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英特尔®技术教育AI LAB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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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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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要重视人工智能？

数据洪流（2019）

25 GB 1（每月）
互联网用户

50 GB 2（每日）
智能汽车

30 tb 2（每日）
智能医院

40 tb 2（每日）
飞机数据

1 Pb 2（每日）
智能工厂

50 Pb 2（每日）
城市安全

分析曲线

先见之明
预测分析

预测
指导分析

行动/调整
认知分析

后见之明
描述分析

洞察
诊断分析

人工智能
是推动力

洞察

业务

运营

安全性



5

目录

什么是AI1

2

3 中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需求及现状

科技发展趋势

4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AI LAB解决方案建设目标

5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AI LAB解决方案介绍

6 应用案例分享



6

19世纪70年代

电力发明应用

20世纪60年代

PC互联网

2016~

人工智能+5G
18世纪

机械代替手工

科技的发展正剧烈的重塑未来的社会

蒸汽机时代
电器时代

信息时代
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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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会革新

我们正努力将人工智能方案应用于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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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四大优势

政策优势

海量数据

丰富场景 “智能+”时代开发 数据红利

人才需求 “智能+”时代教育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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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AI 智能社会

基础感知：了解科技前沿成果培养AI+思维兴趣

技术认知：实践 AI 实验项目，推理解决问题

应用创新：应用算法、大数据，跨学科交叉创新

培养+AI 未来人才

建立+AI教育生态 服务教育教学

政策为纲，辅助AI教学

课程为本，辅助教师，实践应用

践行各级AI人才培养

分级课程 技术服务 师资培训实验教具 认证评测 授牌共建

学生成长



政策背景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的通知》：明确提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和科技强国。

2018年1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学科
课程标准》，正式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处
理划入新课标。将人工智能列入高中信息技术选必
修。

2019年，教育部印发《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
的意见》：不断将科技前沿知识和最新技术成果融
入实验教学。健全实验教学评价机制，纳入教师职
称评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11

2018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
计划》：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
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职
业、大学一体的多层次教育体系。



中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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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I/VR为主的信息素养在业务上、技术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缺乏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程

教什么

信息素养教育的师资力量有待提升

谁来教

可以实际操作的教辅不多，且以传统创客教育+编程为主

学什么

缺乏动手的普适性实验室

配套环境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解决方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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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 和合作伙伴合力成长

学生：根据认知水平，结合真实应用教授

AI实现方法，发挥自身创造力

教师：官方教材为本，普适性AI实验平台

辅助教学

学校：结合现状，灵活可扩展的配套环境

生态连接：AI软、硬件，课程资源库

生态链分角色共同持续创新

自身创新：整合自身专长，合力成长

趋势成长：AI技术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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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建设目标

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基地

引入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设备及课程资源，如
自动驾驶教学体系，旨在帮助学生真正的进行人
工智能学习及实践，实践人工智能实现原理。

02

04

人工智能研学基地

建设以人工智能、云计算、作为研学方向，结
合前沿设计打造各种创新智造课程空间，提供
给学生完善的学习空间、卓越的教学设备、专
业的师资进驻、创新的教学模式、丰富多元的
学习体验等，培养学生智能+精神，提升科技素
养。

01

05

响应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加强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兴趣；培养教师实施
智能教育的能力；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加速成为区
域人工智能教育先锋。

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交流基地

举办以“人工智能”为活动主题的创新成果交流会，
以知识应用、实践操作、问题探究、思维训练和能
力培养为核心，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开启智慧，展现
自信，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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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课程研发基地

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更新，教师也需要保持持续的创
新研发力，紧跟时代，教师需要根据学校的具体情
况，结合学生的能力，进行课程的研发与迭代。



• 结合学校IT部署基础，按需

搭建

• 本地、边缘、云端分层部署，

灵活扩展

资源环境

• 原理实验平台

• 可视化编程平台

• 自动驾驶实训

• 传感器，实验平台，场景实

验，分阶递进

教学工具

• 分级配备课程

• 讲义、教案、培训、评测

• 多维支撑人工智能教育学科

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

分级发展实验实训综合系统

16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建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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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教学方案整体优势

• 响应国家号召：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和课程设置，构建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

• 满足学校对未来AI人才的培养：可将AI与学科教学、师资建设、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对面向未来的AI

人才做出培养。

• 帮助教师：适应AI新技术变革，提升教学能力，完成教学任务。

• 帮助学生：根据认知水平，教授AI实现方法，发挥自身创造力。用新的方法面对未来的社会，成为合

格的社会角色，完成必要的知识、能力、身心准备。

向各级学校提供完整适用的AI实验室、实验过程、教具、课程解决方案



软件

硬件

社区

nGraph

OpenVINO™
工具套件

Nauta™

机器学习库

英特尔 AI
Builders

英特尔人工智能
开发人员
计划

打破人工智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简化人工智能
通过我们强大的社区

选择任何合适的方法
从分析到深度学习

驾驭您的数据洪流
借助我们的数据层专家

随处部署人工智能
借助前所未有的可选硬件

加速开发
借助开放的人工智能软件

与英特尔合作，加速您的人工智能之旅

自信扩展
在面向 IT 和云的平台上

英特尔
GPU

*

*

*

*

*

英特尔 AI
DevCloud

BigDL

英特尔®
MKL-DNN

www.intel.ai 19

http://www.intel.ai/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教学方案整体优势

