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学慎思，知行合一。

▪  教育部第二批新增“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建设单位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计算机科学进入 ESI 世界学科排行榜前 1%

▪  QS2021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学科

位列世界 351-400 名，内地高校第 19 名

▪  每年选派 50% 以上本科生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卡迪夫大

学等国外知名高校进行暑期访问学习

院系概况
人工智能学院是北京师范大

学为国家培养优秀信息学科人才

的重要基地，下辖人工智能、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三个本科专业。其中电子

专业创建于 1964 年，计算机专

业创建于 1987 年，学院前身为

1980年成立的无线电电子学系，

在 1998 年学校院系调整中改名

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为响应

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和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世界一流创新型领军企业目标，

加强人工智能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落实《北京师范大学 - 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协议》，北师大以原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为主体，在 2019 年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共建了人工智

能学院。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建制

性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校直属二级

单位，人工智能学院植根于北京

人工智能学院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电话：010-58807940 

网址：http://ai.bnu.edu.cn

学生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

官 方 网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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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百年沃土，结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国家央企

的使命责任，以“博学慎思，知行合一”为发展理念，

弘扬“文理兼修、鼎承国器”的家国使命情怀，实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双向开放、双

向融入”，构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一流的教育平台和

科研平台，努力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的

有力支撑和重要标志。

学院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本科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院信

息学科与我国信息技术同步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量

高级科研和应用人才，是我国人工智能、计算机、大

数据科学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出中国工程院院

士汪成为、凌永顺、刘尚合等杰出校友。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3 人，90% 以上的教师具有

博士学位。近五年获得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2 人（全国

每年 200-300 名）、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校

2020“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 1 人（全校十余人）、

校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校教学名师奖 6 人（全校

每年 10 人）、校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4 人。近年

来，学院青年教师的科研实力得到不断增强，涌现出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一批青年学术骨干，为学院

教学科研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才培养
结合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重点专业

方向，以“智能科学”为主轴主线，强化数理学科的

支撑作用，在持续优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

信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高

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精神，设置人工智能

学科方向，完善人工智能学科体系，依托北京师范大

学数理优势，打造“人工智能 +X”专业培养特色。本

科人才培养强化对学生数理基础的培养，强化 AI 实践

课程体系和平台建设，课程体系注重 AI 与各学科的交

叉融合，注重与国外知名高校开展本科生联合培养和

长期出国交流学习项目，聘请 AI 领域知名学者和高水

平教师为学生授课，在学院已有各类奖学金的基础上

增设“中电科”奖学金机制。学院本科课程“数据库

近年来 5 次晋级 ACM—ICPC 全球总决赛，我院教师荣获优秀教练奖

当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态势愈演愈烈，世

界大国都把人工智能列入国家战略发展优

先地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

引擎。2018 年 4 月，英国政府发布《人工智能行

业新政报告》；2018 年 7 月，德国发布《联邦政

府人工智能战略要点》；2018 年 12 月，日本发

布《人工智能战略提案》；2019 年 6 月，美国发

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报告》。我国政府更是高

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从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开始，连续三年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注重技

术研发到促进应用，人工智能逐步走向落地，政

府工作报告紧跟时势，做出明确战略性指导。习

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

的‘头雁’效应。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

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的战略问题。”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为王。挖

掘培育全球 AI 明日之星，助力中国尖端科技腾飞，

人工智能学院将不负你的选择！

我院学生在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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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原理”获评教育部国家级一流课程，并建有 4 门

以上 MOOC 课程。

注重学生实训实践

学院大力建设教学支撑平台，强化课程实验与实

践。为培养综合型、实践型的高层次人才，建有大规

模 GPU 计算集群、大数据计算云平台，并设立虚拟现

实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网络实验室、多媒体实验室、

深度学习实验室、电子设计实践实验室、电子线路实

验室、通信实验室等专业教学实验室，有力支撑课程

教学与课程实践相结合。

学院与多个国内外著名 IT 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

为加强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提供平台；为学生提供

广泛机会参与国家、北京市、学校等多层次的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创新基金等研究项目以及本院老师

的各类科研项目，平均参与率超过学生总数的 50%，

近五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 50 篇，学生科研素质普遍

得到锻炼和提高；实施导师学长制模式，引导学生全

面发展；实行本硕博一体化统筹培养，超过 30% 的优

秀本科生可保送研究生继续深造。

专业竞赛表现优异

近年来，我院学生在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大学生创业竞赛等活动中成绩优异。2014-

2019 连续六年从亚洲赛区的激烈竞争中晋级 ACM-

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并在

2018 年全球 140 支劲旅参与的总决赛中与卡耐基梅隆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等高校并列全球第 31 名，在国内参赛高校中

