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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1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目标为将学生培养成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本专业硕士

学位获得者较好地学习与掌握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公

正，学风严谨，有社会责任感。培养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本研究领域，特别是计

算机和传媒交叉领域的发展动向，具有创新意识和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教学工作的能力，以及适应高新技术发展的能力；具

有国际视野，能使用英文进行学术写作、交流。研究生毕业后，

能够从事为促进传媒行业及相关领域计算机理论研究以及技术与

应用开发方面的工作。

（二）培养方向与特色

学术学位授权点专业方向情况表

二级学科 专业方向 方向简介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智能媒体计算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科学、智能

信息科学、数字媒体信息方面的基本理论

与技术方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处理媒体信息的能力，使学生具有使

用智能科学与技术进行信息处理和解决工

程技术问题的基本能力。

人机交互与虚拟仿真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多层次、多平台和

多领域的人机交互与虚拟仿真设计与开发

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仿真训

练和教育型游戏的设计与项目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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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

（一）党建与思政教育工作情况

本学科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形成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三全育人”格局，强化育人合力，提升育人效果，培育

具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

第一，以德树人，思政教育“知行合一”。以高校教育“发

展全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宗旨，加强师生思政工作，建

立健全育人长效机制。

第二，以术育人，课堂内外“三位一体”。加强理论武装，

铸牢信仰之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

全过程，以课程建设为核心，推动课程思政改革。以党支部为单

位展开课程思政讨论，组织骨干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将课程思政

深植于每位党员的教育教学理念。

第三，以文化人，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以党建带团建，加强

集体凝聚力。通过“三行情书｜词浅情深告白祖国”“我为祖国

献首歌合唱”“我爱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等党团活动的开展，

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
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分布式系统、云计算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从事基于云的软件

服务、云安全的管理与维护，具备独立研

究、开发或维护，甚至自主创业的高素质

人才。

数据科学与技术 数据科学与传媒大数

据技术

旨在从大数据应用的三个主要层面（数据

管理、系统开发、海量数据分析与挖掘）

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大数据应用中的各种

典型问题的解决办法，使学生具有将领域

知识与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融合、创

新的能力。



3

切实提高学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举办多样专业讲座，了解学术

与行业前沿。学院组织和承办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开阔学生

视野，提高专业能力。朋辈互助交流，为学生指点迷津。学院邀

请往届优秀毕业生，通过线上讲座、经验交流等形式，从学习、

实践、升学、求职等多方面解答学生的困惑，着力加强思想引领。

（二）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

才的崇高使命。本学科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德树人，

思政教育“知行合一”；以术育人，课堂内外“三位一体”；以

文化人，打造特色活动品牌。着力打造高素质思政教育队伍，促

进思政教育与全面育人的一体融合。以名师汇聚的导师队伍为学

生提供高水平教学；以结构合理的专职思政工作队伍为学生提供

全方位服务。加强师德师风机制建设，“一体系”“四制度”

“三机制”同频共振并协调发展。加强师德教育，提升教师师德

涵养；选树师德典范，强化榜样引领作用；做细师德考核，强化

师德师风监督；树立师德典型，先立德再树人；培育双带头人，

重视课程思政建设。

（三）研究生课程开设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特色

矩阵论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科的数据分析与处理、

数字信息处理技术中使用到的矩

阵分析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

线性空间与线性变换、矩阵的

Jordan标准形、内积空间、特殊

矩阵、矩阵分解、矩阵范数和矩

阵函数等。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矩阵分析基础理论、基

本原理与方法，培养学生的抽

象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了解

矩阵分析在计算机相关技术领

域的应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

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

思维素养，为后续课程学习和

深入开展科学研究打好基础。

随机过程 本课程内容包括概率论基础 本课程既着重于对随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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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及其

分类、泊松过程及其推广、布朗

运动、马尔可夫过程、平稳过程

及其谱分析等。

程的基本知识、方法和思想的

诠释，也注重于理论的直观解

释和应用。从课程思政来看，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应用数学

的思想方法，在随机过程的学

习中理解运用归纳和演绎，对

立和统一，质变和量变，否定

之否定等自然辩证法思想，提

升学生的理论深度和认识高

度。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

机网络基本设计原则；IPv6技

术；组播技术；移动与无线网

路；路由协议；传输协议；服务

质量；应用性能评价；区块链技

术；下一代网络体系结构；机器

学习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应用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新一代互联网络的基础