数据采集 数据准备 数据分析 采取行动

源数据 传输数据 获取数据 集成数据 存储数据 清理数据 标记数据 模型训练 算法调优 场景部署 成功应用

人工智能实现全过程

人工智能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动作识别、数字识别和文字识别等应用，从数据采集、数据检索、数据训练

到模型生成、模型应用，细化人工智能场景实验的颗粒度，进行可视化原理展示。将贴近实际应用的场景模

块化为一个个实验，帮助学生从基础体验到深度研究，持续学习人工智能知识。

20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教学方案整体优势

教学场景全过程

21

• 师资培训

• 课程教案/PPT/

公开课视频

• 分级课程

教

• 普适实验

• 场景实验

• AI原理

• 拓展创新

学 • 图形编程

• 动手实践

• 情景体验

• 创造实验

• 探索创新

练

• 随堂手册

• 人工智能等级

考试

测 • 本地实验、数据

管理

• 区域实验平台管

理

• 个性化学情报告

管

• 师资培训基地

• 行业专家论坛

• FPGA等创新中心

参观

培



AI 实现四要素：算力、算法、数据训练、场景，学习掌握AI实现过程方法，发挥学生创造力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人工智能教学端到端解决方案

实验课程

终端教具

激发兴趣——理解数据挖掘过程——解决场景问题

Device

利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实现智能人机交互

AI 训练机

Edge

上机实验+配合AI软件工具，
实施客户端编程、模拟、数据
训练

云端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学校数据管理及云端数据调
用

调优算法模型直接使用

根据学生认知水平，赋能AI实现全过程

22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整体实验内容

图像搜索原理原理解析

课程资料

实践训练

程序逻辑

赛道识别

程序构造

语音原理 人脸原理 数字识别原理

文本识别

外部驱动

情景综合

图形化编程 源码示例 IDE环境

语音识别 数字识别 动作识别

人脸识别 数据打标 模型训练 模型调用

声学传感 光学传感 温湿度传感 传感信号控制

自动避障 标识识别 行人识别

信号灯识别 数据采集 数据清洗 建模与应用

课程讲义

应用示例
动作识别

图像分割

车牌识别

对象监测

表情检测

图像检索

图像增强

属性识别

随堂练习 实验评测

创新发展

数据逻辑训练

认知实践训练

应用理解实操

感知情境体验

课程体系

原理讲解 源码讲解 创新创造 情境教学

运算资源

云服务

高性能计算

软件框架

算法模型

数据

传感器

23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课程设计

小学 KEY

感知：小学阶段帮助学生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智能化技术应用中的作用，建构对于人工智能的多元感知。

体验：初中阶段学生应该学会观察、质疑、评价，辩证的看待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增强对新技术的兴趣，激发探究和改善
新技术的热情。

创造：高中阶段学生应该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概念，能描述典型人工智能算法的实现过程，通过搭建简单的人工智
能应用模块，亲历设计与实现简单智能系统的基本过程与方法，增强利用智能技术服务人类发展的责任感。

感知
初中

体验
高中

创造 人工智能

24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课程体系

课
程
简
介 课

程
特
点课

程
目
标

1. 课程以科普和兴趣激发为目标，深入浅出的讲解人工智能的应用。
2. 课程以可视化人工智能编程及自动驾驶为载体，让学生在直观的感知中学习，

了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共20次课，合计40课时，
3. 让学生与人工智能技术零距离接触，引导学生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中的

应用，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计算思维能力。

1. 以最直观的人工智能应用为案例。
2. 以可视化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的黑盒子打开，认识其原理。
3. 图形化编程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编程思维能力。

1. 知识目标：学习什么是人工智能，了解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图像识别的原理和应用。
2. 技能目标：通过讨论、分析、总结，让学生能够客观的看待技术带来的两面性，能够合

理的使用技术。
3.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

能力。

感知——小学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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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程大纲
课次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第1次课 你好人工智能
2个课时

（90分钟）

1.认识什么是人工智能
2.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
3.认识图形化编程环境

第2次课 机器会学习
2个课时

（90分钟）

1.知道机器学习是什么
2.了解机器学习的三种方式
3.了解数据和标签

第3次课 看字说话
2个课时

（90分钟）

1.知道语音合成的概念
2.了解语音合成的主要流程
3.语音合成的实验应用

第4次课 言听计从
2个课时

（90分钟）

1.知道语音识别的基本概念
2.了解语音识别的主要流程
3.语音识别的实验应用

第5次课 咬文嚼字
2个课时

（90分钟）

1.知道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概念
2.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主要流程
3.实现语义理解的实验应用

