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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填补市场百万缺口
我省高职院校首个“人工智能学院”成立，湖南省首个人工智能培养高职体系将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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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
与应用对职业教育加速转型有
着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职业教育又构筑起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
势。 职业院校要根据时代变化
和需求， 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
向，切莫闭门造车。”在李三福

看来， 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
结合是互惠互利， 随着教育改
革不断深化，与市场、就业密不
可分的职业教育将发挥自身的
独特优势。

蔡自兴教授也认为，“职业
院校设立人工智能学院” 这一
经验可以复制和推广。未来，人

工智能将不断给工作技能和生
活环境带来变化，因此，学校不
仅应教授学生人工智能的基础
知识和认知能力，如语言理解、
计算等， 而更应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社会技能， 以适应不
断变化的环境。

8月10日，湖南科技
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成立大会暨与自兴人工
智能集团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该校雨花校区举

行，现场，我国人工智能专家、“中国人工智能教育第一人”蔡自兴
教授作学术报告。

会上，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智能
应用服务分会副秘书长贺平、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三福
分别致辞，并共同为“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揭牌。这
是我省高职院校首个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高素质技术型、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实体学院。与此同时，我省首个人工智能培养高职体
系将启动建设。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刘金高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
telligence,�AI） 是一种通过机
器或计算机而人工创造的智能，
是使机器具备智能行为的一种
能力。”蔡自兴教授介绍，人工智
能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中设计研
究、设计和应用智能机器的一门
分支。

2017年7月，国务院关于印
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
通知》明确提出“抢抓人工智能
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并确立
了“三步走”目标：到2020年，人
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
先进水平同步，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1500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1万亿元； 到2025年，部
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
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
亿元；到2030年，技术与应用总
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心产业
规模超过1万亿元， 带动相关产
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

近两年来， 我国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迅猛。 中国信通院发
布的《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16.9亿
元，同比增长52.8%，预计今年
市场规模将达到339亿元。“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国内未来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主要为智
能制造、 智能机器人、 智慧医
疗、智能交通、模式识别、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蔡自
兴教授表示， 基于互联网和物
联网的机器人与机器人系统、
智能制造过程机器人、 生物医
疗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等都是
研究与发展的重点。

蔡自兴教授认为， 人工智
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
驱动力， 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
能量， 对于打造新动能具有重
要意义， 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新
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壮
大，人才困境日益凸显。腾讯研
究院发布的《2017全球人工智能
人才白皮书》显示，目前，全球人
工智能人才约30万人。 截至
2017年10月， 我国人工智能人
才缺口达到了百万级。

对于“人才荒”，自兴人工智
能集团副总裁彭伟雄表示，各高
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输出总量
每年大概在3000人左右， 而人
工智能产业的人才需求总量已
达到百万级， 特别是对智慧医
疗、智慧交通等方面的人才需求
量非常大。“目前，集团正在打造
‘医疗+AI’服务平台，预估该平
台所需人才总量达10万以上。”

“现阶段，人工智能专业人
才的培养， 主要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和
战略缺少全面规划，社会公众对
于人工智能的认识不高，缺少人
工智能发展氛围，对于引才留才

吸引力不大。人工智能人才缺口
较大，且对于人工智能人才的培
养机制尚未建立。” 在蔡自兴教
授看来， 人工智能人才需要高
层、中层和底层的，即做理论基
础研究的科学家、把理论模型技
术化的工程师和用技术进行生
产和改造的设计师以及一线的
产业工人。

具体而言，对于硕士层次，
侧重培养进行人工智能基础理
论研究， 创新人工智能发展理
论体系， 将与机器智能有机结
合的高端人工智能及数据科学
家人才；对于本科层次，侧重培
养对自然语言、图像识别、语音
识别、 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有充
分理解， 并能够应用数据为人
工智能提供模型基础的人才；
对于专科层次， 侧重培养学生
应用大规模数据实现数据可视
化， 具有实操经验的高级技能
人才。

事实上，“人工智能” 早已
成为湖南高职领域的热词。近
日， 省教育厅公布2018年湖南
省高职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项
目申报资格审查通过名单，全
省共68所高职高专院校申报了
186个一流特色专业群， 其中，
开设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群
有10多个。比如，智能化领域，
有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民
政信息及智能化技术服务、湖
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能制
造技术应用、 湖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的智能交通技术等专业
群；智慧领域，有益阳职业技术
学院的智慧农业专业群等；信
息技术领域， 有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的机器人技术应用、
移动互联技术应用， 湖南邮电
职业技术学院的移动互联网专
业群等。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湖南
科技职业学院成立的人工智能
学院为省内“首创”。 签约仪式
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校长戚人
杰分别与自兴人工智能集团总
裁张钢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智
能应用服务分会副秘书长贺平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三方将从人工智能教育及人工

智能产业化应用层面，联手打造
人工智能学院，共同建设湖南省
首个人工智能培养高职体系和
湖南省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人
才培养基地，以推动我省人工智
能人才的培养和人工智能产业
链发展的创新示范。

“要充分利用与自兴人工
智能集团的共建合作， 致力于
在人工智能领域打造跨学科研
究高地、培养一流人才、引领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争取在
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上实现新
突破， 取得一批具有国内影响
力和省内领先的标志性、 原创
性学术成果， 为学校建成卓越
一流高职学院提供新动能。”会
上，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李三福提出， 在人工智能方
面， 该校具有较强的办学实践
和研究积累。

李三福指出，要把共建“湖
南省职业教育人工智能研发中
心”、 共同开发适应职业教育需
求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课程体
系和实训体系、共建“湖南科技
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
能人才培养中心”、 湖南省职业
教育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实训基
地及湖南省人工智能专家智库

的合作落到实处。 专业设置方
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人工智能
学院副院长许彪介绍，学院将针
对行业需求， 开设三个新专业：
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专业以及
网络信息安全专业。 师资方面，
在整合该校软件学院专业课师
资的基础上，在自兴人工智能集
团、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支持
下，与企业共同培养。据悉，人工
智能学院现有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等多个与人工智能技术密切
相关的在校生1400多人， 并于
今年秋季正式招收人工智能专
业的学生。

应若平在会上指出，人工智
能学院的成立并与自兴人工智
能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必将
为湖南省新时代科技发展规划
和智能产业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希望湖南科技职院和自兴人工
智能集团以人工智能学院成立
为契机，校企双方本着“平等、互
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充分发挥
各自的优势，共同把中国职业教
育首个产、学、研、行四位一体的
人工智能学院建设好。该校人工
智能学院的成立是湖南产教融
合“3.0版”试点，希望能打造成我
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样板”。

行业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

困境 专业人才短缺成“最大短板”

探索 省内高职首个“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今秋开始招生

职校需“因时而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8月10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成立。自兴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南大
学教授蔡自兴（左）和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右）共同为学院揭牌。 记者 陈舒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