理论和关键技术，了解目前网

络体系结构、协议和应用研究

领域的最新发展。通过教师课

堂讲授和学生专题汇报来提高

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全面、系

统的认识，培养学生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互相协

作的能力。

数据分析理论与技

术

本课程教授数据科学、计算

机科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数据分

析理论与技术。课程主要内容包

括数据预处理、特征选择、推

荐、分类、聚类、社会网络分

析、神经网络及深度学习等理

论；大数据并行处理的理论模

型，典型大数据处理平台及系统

实现技术，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

数据分析的方法。

以典型的大数据处理平台

为中心，传统数据分析和大数

据分析相结合。课程提供理

论、方法、平台三个支撑和数

据采集分发、预处理、分析、

挖掘等数据分析主要环节技

术。使学生掌握数据分析的核

心技术，具备在传统平台或大

数据平台上进行数据分析的综

合技能。

软件开发理论与方

法

本课程主要从软件设计技术

与软件开发技术两大部分进行讲

述。系统地整理了软件开发领域

的知识体系，由深入浅地进行了

详细讲解。软件设计技术包括八

章内容，前四章为软件体系结构

设计，囊括了常见的10种体系结

构模式。后四章为软件设计模

式，摘选了最重要的8种设计模

式。软件开发技术包括四章内

容，前两章为“基于应用框架的

软件开发”，后两章为“基于组

件式框架的软件开发”。本课程

还包括了第三部分—分布式软件

本书还增加了课程思政的

内容，在介绍各种软件设计开

发的基本原理、具体应用场景

以及实践运用的同时，引导学

生明晰技术前沿发展，明确领

域社会价值，树立远大职业理

想，深刻认识个人专业对国家

发展和社会建设以及历史进程

的推动影响。培养学生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刻苦钻研的探

索精神和团队协作的共赢精

神，永不停顿的对未知领域的

探究，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人发

展更有助于社会形成强大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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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讲述在当前最重要环境下

的软件开发技术。其中包括了一

章的“Web开发技术”，一章为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软件开发技

术”，还有两章的“基于区块链

的开发技术”，其中包括“加密

货币”和“智能合约”。这一部

分的目的是紧跟软件开发的最前

沿技术。

久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科技论文阅读与写

作

本课程主要进行计算机领域

相关专业的英文文献阅读，培养

学生阅读习惯，通过阅读学习中

文与英语科技论文的写作，从基

本的语言语法，文章的不同章节

的写作，图和表的使用，文献部

分，poster设计，综述的书写，

投稿等部分。

系统化的讲述英文科技论

文写作、投稿、不同类型文章

的写作注意的问题。通过大量

的阅读，培养学生快速阅读文

献的能力，进而提高写作能

力。

算法设计与分析

本课程主要分三部分内容，

一是有关算法的一些基本概念，

算法的复杂性分析等；二是介绍

一些主要的算法设计技术，如分

治法、动态规划法、贪心法、回

溯法，分支限界法等等；三是介

绍一些具体的经典算法，比如人

工神经网络、模拟退火算法、粒

子群算法等等。

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 每种算

法策略从设计思想、算法框架

入手，由易到难地讲解经典问

题的求解过程；二是注重求解

问题的多维性： 同一个问题

采用多种算法策略实现，如

0/1背包问题采用回溯法、分

枝限界法和动态规划求解，旅

行商问题采用也采用多种算法

策略求解等。通过不同算法策

略的比较，使学生更容易体会

到每一种算法策略的设计特点

和各自的优/缺点，以提高算

法设计的效率。

数据挖掘算法与安

全性分析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

够了解数据挖掘的产生和发展历

史，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

技术和应用方法，掌握数据挖掘

算法安全性分析方法，掌握如何

设计并实现的数据挖掘系统。培

养学生应用数据挖掘理论和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挖掘

的基本原理、聚类分析、分类

发现和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算

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了解和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存在的安全

问题及分析方法； 能够结合

实际问题进行数据挖掘的设计

工作；能够结合实例对每种数

据挖掘算法进行分析并结合相

应的数据挖掘工具进行应用。

人工智能方法与技 本课程系统深入地介绍人工 课程致力于使学生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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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智能的理论、方法和前沿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知识表示与推

理、语言文本分析、集成学习及

大数据分类与预测、智能推荐新

技术、社交媒体的图模型计算与

传播机制、博弈论与智能决策方

法、复杂系统建模与控制等。旨

在培养学生应用人工智能方法和

技术切切实实地解决社会生活、

商业经济、工业工程等各领域问

题的能力，同时注重对智能媒体

计算相关的文本、图像、推荐、

互联网传播等场景下的实战应用

分析。

实践任务的完成为导向，逐层

深入地掌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求解现实问题的原理与方法，

同时面向科研学习目标，激发

想象力和探索意识，引导学生

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思维

创新的科研精神。课堂思政方

面，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关于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重要

战略，在内容组织上要体现党

中央关于智慧医疗、智慧城

市、智能制造等方向的前瞻视

野和战略布局，让学生深刻把

握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的在重塑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模