第6次课 言听计从
2个课时

（90分钟）

1.知道语音识别的基本概念
2.了解语音识别的主要过程
3.了解音素的概念
4.知道语音识别在生活中的应用
5.掌握语音识别语句的使用

第7次课 像素世界
2个课时

（90分钟）

1.认识图像的基本组成单位：像素
2.学习像素、分辨率
3.认识图像的特征
4.绘制像素画

第8次课 慧眼识码
2个课时

（90分钟）

1.学习二进制
2.理解二进制表示数字、图像等
3.理解二维码表示信息的原理

第9次课 面面相觑
2个课时

（90分钟）

1.学习人脸检测的原理
2.了解人脸检测的算法
3.学习人脸检测的应用

课次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第10次课 以脸为证
2个课时

（90分钟）

1.学习人脸识别的原理
2.认识图像的特征
3.人脸识别的实验应用

第11次课 火眼金睛
2个课时

（90分钟）

1.学习图像识别的一般流程
2.学习图像的基本元素
3.图像识别的实验应用

第12次课 一字千金
2个课时

（90分钟）
1.学习文字识别的一般流程
2.文字识别的实验应用

第13次课 初识自动驾驶
2个课时

（90分钟）
1.了解自动驾驶是什么？
2.了解无人驾驶的系统组成

第14次课 图像采集师
2个课时

（90分钟）

1.无人驾驶的原理
2.图像采集实验
3.学习数据的概念

第15次课 路在何方
2个课时

（90分钟）
1.无人驾驶赛道识别及实验
2.无人驾驶竞赛及路演

第16次课 红灯停绿灯行
2个课时

（90分钟）
1.红绿灯识别原理及实验
2.无人驾驶红绿灯识别竞赛

第17次课 礼让行人
2个课时

（90分钟）
1.行人识别原理及实验
2.无人驾驶行人识别竞赛

第18次课
自动驾驶的伦理

与发展
2个课时

（90分钟）
1.辩论的基本要求和流程
2.辩论赛：无人驾驶的伦理与安全

第19次课 无人驾驶竞赛
2个课时

（90分钟）

1.无人驾驶规则及场地布设
2.无人驾驶综合竞赛
3.无人驾驶竞赛路演及颁奖

第20次课 课程总结与测评
2个课时

（90分钟）

1.课程内容回顾与总结
2.课程总测评
3.课程交流与分享

小学课程大纲

26



小学课程案例

《以脸为证》PPT《以脸为证》教案 《以脸为证》学生随堂手册

小学课程样课

27



1. 课程以项目的方式层层推进，以巩固学习人工智能的兴趣为目标，课程案例以抗击新冠肺
炎和北京冬奥会为背景，深入浅出的讲解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原理。

2. 课程以可视化人工智能编程及自动驾驶为载体，共计22次课，合计44课时，以多样且富有
乐趣的手段让学生认识并主动去学习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

3. 了解人工智能的算法，让学生融入人工智能的世界，引导学生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
中的应用，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计算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

1、以项目式的方式层层推进。
2、以可视化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的黑盒子打开，认识并学习其原理。
3、基于现实问题，充分运用AI相关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1. 知识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分辨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掌
握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图像识别等基本原理，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

2. 技能目标：了解编程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通过
在探究中学习知识的过程，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情感目标：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感。

体验——初中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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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课程

章节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一、
初识人工智能

1、你好人工智能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工智能是什么
2.学习人工智能的发展史
3.掌握图灵测试的方法
4.了解并体验人工智能的应用

二、
我与大数据

2、走进大数据 2个课时（90分钟）
1.认识数据和大数据
2.了解数据、信息、知识的关系
3.学会思维导图的绘制

3、数据分析与挖掘 2个课时（90分钟）

1.认识大数据的作用
2.认识词云
3.认识数据处理的方法
4.完成疫情期间的数据词云制作

三、
初识算法

4、算法基础 2个课时（90分钟）

1.认识规律和算法
2.理解计算机处理问题的过程
3.了解算法描述的方法
4.完成挑战任务的流程图绘制

5、算法实现 2个课时（90分钟）

1.了解我的世界基本操作
2.了解程序与算法的关系
3.学习图形化编程的基本操作
4.学会编程的三种基本结构
5.完成我的世界的挑战任务

6、机器会学习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机器学习
2.掌握机器学习的三种方式
3.了解数据和标签
4.能够区分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的区别

初中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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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四、
机器视觉

7、初识图像--我
为冬奥做设计

2个课时（90分钟）

1.了解冬奥会活动
2.学习图像的基本元素--像素等
3.学习图像特征的含义
4.掌握图像识别的一般流程

8、人脸检测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检测的原理
2.学习人脸检测的算法
3.了解人脸检测的应用
4.完成人脸检测是实验任务

9、人脸验证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检测的原理
2.掌握人脸比对算法
3.理解相似度、距离的概念
4.了解人脸识别的应用

10、人脸检索 2个课时（90分钟）
1.学习人脸检索的原理
2.学习搜索的方法
3.了解人脸检索的应用

11、动作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学习人体检测的方法
2.了解动作识别的方法
3.学习人体关键点等内容
4.了解动作识别的应用

12、文字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学习文字识别的概念
2.学习文字识别的过程
3.了解文字识别的应用
4.学习字符分割的重要性

章节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五、
智能语音

13、语音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学习语音识别的基本概念;2.学习语音识别的主要过程;3.学习
状态、音素的概念;4.完成语音识别的实验应用

14、语义理解 2个课时（90分钟）
1.了解语义理解的基本概念;2.学习语义理解处理的主要流程;3.

