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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教育改革发展背景下，针对当前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内容枯燥、模式单一等问题，以及重理论、

轻实践的教学实际，探索面向智能决策应用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设，提出以思政教育为导向、博弈对抗应用为驱动

的课程教学模式，实现“人工智能+博弈智能”的课程创新实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理论应用能

力、工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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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s, i.e., the bor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tedious teaching mode as well as the reality of 

emphasizing theory but neglecting practice, 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 

system targeting at intelligent decision making applications, puts forward a teaching mode orient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riven by game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realizes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game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initiatives, and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in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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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形势，党中央和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发布

和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了

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发展

进行了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提出了建设世界主要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发展目标
[1]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出

台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对高等学校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设计和任务部署，其中，就人工智能

专业建设方面，强调应重视人工智能与多学科的交叉

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
[2]
。 

近年来，为了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强国

防建设，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党中央

将新时期智能化国防建设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地位。

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体系统筹建设，是当前

国防建设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是推进人工智能科技

成果在国防领域的应用与双向转化的关键。当前，人

工智能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国防各智能决策领域，包括

＊基金资助：中山大学 2022 年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No.311）。 

课程教学是传授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培

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人工智

能课程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枯燥、模式单一、重理论

而轻实践等问题
[3]
，加之课程内容难度较大、知识点

之间关联性不强，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困难。

在新工科教育改革要求下，如何不断深化“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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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技术、自动驾驶技术、智能平台技术、智能

博弈技术、智能识别技术、智能质检技术、智能机器

人技术、智能医疗技术等等
[4]
。国防领域也成为前沿

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和验证场所，为人工智能课

程教学提供更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内容素材。将国防

教育和博弈对抗智能决策元素引入人工智能课程教学

中，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 

本文针对智能决策应用这一新时期人工智能发展

趋势，就博弈对抗应用背景下的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

革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针对当前人工智能课程体系

陈旧、知识割裂的问题，面向博弈对抗应用场景进一

步优化了人工智能课程知识结构，以便学生构建统一、

完整的知识体系。然后，介绍了课程改革过程中在理

论教学和创新实践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为新时期如何

推进人工智能课程教育改革和培养创新型人工智能方

向人才提供参考。 

2  优化课程体系与内容 

人工智能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又抽象的特征，基础

部分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的定义与概况、（非）确定性知

识表示和推理、搜索、智能计算、机器学习与自动规

划等部分；应用部分主要包括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

自然语言处理、图形图像处理、机器人、群体智能等

内容。课程包含了大量的逻辑、推理、算法、统计与

概率论方面内容，学习难度较大。此外，当前人工智

能课程主要以传授基本知识点为目的，具有显著的碎

片化特征，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导致学生难以

形成一个完整、统一、连通的知识体系。因此，有必

要优化当前课程体系和内容，通过挖掘人工智能理论

方法之间、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关联关系，打破知识壁

垒进而构建一个统一的知识框架。 

根据形态和特性的不同，智能可以分为感知智能、

推理智能、学习智能和行动智能
[5]12-29

。未来智能化博

弈对抗要求人工智能算法在以上四方面体现出相对人

类的绝对优势，通过多维度广泛感知外部环境与内部

状态信息，基于感知数据实时自主完成深度挖掘、推

理和融合，实现环境态势构建，通过规划和学习，自

主产生控制策略并执行
[6]
。通过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

技术，要求提高信息处理、感知和决策的质量和速度，

进 而 加 快 “  观 察 - 判 断 - 决 策 - 行 动 ”

（ 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 ，

OODA）环，取得博弈对抗主动权。以未来无人机为例，

结合国家级规划教材《人工智能（第 3 版）》（贲可荣、

张彦铎）
[5]
教学大纲，简要论述人工智能各知识点之

间的关联关系，进而构建一个面向博弈对抗应用的统

一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 

（1） 观察 Observation：要求无人机感知多源化，

通过有效地接收、探测“客体”信号，并进行特征提

取和样本积累，经过充分的学习、处理、分析，优化

产生可供“主体”使用、响应的映射信息，从而完成

测量、跟踪、识别和对抗相关任务。涉及的课程知识

点包括：第 2 章（知识表示）、第 5 章（不确定性知

识表示）、第 8 章（自然语言处理）。 

 

 

 

 

 

 

 

 

 

 

 

 

 

 

 

 
图 1  面向博弈对抗应用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 

（以无人机为例） 

（2） 判断 Orientation：要求实现认知融合化

和知识推理，通过单一平台异构传感器信息的深度融

合，以及分布在编组中各类传感器的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将目前对环境的感知与理解从片面的、离散的、

静态的感知提高到全局的、关联的、动态的感知。涉

及的课程知识点包括：第 2 章（知识表示和推理）、

第 5 章（不确定性知识表示和推理）。 

（3） 决策 Decision：要求实现决策智能化，在

感知、认知以及数据融合与挖掘的基础上，将自主任

务决策从依靠预先规划任务序列、进行程序化作战、

适应性有限的层次提高到经验知识与数据相结合、作

战使命驱动任务规划、有效应对未知态势变化的层次。

涉及的课程知识点包括：第 3、4 章（搜索）、第 7

章（机器学习）、第 9章（智能规划）。 

（4）行动 Action：要求控制自主化，基于环境

特征信息，进行多种导航模式的智能配置和在线结构/

功能重构，根据决策或自身状态的变化，实现行动轨

迹自适应优化调整、高精度跟踪控制以及故障条件下

控制策略的自诊断和自修复等。涉及的课程知识点包

括：第 6 章（机器人最优控制）、第 9章（智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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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规划、机器学习 

（第3、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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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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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知识点是通过无人机作战过程中的智能类型

