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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类招生培养模式的推广对专业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类大类培养模式下, 

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机器学习的建设为例，结合机器学习课程的教学实践，从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实验教学等环节，探索该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与方法，以适应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的专业建设和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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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motion of the classified enrollment training model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talent-training mode of computer science in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 the methods for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machine learning which 

is the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Specifically, we explore the teaching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s. Hopefully, the teaching reform ideas and methods of this course can adapt to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goals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under talent-training mode of comput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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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 2002 年北京大学实施“元培计划”以来，我国

高等教育大类招生模式在各个高校逐步推行
[1]
。 与传

统按专业招生培养模型相比大类招生模式在促进学生

理性选择专业、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整合教学

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专业分流方面存在大类

专业内部专业发展平衡等问题
[2]
。 因此，在大类招生

背景下，新兴专业的建设，特别是新兴专业核心课程

的建设，对于促进“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培养模式

的优势发挥起到重要作用。 

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自 2019 年

以来采用 2+2 的培养模式，即前 2 年以“计算机类专

业”为背景进行基础教育，后 2 年基于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成绩进行专业分流后实施专业教育的大类培

养模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东莞理工学院的

首批本科专业，专业建设经验丰富，办学定位清晰，

学院对大类培养模式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研讨，采用

大类培养模式后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明显提高。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在 2017 年教育部积极推进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以交叉融合、共享创新为主

要途径来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大数据人才为目的建立

的新型专业
[3-4]

。 目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尚

在初级建设阶段，因此，核心课程的建设对于专业的

发展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基金资助：2021 年东莞理工学院质量工程项目:新工科新

文科课程-机器学习(202102059)； 东莞理工学院 2020-2021

学年高教研究项目（重点课题）（高教通[2021]2 号）；新

高考背景下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面向过程的大类招生培养

探索与实践；东莞理工学院第二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

点（品牌示范项目）（莞工党办〔2021〕16 号）. 计算机学

院“三全三融”双创育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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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课程属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

核心课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以及 

在线教育平台不断完善化
[5]
的背景下，其教学方式和

教学内容也亟待改革和更新，对于该门课程教学改革

的探究将有助于学生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

升， 进而促进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培养目标的

达成。 

2  课程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机器学习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交叉课程，以高等

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最优化方法、

数值计算等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内容为基础，注重

理论知识的应用，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与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同时，该门课程又

是大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等更高阶课程的基础，为进

一步提升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提供支撑。然而，

该门课程的这些特点也为教学带来了挑战，结合目前

的课程教学经验，该门课程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

题： 

(1) 课程思政在教学设计中不够完善。东莞理工

学院自 2019-2020 秋季学期开始进一步要求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机器学习作为一门专业课，已逐渐将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授课内容，然而由于目前正处于课

程思政建设经验的积累阶段
[6]
。在授课过程中，更侧

重于将思政元素着落于具体的知识点。对于学习难度

较大的知识点，这种融入方式会导致学生的注意力分

散，既增加了知识点的学习难度，又不易建立思政元

素与知识点的联系，导致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割裂。

因此，需要具体结合具体地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学

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等多种因素，进一步完善课程

思政的教学设计，充分发挥思政元素在知识传授过程

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2) 教学内容难度不易把控。机器学习涉及多门

先修课程, 但是在大类培养模式下，部分同学没有学

习规划或不够清晰，在基础课程的学习中缺少积极性

和主动性
[1]
，这导致学生对于先修课程的掌握程度和

综合运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在设计本课程的教学

内容时，如果偏重于各种机器学习算法的思想的介绍，

减弱这些算法背后的数学理论的讲解，这不仅会影响

课程的深度，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后续高阶课程进一

步的深入学习
[6]
。但是，如果全面讲授机器学习相关

算法的数学理论，也会使得数学基础较弱的同学对该

门课程失去兴趣。因此，如何结合学生对基础知识的

掌握程度和后续课程的要求程度，精确合理的把握教

学内容的难度，对于本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安排

具有很大的挑战。 

(3) 实验教学不够系统。机器学习课程强调培养

学生将机器学习的算法理论应用于分析和解决具体地

实际问题。目前实验教学主要从具体知识点出发来设

计实验教学案例，这种实验教学方法虽然可以加强学

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但是缺少灵活使用机器

学习算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支撑。   

3  课程教学改革 

针对机器学习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

们从课程思政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以及实验

教学三方面来探索机器学习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 

3.1  课程思政设计 

机器学习课程思政设计的核心是： “要将做人做

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实

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课程教学过程”
[8]
。结

合东莞理工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具体情

况和课程特点，拟从以下三个角度将思政元素与该门

课程进行有机结合： 

(1) 机器学习算法的研究背景：自 1950年图灵在

关于图灵测试的文章中提到了机器学习的可能
[9]
，国

外学者对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

里程碑式成果。因此，从时间线轴上将机器学习算法

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我国人工智能的

发展阶段和相关政策等方面相结合, 加强学生对党史

的了解，感受祖国的沧桑巨变，培养学生在科学技术

的领域的认知，促进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 

(2) 机器学习算法基本思想：算法基本思想背后

的数学理论往往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此部分内容，

将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哲理，既可以更加生动的

阐述抽象的算法思想，又可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例如，无监督学习中聚类算法的基本

思想可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相结合。 

(3) 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将算法应用到具体问

题的分析和解决过程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在机器学习中，对于同一类问题往往可采用多种算法，

每种算法在解决具体问题中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因此，在实验教学部分，设计可用多种算法求解的实

际问题，以此促进学生建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

方式。 

3.2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 

目前，东莞理工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的机器学习课程共有48学时，其中包括理论教学  32 