体验语义理解的自动聊天应用

15、语音合成 2个课时（90分钟）
1.知道什么是语音合成;2.了解机器发声的两种不同方法;3.了解
语音合成原理;4.完成战役情--歌唱白衣战士的项目

六、
自动驾驶

16、初识自动驾驶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自动驾驶的概念;2.了解无人驾驶的系统组成
3.了解目前自动驾驶存在的问题

17、神车手之图像采集 2个课时（90分钟）1.无人驾驶的原理;2.图像采集实验;3.掌握数据的概念

18、自动驾驶测试 2个课时（90分钟）1.掌握无人驾驶赛道识别及实验方法;2.无人驾驶竞赛及路演

19、识别交通灯 2个课时（90分钟）1.掌握红绿灯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2.无人驾驶红绿灯识别竞赛

20、识别交通标识 2个课时（90分钟）1.交通标识识别原理及实验;2.无人驾驶识别交通标识竞赛

21、躲避行人 2个课时（90分钟）1.掌握行人识别原理及实验;2.无人驾驶行人识别竞赛

七、人工智
能伦理

22、自动驾驶的伦理与发
展

2个课时（90分钟）1.掌握辩论的基本要求和流程;2.辩论赛：无人驾驶的伦理与安全

课程总结
23、无人驾驶竞赛 2个课时（90分钟

1.无人驾驶规则及场地布设;2.无人驾驶综合竞赛;3.无人驾驶竞
赛路演及颁奖

24、课程总结 2个课时（90分钟）1.课程内容回顾与总结;2.课程总测评;3.课程交流与分享



《人脸检测》PPT《人脸检测》教案 《人脸检测》学生随堂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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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通过探究式学习的方式了解学习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
2. 以实训平台、AINUC及自动驾驶为载体，带领学生由兴趣出发，创造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

探究人工智能的奥秘。共35次课，合计70课时，
3. 让学生在“思中学”，培养学生的AI应用能力，强调学生的信息技术核心素养，包括信息意识、

计算思维。

1. 以项目探究的方式讲解无人驾驶核心技术概念。
2. 以可视化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黑盒子打开，认识其原理。
3. 课程中加入竞赛活动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 充分运用AI相关技术，引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1. 知识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人工智能的核心原理，让学生体会人工智能现
阶段的发展与应用，尤其是人类生活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2. 技能目标：探究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能够动手独立设计出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作品。
3. 情感目标：关注信息化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信息社会的责

任感。

创造——高中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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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程大纲
课次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第1次课
未来已来，你好AI！---

走进冬奥会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工智能的概念
2.能够辨别真伪人工智能
3.了解生活中人工智能的应用
4.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原理

第2次课 我为冬奥做设计 2个课时（90分钟）

1.了解冬奥会活动
2.学习图像的基本元素
3.学习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
4.设计吉祥物实践

第3次课
冬奥语音导航员—语音

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语音识别的主要流程
2.掌握音素、状态的概念
3.实现语音识别的实验

第4次课
冬奥语音导航员—语义

理解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概念
2.掌握自然语言处理的主要流程
3.实现语义理解的实验应用

第5次课
冬奥语音导航员—语音

合成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语音合成的原理
2.掌握韵律、分词的基本方法
3.实现语音合成的实验应用

第6次课
人脸检测--禁止人员入

内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检测的原理
2.学习人脸检测的算法
3.了解人脸检测的应用

第7次课 人脸验证--你谁呀？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检测的原理
2.掌握人脸比对的算法
3.理解相似度、距离的概念
4.了解人脸验证的应用

第8次课
人脸检索—抓拿犯罪嫌

疑人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检索的原理
2.掌握搜索的方法
3.了解人脸检索的应用

第9次课
物体识别—危险物品禁

止入内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物体识别的原理
2.掌握物体识别的常见的算法
3.了解物体识别的应用

第10次课
动作识别—花样滑冰自

动打分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体检测的方法
2.掌握动作识别的方法
3.了解动作识别的应用

第11次课 文字识别—成绩解说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文字检测的方法
2.掌握文字识别的方法
3.学习文字识别与语音合成的综合
运用

第12次课 看图说话—自动讲解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识别的方法
2.掌握图像语义分割的方法
3.学习图像理解的综合运用

第13次课 视频理解—生动解说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视频转图像的方法
2.了解循环神经网络的原理
3.学习视频理解的综合运用

