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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信息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相关学科发展现状的基础．t：，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智能科

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的建议，并对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应论证的问题和可能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同时，给出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专业)设置的建议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生培养的课程体系。另外，通过分析高新技术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变化，认为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人才在今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将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需求。最后，对共同推动新学科的建立提出

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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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related fields．the idea of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speciality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proposed．Some related problems for developing the

new speciality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The second level research fields of the new speciality for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course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also presented．From the analysis of IT engineers

requirements，we can find that engineers with the major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wider and wider application fields and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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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建设的背景

国务院学位管理部门给出的“学科”定义是：“学科是人类认识和知识活动中针对认识

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学科建没是高等学校一切工作的核心，学科的发

展变化体现着一所学校、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往往也伴随着一个科学领域、产业

领域的兴衰。20世纪中叶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同时也推动了与“信息科学与技术”相关的

学科群的快速发展。进入新的世纪，信息处理技术继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信息处理

的对象从数据、符号，发展到多媒体感知信息；信息处理的环境从单机系统，向互联网络联

结的、通过感知系统交互的、人一机—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发展。这就决定了信息处理

的主要手段必然从数字化、存储、传输和一般性数值计算和数据管理，向复杂信息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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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渡，智能化技术在信息领域将越来越居于主导性地位。建立独立的“智能科学与技术”

学科的背景和条件日益成熟：

1)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广泛性：目前与智能科学相关的大量研究工作已经在计算机、

自动化、电子信息等相关学科领域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同

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原有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的局限，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

立的研究方向，需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加以整合、规范和促进。可以说，智能学科的建设已

经远远落后于智能科技发展的需要。

2)正在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范畴：经过长期的研究与积累，以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为

核心的智能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我国智能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的

全新阶段。一个完整的智能行为周期：从机器感知，到知识表达；从机器学习，到知识发现：

从搜索推理，到规划决策；从智能交互，到机器行为，到人工生命等等构成了智能科学与技

术学科特有的认识对象。这些既奠定了智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也界定了智能科学与技术统

一的学科范畴。

3)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社会基础：智能技术及其应用正在成为IT创新的重要生长

点，智能技术广泛的应州前景已经突现，智能产业商机诱人。到处可见的“智能写字楼”、

“智能洗农机”、“智能玩具”等在暴露公众对“智能”认识局限的同时，更体现出人们对智

能化的强烈追求和智能产业所蕴涵着的巨大商机。这些都为智能科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和良好的社会基础。

4)智能科技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智能科学与技术是一个统一的学科范畴，需要共同

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f-ii)Jl练。而目前从事相关工作的科技和开发人员，都是来自于不同的

现有学科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往往存在各种局限。智能产品的开发所需要的完

整的知识结构利专门教育不是现有的学科体系所能提供的，智能科技工作者需要共同的学科

背景和系统的专业教育。 ·

5)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的需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为全国智能科技工作者提供学术交

流的舞台和社会服务的窗口。学会在长期的学术实践和社会服务过程中也深刻地感到建立一

个完整、独立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的重要性。重要的全国一级学会都有对应的一级学科为支

撑，“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建立对统一组织、协调全国智能科技工作意义重大。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有责任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推动其在全国范围内有序的发展。

2．相关学科现状

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本科专业有

十多个，如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071201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071202微电子学、071203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0806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080602自动化、080603电子信息工程、

080604通信：F程、08060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606电子科学与技术、080607生物医学工

程等。2000年、2001年，很多高校增设了信息安全(071205W)、信息对抗技术(081606*)、

电子商务(110209W)、网络经济学(020112W)、生物信息学(070403W)、网络T程(080613W)、

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080614W)、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080615W)等全新的本科专业，体

现了本科专业设置密切结合信息产业发展需要的客观规律。

信息领域面向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级学科至少包括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 1控制科学与T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0701数学等。它们共分

为十几个二级学科，如：081001通信与信息系统、081002信号与信息处理、081101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081102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081103系统工程、081104模式识别与智能

系统、08120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070105运筹学与控制论等。在

2002年以前，尽管与智能科技相关的研究广泛渗透在上述学科专业中，但只有模式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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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这一个二级学科出现了“智能”的字样。除此之外，无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培养的学科和专业名称上，都找不到一点“智能”的影子1

2002年lO月24日国务院学位办发布《关于做好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闱内自主设

置学科、专业]i作的儿点意见》后，已经有十所高校自主设置的带有“智能”字样的新专业

获得了批准，其中包括：在机械：‘r程一级学科内，南京理j【大学设置“智能机械与仿生学”，

西南交通大学设置了“驱动技术与智能系统”；在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内，南京航空航