排名第九；我院电子竞赛队获得 2017 年全国电子设计

竞赛全国一等奖、2018 年北京市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

2019 年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和北京市电子设计竞

赛一等奖。此外，多名学生获得 2016 年国际奥林匹克

机器人竞赛世界总决赛亚军、2016 和 2017 年 iGEM

国际合成生物学竞赛世界总决赛金奖、2016 和 2017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及一等奖。2019 年

本科生在国内外各项专业竞赛中获奖百余项，获奖者

占学生总数的 50% 以上。

国际交流平台多元

人才培养国际化。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分别签订了本科生“1

＋ 2 ＋ 1”“2 ＋ 2”四年制双学士和“3 ＋ 2”五

年制本硕连读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与英国南安普顿大

学、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开发计算机导论、数字图像处

理、编译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等网络同步视频课程；

聘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英国巴斯

大学、卡迪夫大学等国外知名教授讲授暑期英文课程；

资助学生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卡迪夫大

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参加暑期课程和夏令营等项目。

2019 年 8 月，我院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的“中

英人工智能合作人才培养计划”入选国家留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2019 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第

二批获资助项目”名单，为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化平台

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多元化国际合作平台大

大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竞争力。

我院师生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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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合作国际化。先后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渡大学、马里兰大学，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南安普顿大学、卡迪夫大学、利兹大学、

都柏林大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等 20 多所

国际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

常年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院访问讲学，举办国际学术

会议，鼓励教师、学生出国学术交流。

专业介绍
学院设有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个本科

专业。

[ 人工智能专业 ]

信息科学被誉为改变人类未来的四大前
沿学科之一，5G通信、大数据、物

联网、云计算，不断推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
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
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方面实现的重大
突破和创新，每一项都凸显出信息科学的
核心地位、关键作用和广阔的应用空间，
社会对信息学科人才的需求已连续10年名
列前茅，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为信
息学科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巨大舞台。

近年来，信息科学土壤中孕育多年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技术脱颖而出，被誉为是当下引领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性技术，在世

界范围内受到各个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AI

已经涉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国防、

科教、文卫等各个行业，有潜力带动新一轮

信息技术革命，提升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我

国近期先后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等战略性文件，意在系统布局我国人

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然而，人工智能人

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瓶

颈问题，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也成为教育界

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本专业面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需求，

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数

理基础和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应用工程与

技术，熟悉“人工智能 + 教育、心理”等相关交叉学

科知识，具备良好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系统思维能力、产业视角与国际视野，未来有潜力成

长为国际一流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能在我国人工

智能学科与产业技术发展中发挥领军作用的优秀人才。

主要课程：走近人工智能、交互式 Python 编程

入门、人工智能数学基础、博弈论、人工智能的现代

方法、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机器人学基础、自然

语言处理、强化学习与自然计算、多智能体系统、深

度学习基础与 TensorFlow 应用实践、智能感知与移

动计算、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等。

先进的电子设计实践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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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去向

继续深造

> 65%

就业工作

优秀学子

江    澜 2020 届毕业生。北京市三好学生、北

京市优秀毕业生，在校期间曾获美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多次获得国

家奖学金、中电科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

现就读于清华大学。

刁诗哲 2019 届毕业生。北京市三好学生、校级

优秀团员，曾获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竞赛

世界亚军、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京

师杯一等奖，现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

杰出校友

汪成为 1956 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信息学部

院士，我国信息技术领域著名科学家，

我国信息技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解放

军总装备部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刘尚合 1964 届毕业生。静电与电磁防护工程专

家，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国家重点学科

学术带头人，中国兵工学会理事，中国

物理学会理事兼静电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静电与电

磁防护研究所所长。先后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部级科

技进步一、二等奖 7 项，军队教学成果

一等奖 2 项，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近年毕业生主要去向（本研）

就
业
单
位

党政机关和
非教育事业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办公厅
机要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共黑龙江
省委组织部、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
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等

教育事业单位
（含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重
点中学等）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应
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北京华航无线电测量
研究所、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十一未
来城学校等

国有、民营、
合资、外资企
业等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国家电网、浪潮集
团、微软中国、京东、腾讯科技、华为、
百度等

国
内
升
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

境
外
深
造

美       国：康奈尔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波士顿大学、卡耐
基梅隆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纽约大学等

英       国：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加  拿  大：阿尔伯塔大学、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新  加  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物

联网、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的高速发

展，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发

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一环，社会

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也

愈来愈大。

本专业植根于“博学慎思，知行合一，厚德至善”

的发展理念，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牢固掌

握计算机软硬件与应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与

方法，具有较强的获取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能够熟练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工程设计与开发工

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交互式 Python

编程入门、计算机导论、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

算机组成原理、算法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计算

机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机器

学习等。

毕业生去向 

每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约 65% 以上的学生保送

或考取国内外重点高校或研究机构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其中 20% 以上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等

知名大学深造，2019 届和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

比例分别达到 22% 和 16%。多人进入国内外知名企事

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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