第14次课 冬奥场馆里的垃圾分类1 2个课时（90分钟）

1.学习图像分类的一般流程
2.学习数据采集的方法
3.学习数据清洗的方法
4.学习数据训练的方法

第15次课 冬奥场馆里的垃圾分类2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数据训练的方法
2.掌握模型应用的方法
3.学习模型优化的方法

第16次课 猫狗大战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机器学习中KNN和SVM的方
法
2.学习CNN进行图像分类
3.了解二分类过程

第17次课 商店里的火眼金睛 2个课时（90分钟）
1.了解多分类的全过程
2.掌握CNN图像分类的方法

高中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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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第18次课 爷爷的老照片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组成的基本元素
2.掌握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
3.学习图像超像素的方法

第19次课 无人驾驶初步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自动驾驶的概念
2.掌握无人驾驶的系统组成
3.了解目前自动驾驶现状及未来

第20次课 神车手之图像采集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无人驾驶的原理
2.图像采集实验
3.掌握数据的概念

第21次课 图像大揭秘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识别的基本要素--特征
2.掌握图像识别的基本流程
3.掌握图像的基本组成

第22次课 图像72变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
2.了解图像预处理的原因

第23次课 机器会学习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机器学习的原理
2.掌握智能车机器学习的方法
3.了解机器学习的三种方式

第24次课 智能驾驶--车主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主识别实验

第25次课 智能驾驶--情绪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情绪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主情绪识别实验

第26次课 智能驾驶--车辆检测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车辆检测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辆检测实验

第27次课 智能驾驶--车牌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车牌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牌识别实验

课次 课程名称 课时 教学目标

第18次课 爷爷的老照片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组成的基本元素
2.掌握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
3.学习图像超像素的方法

第19次课 无人驾驶初步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自动驾驶的概念
2.掌握无人驾驶的系统组成
3.了解目前自动驾驶现状及未来

第20次课 神车手之图像采集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无人驾驶的原理
2.图像采集实验
3.掌握数据的概念

第21次课 图像大揭秘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识别的基本要素--特征
2.掌握图像识别的基本流程
3.掌握图像的基本组成

第22次课 图像72变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
2.了解图像预处理的原因

第23次课 机器会学习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机器学习的原理
2.掌握智能车机器学习的方法
3.了解机器学习的三种方式

第24次课 智能驾驶--车主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人脸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主识别实验

第25次课 智能驾驶--情绪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情绪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主情绪识别实验

第26次课 智能驾驶--车辆检测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车辆检测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辆检测实验

第27次课 智能驾驶--车牌识别 2个课时（90分钟）
1.掌握车牌识别原理及实验方法
2.实现智能车车牌识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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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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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AI实验平台

人工智能
实训平台

语音识别教学

视觉识别教学

文字识别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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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自动驾驶模拟器

统一云管平台

算法管理平台

分布式存储系统

AI人工智能实训平台

AI人工智能算法平台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整体架构

传感器
自动驾驶深度学习模拟器可视化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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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部署方案—区域算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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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网

学校A 学校B 学校N

区域算力中心

10GE

1000MB

➢区域算力中心分布式算力中心架构设计

➢算力中心为学校提供完整的算力支撑

➢算力中心为接入校区提供人工智能相关算法、模型相

关数据数据、模型、源数据、训练数据、验证数据集

存储

➢睿智算力中心单节点提供50并发数据处理性能（根据

实际学校覆盖实验室需求进行算力中心节点调整，为

了保证整体冗余架构，建议节点部署要求算力中心为

奇数）

➢各个校端通过教育网专线连接区域算力中心（城域网

带宽要求上下行不低于200MB）

➢各校客户端通过本地提交实验请求实现整体实验过程



产品部署方案—本地算力中心

36

➢本地算力中心分布式算力中心架构设计

➢算力中心为学校提供完整的算力支撑

➢本地算力中心为校区提供人工智能相关算法、模型相关

数据数据、模型、源数据、训练数据、验证数据集存储

➢睿智算力中心单节点提供50并发数据处理性能（根据实

际学校覆盖实验室需求进行算力中心节点调整，为了保

证整体冗余架构，建议节点部署要求算力中心为奇数）

➢各实验室端通过局域网连接睿智算力中心（要求局域网

内为1000MB互联）

➢校内客户端通过本地提交实验请求实现整体实验过程



• 高性能异构AI原理实训平台，单节点提供50并发数据处理性能，本地化管理，AI原理过程拆解，支持AI算法应用创新开发

• 可扩展区域算力中心，各分校通过本地提交实验请求实现整体实验过程

睿智算力中心.AI 原理实验平台

◆ 统一云管平台

◆ 算法管理平台

◆ 分布式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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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中心M²AICube本地原理实验内容

