究基地”；浙江万里学院作

为国内一流的应用型高校，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浙江万里学院百度云智学

院，为高校推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探索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典范。无论是哪种形式，高校

都需要充分发挥优势学科对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建立学校之间、校企之间的合作

交流，探索跨学科智能技术的发展路径，积极开展资源共建共享，建立多方评价和监管机制，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学院和研究院的成果转化，将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有机结合。 

3.3政产学研合作，注重应用研究 

2019年2月，浙江经济与信息化厅发布《浙江省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年）》，明确提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为适应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省内高校逐渐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政产学研应用研究。在工程应用上，浙江工业

大学计算机智能系统研究所开发的化工、印染、交通等大中型企业优化生产软件，在多个工

程系统中得到应用，取得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

能研究院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和国防建设等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在

国内国际产生了重大影响力；浙江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围绕特色学科，促进跨学科智能

技术及其应用，重点开展服装个性化定制、智能穿戴、水下智能机器人等方面的研究，充分

发挥了学校在纺织服装方面的学科专业优势。高校在探索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注重

科研转化是十分重要的环节，通过开展政产学研多方位合作，一方面可以推动科研成果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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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优势特色专业的跨学科智能发展，为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过提

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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