学时，实验教学16 学时。 由于机器学习属于多学科

的交叉课程，涉及多门先修课程，在课程内容的安排

方面要同时兼顾基础知识、经典问题、以及前沿发展

等多个方面。本课程选取“十三五”规划教材《机器

学习及其应用》
[10]

， 基于教材的安排， 辅以参考资

料 《机器学习》
[9]
中的相关内容， 把握该门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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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结合专业培养目标，采用从浅到深，从经典到

前沿的安排合理分配学时，具体见表1。 

表 1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理论+实践) 

教学内容 学时 

机器学习概述 2 

模型的评估与优化 4 

监督学习 14 

无监督学习 10 

集成学习 4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14 

为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的过程

中设计了与实际问题联系紧密且具有一定难度的知识

点，首先通过课程讲授的方式介绍基础知识点及其简

单应用， 继而选取具体的应用案例并采用 “小组讨

论+翻转课堂” 相结合的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图 2  实验学改革思路示意图 

 

以监督学习中的支持向量机模型为例，该模型的

基本型主要面向二分类任务，是机器学习领域的代表

性成果， 但是该模型背后的数学理论较多，属于教学

内容中难度较大的部分，可从具体案例出发，将课堂

讲授、小组讨论、翻转课堂三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教学，详见图1。 

我们以车牌识别和人脸识别两个密切相关但又有

所不同的两个案例为例，阐述本文实验教学改革的 思

路，见图2。车牌识别和人脸识别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

见的案例，并且都属于图像识别的范畴。在实践中，

都可以采用Python语言调用OpenCV库函数完成，同时

均涉及图片读取、特征提取、分类器构造、以及识别

结果准确率分析等步骤。但是，由于车牌和人脸图片

的复杂程度不同，在具体实现的细节方面又有所不同 

 

     
 

图 1  教学方式改革：以 SVM模型为例 

 

 

 

 

 

 

 

 

 

 

 

 

 

 

3.3  实验教学改革 

不同于目前实验教学以巩固和练习具体知识点                 

为出发点的实验设计思路，拟从与实际问题联系紧密

的、具有直观可视化效果的、多知识点交叉融合的案

例出发，将本门课程的实验案例层次化衔接，采用“学

习-模仿-分析-应用-总结”五个阶段循序渐进的教学

方式。 

因此，在实验教学案例设计中，以数据处理和数

据分析都相对较为简单的“车牌识别”案例为验证性

实验，以此熟悉编程语言，巩固理论教学的相关知识

点，捋顺实验案例的具体实现步骤，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继而，以具体的人脸数据为基础，借助验证性

分析 

应用 Python语言+OpenCV库函数 

人脸识别（综合性） 车牌识别（验证性） 

1. 图像的读取与处理 

2. 特征提取 

3. 分类器构造: 支持向量机、

神经网络等分类算法 

4. 车牌识别函数训练 

5. 分析识别结果的准确率 

1. 图像的读取与处理 

2. 特征提取：数据降维 

3. 分类器构造：支持向量机、

神经网络等 

4. 人脸识别函数训练 

5. 分析识别结果的准确率 

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深度学习中各种算法在具体问题应用中的优势

和缺点。 

学习 

模仿 

总结 总结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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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积累的经验，分析并完成人脸识别的学习任务。

基于两个案例，经历从验证学习到分析应用，从简单

到复杂的学习过程，一方面可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

步巩固理论教学的知识点，达到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

教学目标。 

 

3.4  小结 

   本节中探讨的课程思政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式，以及实验教学三方面的改革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以 3.2 节中支持向量机为例，在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方

式进行教学时，要求学生将思政元素与课堂报告内容

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索思政融合的能力。同时，

分析支持向量机模型在车牌识别中的应用，为实验教

学中的验证性实验提供理论准备。 

4  课程考核形式 

机器学习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注重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因此，在课程考核方面

也对各方面的能力进行考查， 结合课程内容和课程教

学方式来细化课程考核规则，多方位考察学生的综合

能力。 具体评价依据和考核权重见表 2。  

根据机器学习课程的学时安排，期中考试的考核

内容即为机器学课程理论部分的考核。 因此，该门课

程的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效果可从用于强化学

生对于课堂授课内容理解的课后作业、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的课堂报告、以及考查理论教学内容掌握程度的

期中考试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将思政教学改革效果方

面的考核融入到课堂报告中，考查学生对于思政教学

相融合的接受和理解情况。对于在实验教学改革方面

的效果，从两个层次化推进实验的实验报告以及课程

论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查。  

通过多层次化和模块化的考核设置，一方面可及

时评估课程思政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以及实

验教学三方面的改革成效，发现改革探索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更加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点

和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促进课程更有针对性的改革

和探索。 在教学改革效果动态改进的过程中，不断增

强学生对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核心课程的认同

感， 促进在计算机大类招生背景下，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专业的培养目标的达成，为学科建设提供支撑。 

表 2  考核权重 

评价依据 分数占比(%) 

课后作业 15 

实验报告 20 

课堂报告（思政融入点） 10 (3) 

期中考试（开卷） 20 

期末考核（课程论文） 35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已有的教学经验，分析了在计算机大类

招生培养模式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的机器学习

课程在教学设计中的课程思政设计，教学内容安排，

以及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了

相应的改革思路和方法。最后，结合具体的课程改革

方案，设置了课程的考核形式。但是，在大数据技术

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机器学习课程的教学

模式也需要动态的调整，因此，针对本门课程的教学

改革思路还有待进一步的通过教学实践进行验证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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