功能模块（18项）：

人脸识别

人脸检测

人脸检索

动作识别

文字识别

语音识别

目标检测

单个人体姿势检测

图像分割

车牌识别

多路摄像头目标跟踪

视频着色

垃圾瓶自动分选

外观缺陷检测

工业领域光学字符识别

实例检测

3D分割

口罩识别



从数据预处理到模型训练，学

生体验到的是每步有输入输出

的操作，体验直观，印象深刻！

◆ 全过程展示

◆ 识别语音

人工智能教学基础应用-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全过程体验：语音模型-语音训练-语音识别-语音录制-生成语音频谱图-生成声学模型图-帧转
换状态码-状态码转换拼音-拼音转换单词-单词转换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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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特征点提取

◆ 人脸对比

人工智能教学基础应用-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全过程体验：人脸模型-人脸识别-人脸拍照-人脸识别-
人脸矫正-人脸对比-自主训练模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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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识别

人工智能教学基础应用-动作/数字识别

动作识别全过程体验：动作模型-动作识别

数字识别全过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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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普适本地实验内容

Mixly
4 AI

Python
游戏化
编程

AI体验

本地

AI实验

云端

AI实验

本地AI
原理可
视化

兼容支持创客套件，实

现如口罩检测报警器、

人脸识别自动门等项目。



灵智边缘计算单元

普适上机实验平台：高密度集成，加载OpenVINO加速执行高性能视觉和AI推理运算,支持边缘侧AI开发

•低功耗，高性能

• 布线简单，桌面利用率高

• 超小体积，节省物理空间

灵智边缘计算单元

• 可视化编程平台，

• 支持云端存储，记录练习过程，促进数

字化、智能化教学。

• 实验室分组部署，一个PC机箱体积，节

省物理空间

• 支持AI边缘计算开发

• 高性能，低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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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农场教育应用

直连延长器

视讯平台/电化教室

RDP/桌面串流

本地教学

远程教学

Internet

AI Lab 深度学习

在标准机柜里实现高密度和

集中管理的PC部署方案：

• 40人教学统一管理维护

• 数据及资产保护

• 空间和费用节省

• 保证高性能PC体验

• 简化实施和维护管理

• 算力分享提升投资回报

率

PC Farm 2.0
8+0：8节点第八/九代酷睿处理
器

4+4：四节点第八/九代酷睿处
理器并支持独立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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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AI训练单元

创智AI训练单元

便携式训练单元

•自动驾驶模型训练

•模拟器数据采集

•深度学习训练

•一体化便携式，适用竞赛

创智AI训练单元.自动驾驶模型车

计算机视觉，前置
摄像头，捕获路面
信息及各类状态

赋予人类般的视觉

英特尔Movidius，
OpenVINO运算加速
器，深度学习推理加
速，使用多层神经网
络，可以从巨量的数
据中学习特征。

神经般的敏捷

英特尔NUC计算平
台，数据融合处理/

人机交互

人类的智慧源泉
智能控制车辆底盘，
稳定、适应多路况

坚实可靠的平台

• 运用人工智能核心概念：大数据、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AI推理、智能控制

• 实现能够感知、推理、行动和调整的程序，达到机器模仿人类心智，比如‘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认知’功能，实现自动驾驶

• 专业：1:10模型车大平台，优化的悬挂及动力转向结构

• 性能：搭载英特尔酷睿i3处理器，及Movidius神经计算棒，2颗前置摄像头，IMU运动传感，支持多视觉识别与决策

• 全面：与专业赛道、深度学习工作站、自动驾驶视觉系统搭配，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驾驶实验室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模型车：场景实验，完整再现自动驾驶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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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图形化编程平台扩展能力

MIXLY4AI人工智能编程平台，提供强大的扩展能力，采用图形化编程软件，

积木式拖拽搭建，实现人工智能本地化教学，整体平台不仅支持人工智能算法、

算力、教学，还支持基于Arduino传感器扩展链接，提供更高的扩展能力，从

而辅助学生学习基于人工智能的传感交互程序。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各版本配置说明

高阶版 进阶版 基础版

◆ 资金充裕、学校有机房

◆ 教室要求：70平米以上，
多媒体教学设备齐全，有
充足电源接口，有百兆以
上带宽、无线网络环境

◆ 教师要求：熟悉Linux基本
指令，和操作系统；掌握
Python程序基础知识

◆ 学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
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 适合48名学生进行人工智
能实践实验，分8组，每
组6人

◆ 本地化实验环境

◆ 需建立本地算力中心

◆ 资金中等

◆ 教室要求：70平米以上，
多媒体教学设备齐全，有
充足电源接口，有百兆以
上带宽、无线网络环境

◆ 学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
的人工智能知识基础

◆ 教师要求：熟悉Linux基本
指令，和操作系统；掌握
Python程序基础知识

◆ 适合42名学生学习人工智
能基础知识，支持8名学
生同时进行自动驾驶实践
活动

◆ 本地化实验环境

◆ 资金有限

◆ 教室要求：60平米以上，
多媒体教学设备齐全，有
7台以上学生机，有充足
电源接口，有百兆以上带
宽、无线网络环境

◆ 教师要求：教师对人工智
能有一定的认知，熟悉图
形化编程

◆ 学生要求：学生对人工智
能知识的认知处于入门阶
段

◆ 适合42名学生学习人工智
能基础知识，分7组，每
组6人

◆ 本地化实验环境

区域算力中心

◆ 资金充裕、教育局有机房

◆ 教室要求：70平米以上，
多媒体教学设备齐全，有
充足电源接口，有百兆以
上带宽、无线网络环境

◆ 教师要求：熟悉Linux基本
指令，和操作系统；掌握
Python程序基础知识

◆ 学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
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 适合48名学生进行人工智
能实践实验，分8组，每
组6人（每校）