式，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

式，促进经济、社会、国防全

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

习

该课程从两大部分阐述了神

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基本理论：

一是神经网络；二是深度学习。

系统地整理了神经网络与深度学

习的知识体系，由浅入深地进行

了详细讲解。第一大部分阐述了

六种典型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即：M-P模型、感知机模型、BP

神经网络、Hopfeild神经网络、

玻尔兹曼机、自组织神经网络

等。第二大部分阐述了深度学习

的经典模型，即：深度神经网

络、深度置信网络、卷积神经网

络、循环神经网络、生成对抗网

络、图神经网络等。详细介绍了

它们的网络结构、学习算法、工

作原理、应用实例及操作实践，

使学生在全面地掌握神经网络与

深度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提高

动手能力，并提高应用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该课程向学生介绍了经典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模型的基

本原理、具体应用场景以及实

践运用，引导学生明晰技术前

沿发展，明确领域社会价值，

树立远大职业理想，深刻认识

个人专业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建

设以及历史进程的推动影响。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刻苦钻研的探索精神和团

队协作的共赢精神，永不停顿

的对未知领域的探究，不仅有

助于促进个人发展更有助于社

会形成强大而持久的生产力和

创造力。

大数据系统构建技

术

本课程主要教授支撑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的大

数据基础服务平台构建相关的技

术原理、应用实践和前沿技术。

课程学习方面，采用的案

例式、递进式教学内容组织的

教学模式。课程每章节先提出

一个实际应用场景的问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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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大数据系统架

构（Lambda架构和Kappa架

构）、大数据存储系统、分布式

资源调度管理、分布式协调服务

管理、大数据汇聚与分发管理、

大数据批处理计算、大数据实时

流式计算引擎、大数据实时数据

仓库和数据湖等。课程详细介绍

了它们的架构、技术原理、环境

搭建与系统优化实践和面向实际

问题的应用实践，使学生不仅能

够深入掌握大数据基础服务平台

构建相关知识的同时能够理论联

系实际，提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和创新能力。

例；接下来分析和研讨问题涉

及的相关技术；再阐明问题解

决办法、技术原理和相关技术

点的前沿研究内容；最后引入

实践实验加深学生对技术原理

的理解并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在课程思政方面，

本课程以国家大数据发展战

略、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为导向，从国家大数据战略规

划中寻找契合课程特点的融入

元素。让学生深刻了解国家在

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

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构

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

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建设，

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意义和迫

切性；从而帮助学生有的放矢

的树立正确的科技道德观、人

生观、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

神。

自然语言处理

本课程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

理论与技术。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中文自动分词、词性标注、文本

分类、信息检索、自动文本摘

要、文本信息提取、话题建模、

情感分析等多个主题，并进行相

关的课程实践。

课程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

理论与技术。是一门理论教学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每一

个理论教学主题均安排相关的

教学实践，着力培养学生的自

然语言处理应用技能，为学生

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和应用开发

奠定基础。

分布式系统与云计

算

本课程主要讲述分布式系统

和云计算的一些基本原理、方法

和关键技术。主要内容有:1)分

布式系统和云计算的概念与架

构，

包括云交付与部署模型，云

分布式系统架构，云服务与管理

架构;2)分布式系统和云计算软

件与 OpenStack 云框架;3) 分

布式系统和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包括资源调度算法，异构硬件基

础管理，可靠性技术，弹性伸缩

与负载均衡技术等; 4)软件定义

的虚拟化技术，包括软件定义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够1)了解分布式系统和云计

算的概念、发展历史、建立与

分布式系统和云计算相关的知

识 体系;2)了解分布式系统和

云计算领域的关键技术，掌握

实践应用及最新发展趋势;3)

能 够构建简单的计算环境，

并且能够了解基于分布式架构

构建大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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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网