天人学设置了“智能监测与控制”；在材料科学与j【程一级学科内，东华大学设置了“物质

智能系统(工程)”；在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内，西安交通人学设置了“智能电气器件及系统”；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内，哈尔滨]：业大学设置了“人工智能与信息处理”，上海交

通大学设置了“智能信息处理”；在土木：L程一级学科内，解放军理工大学设置了“国防工

程内部设备及智能化”；在兵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内，南京理．T大学设置了“特种系统智

能与控制工程”；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内，中国科学技术人学设置了“商务智能”。我

们欣喜地发现，带有“智能”字样的研究生专业，一夜之间从1个发展为11个，可见智能

科学与技术的学科建设在多个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发的、强劲的发展势头。

3．建立完整的“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体系

尽管目前已经有11个学科冠以“智能”的标签，但分布在9个不同的一级学科领域，

而不同学科领域内对智能的理解和应用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有时甚至将

“智能”作为传统学科、传统产业的新装饰，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对“智能”

的品牌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完整的“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体系，

规范、引导相关专业的发展。建立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可以遵循如下几项基本原则：

1)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核心，建设“广义的”人丁：智能学科——“智能

科学与技术”学科。人1：智能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深入研究智能的本质、智能科学内涵的

思维_T：具，与脑科学、认知科学紧密结合，将回答什么是智能，智能与信息，智能与生命，

智能在物质、能量、信息三要素中的地位等智能科学的本质问题。将为智能技术提供越来越

多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是人『r：智能科技工作者长期探索、深入钻研的智慧结晶，是新学科

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同时，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核心，突破狭义的人工智能的

概念，建设“广义的”人工智能学科——“智能科学与技术”。新的学科体系应包括机器感

知、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知识表示、搜索推理、遗传进化、行为规划、决策执行、人工生

命等机器智能行为周期的全部过程。这些内容远远不是某一个现有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所

能囊括的。

2)与互联网络的紧密结合，为新学科发展提供全新的环境。未来社会，环境、人、机

器和信息等要素将通过互联网络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起，互联网络将成为智能信息处理、

智能行为交互和智能系统集成的主要环境。同时，智能可能最终成为网络环境一F决定信息流

向的主要冈素，成为网络时代整合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主要动力。通过智能检索、Agent等

技术实现互联网络环境下的海量信息处理，通过网络环境下的遥操作实现人类智慧与机器智

能超时空融合等现有的应用模式，已经体现了智能技术与网络环境的成功结合。

3)与智能机器人系统的紧密结合，为新学科发展提供研究载体和持久动力。机器人智

能是“活”的智能，是感知与行为高度统一的智能，智能机器人将成为智能科学与技术发展

的最终目标。近年来足球机器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激发了公众对智能技术的热情和支持，

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实验平台，对智能科技的迅速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

们国家的“863”计划十五年成果展上，机器人领域展台成为最大的热点，反映出民众对智

能科技的强烈关注和巨人期望。新学科的建设与机器人智能化进程的紧密结合，将更好地建

立公共实验平台，带动工业机器人的智能化改造，吸引产业界的资金投入，激发全社会对智



能科技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迅速建立新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

4)设置“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统一的专业名称和稳定的课程体系。建立从本科、硕

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独立的、统一的智能学科体系的具体建议如．卜．：

一级学科的名称：智能科学与技术(2001CAAI大会上理事长提出)

本科生专业名称：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一级学科专业名称：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AI理论、认知、NN、计算智能、分布智能等

机器感知与智能接口：视觉、听觉、多传感、模式识别、智能接口、人机交互等

智能信息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网络信息智能化等

智能机器人系统：Agent技术、多Agent系统、智能机器、机器人智能化等

智能技术与应用：专家系统、智能决策支持技术、智能远程教育技术、网络信息智能获

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产品、智能上程等

博士后流动站名称采刚一级学科名称：智能科学与技术

4．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建设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的内容要求，下面给出一个“智能科学与技术”

的专业说明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课程结构，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系统地、较好地掌握智能科学与技术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能在科研部I’j、教育单位、企业、事业和行政管

理部门等单位从事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行为交互和智能系统集成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开发应

用，掌握智能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和前沿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智能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

从事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应州的基本训练，具有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行为交互和智能系统

集成方面研究和开发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廊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智能系统的分析利应用的基本方法：

3)具有研究开发智能系统的基本能力；

4)了解与智能技术、智能产品和智能化服务有关的法规；

5)了解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

主干学科：智能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概论、软件工程、分布对象技

术、分布式数据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现代控制理论、智能控制基础、网络安全、认知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智能的逻辑基础、人工智能基础、智能人机交互技术、专家系统与智

能决策支持系统、智能分布式系统、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网络智能信息技术、智能机