◆ 城域网实验环境

◆ 需建立区域算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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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网

学校A 学校B 学校N

区域算力中心

教育AI LAB区域算力中心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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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算力中心：满足多校同时上课需求，客户端可以利旧，依算力中心节点数量可支持250-10000位师生并发学习。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区域算力中心配置

序号 名称 数量 描述

1 睿智算力中心 5节点
高性能异构计算平台，包含M²Stack+虚拟化+容器化，为模型训练、推理等业务层应
用提供稳定强劲的算力，标配5节点，可以配合排课满足10-20个学校上课。

2 灵智边缘计算单元 8组（可选）
AI边缘推理加速堆栈，预装开发者工具，帮助学习者快速编写与验证AI应用程序。提
供完整的边缘计算能力，每组支持6个学生独立上机实验（学校PC利旧）

3 创智训练单元 4台（可选） 一体化数据训练便携工作站，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4 自动驾驶模型车 8台/校 适应多路况，高性能无人驾驶底盘；完成数据采集、模型验证，实现自动驾驶全过程

5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 2个/校 抓地力好，无需钻孔，模块化围栏，迅速拆装，轻便携带

6 实验 40个 人工智能实训实验为主，搭配自动驾驶实验

7 课程 18周 讲义、随堂练习、评测，满足36课时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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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旗舰版架构（本地算力中心）

50

数据训练

Edge

学校信息中心机房

提供人工智能实训平台底层支撑

睿智算力中心*1

灵智计算单元*8

AI Lab 人工智能实验室
自动驾驶
模型车*8创智训练单元*4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2

M²STACK云平台

M²AICUBE原理平台
算
力
中
心

创智训练单元

灵智计算单元

自动驾驶模型车

边
缘
计
算

人工智能实训平台

提供36课时（18周）课程

统一云管平台

算法管理平台

分布式存储系统

AI人工智能实训平台

AI人工智能算法平台

本地原理平台
普
适
实
验

可视化编程平台

自动驾驶

Edge Edge Edge

Edge Edge Edge Edge

Edge

语音识别

视觉识别

文字识别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高阶版配置

序号 名称 数量 描述

1 睿智算力中心 1个节点
高性能异构计算平台，包含M²Stack+虚拟化+容器化，为模型训练、推理等业务层应
用提供稳定强劲的算力

2 灵智边缘计算单元 8组
AI边缘推理加速堆栈，预装开发者工具，帮助学习者快速编写与验证AI应用程序。提
供完整的边缘计算能力，每组支持6个学生独立上机实验

3 创智训练单元 4台 一体化数据训练便携工作站，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4 自动驾驶模型车 8台 适应多路况，高性能无人驾驶底盘；完成数据采集、模型验证，实现自动驾驶全过程

5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 2个 抓地力好，无需钻孔，模块化围栏，迅速拆装，轻便携带

6 M²AICUBE原理平台 1套
支持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行为识别、文字识别和数字识别共18种实训场景，学生可
实践人工智能全过程

7 实验 40个 人工智能实训实验为主，搭配自动驾驶实验

8 课程 18周 讲义、随堂练习、评测，满足36课时教学需求

本地算力中心：满足单个实验室人手一台AI学习设备的需求，支持1位老师＋48位学生并发教授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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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AI LAB进阶版架构（本地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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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训练

Edge

Edge Edge Edge

Edge Edge

灵智计算单元*7

AI Lab 人工智能实验室
自动驾驶
模型车*4

创智训练单元*2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2

创智训练单元

灵智计算单元

自动驾驶模型车

边
缘
计
算

提供36课时（18周）课程

普
适
实
验

可视化编程平台

自动驾驶

校园互联网连接

商用AI接口调用

Internet
商用AI接口调用

商
用

接
口
调
用

AI

MIXLY4AI*43（在线）

Edge Edge

AINUC*1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 AI LAB进阶版配置
满足人手一台AI学习设备的需求，支持1位老师＋42位学生同时讲授与学习。

序号 名称 数量 描述

1 灵智边缘计算单元 7组
AI边缘推理加速堆栈，预装开发者工具，帮助学习者快速编写与验证AI应用
程序。提供完整的边缘计算能力，每组支持6个学生独立上机实验

2 AINUC 1台 英特尔人工智能学习开发套件

3 创智训练单元 2台 一体化数据训练编写工作站，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4 自动驾驶模型车 4台 适应多路况，高性能无人驾驶底盘

5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 2个 抓地力好，无需钻孔，模块化围栏，迅速拆装，轻便携带