与 OODA 的对应关系进行关联，通过构建从数据获取、

数据分析、行为决策到行为实施完整的闭环过程，打

通各个知识点之间的信息流和数据交互。从另一个维

度看，可将无人机个体进行抽象，建立智能体（Agent）

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介绍 Agent 基本概念、通信、协

同与合作、移动 Agent 等内容（第 6 章），或者将无人

机个体建模成高维度机器人并介绍机器人相关内容

（第 10 章）。最后，在无人机蜂群作战背景下介绍群

体智能的自组织、自学习、自演化等内容（第 11 章）。 

3  “人工智能+博弈智能”课程创新实

践 

人工智能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推

理、程序设计和数学分析能力，因而学习难度大。课

程有大量的基本概念、基本定义、基本定理的证明内

容，比较抽象，学生听起来通常觉得枯燥乏味，对课

程本身也就失去了兴趣。因此，如何创新教学模式，

提出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理论学习与创新实验相结

合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结合上文提出的统一知识体系框架，笔者

对博弈智能决策背景下的人工智能课程建设进行了深

入的思考，并在 2022 学年计算机本科大二专业必选

《人工智能》课程上进行了探索实践。 

3．1  创新理论教学 

在课程内容讲授方面，与以往不同，在理论知识

讲解同时，从相应人工智能技术在博弈对抗领域的发

展历史和应用案例等角度切入介绍，将具体应用案例

里涉及的技术内容和理论知识相对应，增加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解人工智能

发展历史和三大浪潮过程中，重点介绍了不同阶段下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在人工智能技术

的研究情况，从早期的知识表达、问题解求解、自然

语言结构、专家系统、自动编程等基础理论到近年来

的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分布式人工智能等应用。

在教授课程具体知识点时，有意识地穿插介绍国内外

在此方向上的应用现状。在介绍深度学习的可解释部

分知识时，参照 DARPA“可解释的人工智能（XAI）”

项目，向学生全面、直观的介绍了何为可解释模型，

如何将最新的人机交互技术（如可视化、语言理解、

语言生成和会话管理）与新的原则、策略和技术相结

合，获得有效的机器学习解释结果等等；此外，通过

DARPA“进攻性蜂群赋能战术（OFFSET）”项目、“不完

全信息博弈复杂决策中的序列交互”(SI3-CMD)项目、

“主动情境规划情报采集与监控”(COMPASS) 系统、

ACE 空战项目等等，生动讲解了群体智能、Agent 协同

合作、机器人、智能规划、博弈搜索、知识图谱、强

化学习等相关知识点，让学生通过了解当前博弈对抗

应用背景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在教学模式方面，课程教学更加注重对学生的引

导，摒弃“照本宣科”、“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探

索更加开放、自由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

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知识表示和推理”这

一章时，提供一个具体情报分析的应用问题，要求学

生以情报分析师的身份使用谓词逻辑对情报信息进行

形式化表示，并利用归结推理对最终结果进行判断。

通过这种强代入感和主人公视角，引发学生的积极思

考，并且会让学生感受到课程内容的实用价值，从而

对课程的学习更主动。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加强

国防思政教育，通过对比国内外国防人工智能技术研

究和应用现状，分析我国在此领域存在的不足以及取

得的进步，从而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 

3．2  创新实践应用 

人工智能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课程，而博弈对抗

中的丰富场景为人工智能理论、算法和相关技术应用

提供了验证环境；因此，在课程的实验环节，选择学

生感兴趣的题目，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例如，在机器学习部分的上机实验，提供基于 Airsim

高逼真度仿真环境实现对无人机自主飞行控制的策略

训练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加深学生们对图形

图像处理、深度网络、强化学习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和

应用能力。此外，在群体智能内容的上机环节，事先

将 多 智 能 体 粒 子 环 境 （ Multi-agent Particle 

Environment，MPE）以及 MAgent 仿真平台的质点粒子

修改成更加逼真的无人机模型，进而模拟经典无人机

协同覆盖、协同围捕、协同机动和协同对抗等任务，

增加编程实验的趣味性。此外，在实验课程中，介绍

了中科院自动化自主研发的“庙算·陆地指挥官”战

术兵棋平台
[7]
，将不确定性知识表示和推理、博弈搜

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应用于传统计算机

兵棋系统，提供一个开放性平台让学生自主选择实现

方案，激发学生们的编程激情，通过人机对抗、机机

对抗，让学生发现自己程序中的漏洞，进一步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 

3．3  课程改革效果 

总结一学期的课程实践，本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达到了预期效果。首先，课堂状态得到了显著改善，

出席率较往年有较大提升。全班 67名学生，随机考勤

3 次，共计 201 人次，缺勤 12 人次，出勤率高达 94%

（往年大概 85%左右）。课堂氛围活跃、互动频繁，学

生们积极主动思考、回答问题。其次，学生们对人工

智能基础知识掌握牢固，在试题难度接近的前提下，

期末考试分数较往年有一定的提升。除去因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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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缓考的 5 人、缺考 3人，剩余 59名学生中，成绩

达到优秀 15人、良好 27人、中等 13人，仅 2 人成绩

不及格，及格率高达 96.6%（往年 90%左右）。最后，

通过评教系统反馈，学生对此次课程教学综合评价较

高，最终评分位列全校所有课程前 10%。 

4  结束语 

当前“新工科”教育改革对“人工智能”课程的

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8]
。如

何不断深化课程改革，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习兴趣，

均面临极大挑战和困难。本文针对智能决策应用这一

新时期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就博弈对抗应用背景下的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总结了

在博弈场景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体系，并介绍了课

程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实践举措，为新时期如何培养

创新型人才和新时期的工程教育变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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