器人、数字图像处理、机器视觉基础、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卡技术、智能产品与工程技术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电子工艺实习、智能人机交互实习、智能系统设计与开发。

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主要专业实验：编程与上机调试、电子线路、计算机网络、智能控制技术、智能机器人

技术、智能人机交互技术、智能产品或工程技术、智能系统设计与开发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或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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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课程结构：除政治、外语、物理、体育、人文等课程外，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类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与随机过程；离散数学

2)电子学类 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3)计算机类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

原理与接口；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概论；软件：l二程；分布对象技术；网络

数据库技术

4)智能科学与技术基础类智能科学与技术导论；认知科学；脑科学基础；智能心理

学；智能的逻辑基础；人：L智能原理；人工神经元网络

5)智能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类 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Web信息智能获取；专家

系统；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智能教育系统；智能办公系统；智能分布式系统

6)其他专业课程控制理论；智能控制基础；智能人机交互；数字图像处理；机器视

觉；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卡技术、智能产品技术；智能工程技术

新学科发展的社会环境

很多理丁类的学科都有一些特定的目标产品作为其研究、开发和应用的主要载体，如机

械学科对应的车辆和机床，电子学科对应的电器和芯片，计算机学科对应的电脑硬件和软件

等等；也有相应的标志性技术人才，如：机械工程师、电气]：科师和软件j=程师等等。那么，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目标产品、应用实体是什么呢?相应的标志性人才如何呢?

1)目标产品问题：智能信息处理、智能人机交互和智能系统集成是新学科研究的三大

领域。相应的智能产品包括：以计算机软件为载体、提供智能化信息处理与服务的智能体

(Agent)产牖，以人机工程、智能交通、智能环境、智能楼宇等为代表的智能工程，以智

能机器、智能机器人为标志的智能系统正在成为智能科技目标产品的三火类型。其中，智能

体是三类产品的核心。从IT发展的逻辑关系来看，只有从电子学、到计算机、再到智能科

技，才能实现从便体(硬件)、到软体(软件)、再到智能体的完整过程，使计算机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电脑”。

2)人才定位问题：目前已经出现的软件丁程师相对过剩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仅仅掌握编程工具、胜任一般性信息处理的传统软件工程师将成为“IT蓝领”。而掌握复杂

信息处理的智能科技知识，擅长处理网络环境卜．大规模复杂的环境行为、机器行为和人类行

为的“智能工程师”将成为“IT新宠”。由于处理问题的复杂性、环境的具体性和需求的特

殊性，对智能系统的功能要求将非常复杂，同时需要智能体提供复杂的个性化服务。智能化

将是人类长期面临的重人课题，智能技术将成为可持续发展、广阔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智

能工程师”将成为大有前途的高尚职业。

6．具体措施

1)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应尽快提出《关于加快智能学科发展的建

议》，发挥一级学会的作用，协调全国高等学校智能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尽早建立“智能科

学与技术系”等相关院系，形成全国性的学术倡导。

2)抓紧成立推动学科建设的三个小组：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协调小组：高校智能技术相关学科管理人员、有兴趣的科

研教学骨干、学术组织的相关人员等组成，共同推动新学科的设置。

“智能科学与技术”课程体系协调小组：高等学校智能领域相关课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

教师代表组成，共同讨论《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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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专家小组：为今后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智能科学与技

术”学科评议组做好准备。

3)处理好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智能学科的母体是自动

化、计算机、电子信息等相关学科，处理好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是新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环

节。应广泛争取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国家领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办的关心、指

导和支持。同时，大力培育良好的牢十会环境，使IT产业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到智能化的

发展趋势，尽快成为科技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在传统的信息技术学科不是很强的“发展

中”院校率先建立智能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也有助于这些院校实现跨越式的学科发展战

略。

4)多层次、全方位地有序推进：2002年lO月24日国务院学位办发布了《关于做好博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同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工作的几点意见》。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新兴

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机会，在原有一级学科授予权范围内先建立新的二级学科，使用“智能科

学与技术学科”下属的统一的二级学科名称，以便今后一级学科的整合及重点学科的评比。

国家鼓励在信息技术等新兴交义学科领域建立就业前景良好的本科专业，从本科生培养着

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蛾也是推进新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

7．结论

索尼公司数字动物实验窒主任曾科学地预言：“80年代是PC机时代，90年代是互联网

时代，即将到来的下一个10年将是机器人的时代”。智能科学与技术正是机器人的灵魂所在。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建立，将大力推动中国智能科技高层次人才培养、组织系统的科

学研究，带动智能产品开发和应用；有利于提升我国信息产业的竞争能力，推进高科技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为我国的智能信息产业做出更

大的贡献。建立统一的“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是当务之急，CAAI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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