6 MIXLY4AI 43套 学习人工智能的可视化平台

7 实验 30个 人工智能边缘推理实验为主，搭配交互套件实验

8 课程 18周 PPT讲义、随堂练习、综合评测，共3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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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基础版架构

54

数据训练

AI Lab 人工智能实验室自动驾驶
模型车*2创智训练单元*1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1

创智训练单元

AI NUC

自动驾驶模型车

边
缘
计
算

普
适
实
验

可视化编程平台

自动驾驶

提供24课时（12周）课程

Intel AINUC  *8

AI NUC
AI NUC

AI NUC

MIXLY4AI*8（本地）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 AI LAB基础版配置

满足六人一组，共享一台AI学习设备的需求，支持1位老师＋41位学生同时讲授与学习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序号 名称 数量 描述

1 创智训练单元 1台 一体化数据训练编写工作站，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2 AINUC 8台 人工智能相关学习和开发一站式开发套件

3 自动驾驶模型车 2台 适应多路况，高性能无人驾驶底盘

4 自动驾驶专业赛道 1个 抓地力好，无需钻孔，模块化围栏，迅速拆装，轻便携带

5 Mixly4AI联合伟世可视化编程平台 8个
可视化、拖拽式、图形化编程平台，支持语音、图像、人脸等15项

编程功能

6 实验 23个 以交互套件实验为主，搭配基础实验

7 课程 12周 PPT讲义、随堂练习、综合评测，共2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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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教育 AI LAB技术服务

◆提供电话一对一技术支持
◆提供远程桌面技术支持
◆根据具体情况提供现场支持

◆提供3年免费软件升级
◆提供终身免费升级咨询
◆基于Intel完整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生态链条，不断提供技术更新信息

◆提供7*24响应服务
◆建立在零部件保修基础之上，依托于各组件的原厂保修服务

技术
更新

服务

技术
支持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师资培训

教师培训

科普讲座

学术交流

◆提供标准课程、实验教学培训方案
◆支持定制化培训方案
◆现场实时培训、远程在线培训

◆组织人工智能中小学教师交流会

◆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工智能教育领域专家为区域人工智
能普及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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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 AI LAB认证测评

证书颁发单位：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与中国电子教育协会

题库开发单位：北京大学

设备安全评测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

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主要用于考查应试人员在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产品、服务及应用方面的能力水平，
主要适用于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的青少年。整个考
试体系分为十个等级，难度逐级提升，为广大青少年的
升学、实习、进修等提供人工智能体系能力水平的证明。

◆考试共分10级

◆考试方式：上机理论笔试+实践操作考试

◆具体级别的难易程度所对应水平如下： 1-6级：小学、
初中、高中 7-9级：高职、本科 10级：本科以上最高级
可达准工程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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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 AI LAB授牌共建

◆与学校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实施方案

◆积极提供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和课程资源

◆协助学校建立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

◆引导学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包括但并不限于自

动驾驶等人工智能素养培养

◆通过多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

科学科普的深度融合，稳步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工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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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教育AI LAB服务体系

服务

体系

分级

课程
实验

教具

技术

服务

师资

培训

认证测评

授牌共建

◆小学初中高中按照【感知-体验-创造】架构，分级设置课程体系
◆课程按照【知识-技能-情感】的培养目标设置课程内容
◆课程资源包括：ppt、教案、随堂手册、说课视频

◆借助强大的Intel硬件算力，应用感知计算、边缘计
算平台及OpenVino工具包，构建完整的云边端人工
智能体系，实现以学生创新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实验
实训

◆基于Intel完整的工智能产品技术生态链条，进
行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及更新
◆维护服务建立在零部件保修基础之上，依托于
各组件的原厂保修服务
◆提供全方位、立体式、体系化的售后服务流程

◆提供标准课程、实验教学培训方案
◆支持定制化培训方案
◆现场实时培训、远程在线培训
◆定期开展人工智能学术交流会及科普讲座

◆构建人工智能等级认证体系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认知
◆提供课程实验实训测评标准

◆英特尔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

◆英特尔人工智能创新示范学校

◆英特尔人工智能师资培训基地

◆人工智能校企共建创新实践基地



61

目录

什么是AI1

2

3 中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需求及现状

科技发展趋势

4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AI LAB解决方案建设目标

5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AI LAB解决方案介绍

6 应用案例分享



目前，基于英特尔技术的人工智能教学装备、课程体系、师资培训、协同育人等方面已经获得教育

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装备中心”）高度认可。在装备中心指导下建设的“中国杭州湾

高端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高中人工智能实验室”中，英特尔作为最主要的企业合作方打造了一系列基于

英特尔技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课程资源和实施方案，其中包括无人驾驶，机器人等。实验室对帮助中

小学及教育相关部门在建设高中阶段信息技术学科实验室时，如何确保相关学科实验的开展，创设良

好的课程实施环境，以及提供足够的图书资料、测试仪器、设施设备及相关耗材，提供了权威的参考。

人工智能K12解决方案—教育部装备中心人工智能样板间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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