络;5)Docker 容器与容器云。

虚拟现实与人机交

互

本课程系统讲解虚拟现实的

概念、理论和有关设备与技术。

重点介绍VR有关的生理学和心理

学基础；支撑VR的相关计算机技

术、传感器技术和人机交互理

论。重点包括图形的建模、绘制

和立体显示；全息影像的理论基

础以及采集和显示；跟踪定位设

备与技术等。另外，介绍典型的

虚拟现实开发平台；通过实例分

析进一步讲解虚拟现实技术在人

机交互系统中的构建方法与实现

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促使

学生深入理解科技发展和创新

的源泉与动力。同时，认识到

科技发展的法律与伦理限制，

明确科技应用的界限，树立正

确的职业道德观，并进一步思

考以虚拟现实为典型的现代科

技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结构的

影响。

舆情分析与社会计

算

本课程系统讲解了舆情系统

的结构、数据采集和舆情分析，

复杂网络与社交网络基本理论，

包括三元闭包、弱连接、结构

洞、桥、敌友网络、小世界网

络、无标度网络，最后讲解了一

个工具，Neo4j，课程包括应

用、理论和工具，注重操作和实

践。

在舆情部分，分析了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十四五规

划，让学生了解国家大政方针

和科技政策，增加爱国情怀。

在复杂网络部分，鼓励学

生积极社交，指导社交的基本

规范和社交网络上人与人是如

何合作的，增加集体意识。

课程最后一个小组选择了

红色主题的舆情分析和知识图

谱构建，足以看到思政教育的

入脑入心。

动画技术

本课程主要研究计算机动画

的原理与算法，采用课堂教授和

同步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

生编制简单的动画程序，加深对

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

生掌握计算机动画技术的原理

与方法，熟悉动画技术相关算

法。培养学生严密的抽象思维

和动手实践能力，为应用计算

机动画技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究生教育教学全过程。

（1）强化落实质量保证主体责任：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

建立健全学术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组织。（2）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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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采取夏令营、省外宣讲等措施吸引优秀生源。（3）

严抓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落实研究生培养方案、监督培

养计划执行、指导课程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工作稳步进行；切

实发挥文献阅读考试、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的考

核筛查作用，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4）加强学位

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严格

把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学

位论文答辩分委员会要客观公正评价学位论文学术水平。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要对申请人培养计划执行情况、论文评阅情况、答辩

组织及其结果等进行认真审议，承担学术监督和学位评定责任。

（5）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导师要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

责，积极投身教书育人；建立科学公正的师德师风评议机制；完

善导师培训制度，切实提高导师指导研究生和严格学术管理的能

力；健全导师分类评价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6）对学术不端

行为坚持“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依法依规、从快从严进行彻

查。

（五）招生和就业

1.招生情况

2020年硕士招生全日制人数33人，其中本科推免人数为11人。

2021年硕士招生全日制人数26人，其中本科推免人数为3人。

2.学历与学位授予情况

2020年授予学位和毕业人数18人；

2021年授予学位和毕业人数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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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三、师资队伍

（一）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加强师德师风机制建设，“一体系”“四制度”“三机制”

同频共振、协调发展。健全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开展师

德师风专题网络培训，对新教师进行红色主题教育培训，提高教

师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激励教师教育报国守初心、立德树人

担使命。在教师招聘、导师遴选、岗位聘任等工作中，将师德表

现作为首要标准。学科涌现出多名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具有高

尚师德修养的优秀教师。1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1

名教师在“北京市高等教学学会计算机教学精彩片段交流评比”

中获得二等奖；1名教师被评为校级优秀共产党员；1个教工支部

被评为校级优秀基层党组织；每年均有教师被评为“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奖”优秀班主任。

四、科学研究

2020-2021年，在所有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科研方面获得了较好

的成绩。申请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三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2020年纵向项目到账金额为131万元，横向科研经费到

账金额为121万元；2021年纵向项目到账金额为185.12万元，横向

科研经费到账金额为102.5万元。其他成果如下：发表了一篇T2级

单位类别年度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单

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事

业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

企业

三资

企业

部队自主

创业

升学
其

他

全日制硕士 2021 0 0 0 0 0 1 11 9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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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三篇T3级论文和三篇A2级论文；出版了五部教材，其中

《数字视频编辑》教材是 “十四五”高等学校数字媒体类专业规

划教材；申请了两个实用型专利；发布了《视音频内容分发数字

版权管理 IPTV 数字版权管理系统集成》方面的五项国家级标准。

林卫国老师被评为《全国杰出广播影视科技工作者》，我院

教师和学生主导开发的《海量存储系统测评技术》在2021年1月获

得国防科学进步奖二等奖。学院主办的以智能融媒体相关主题的

Special Issue “Intelligent Media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for Media Convergence”，顺利组稿，该期刊也由

ESCI检索变为SCI检索，为国重实验室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五、国际交流

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如下：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021 赵雪

ICCST2021

第二届文化

科技国际学

术会议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Semantic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Based on

Ontology

2021.11.20 线上

2 2021 宋泽亚

ICCST2021

第二届文化

科技国际学

术会议

Evolutionar

y Game

Propagation

Model on

Social

Networks

2021.11.19 线上

3 2021 韩李洁

2021 IEEE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 Approach

to

Determine

Best

Cutting-

points in

2021.7.14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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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with

Information

Granules

4 2021 申一宏

ICCST2021

第二届文化

科技国际学

术会议

Knowledge

Graph-Based

MOBA-Game

Champion

Recommendat

ion

2021.11.19 线上

5 2021 徐琳
2021 SNPD-

Winter

License

Plate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OpenCV

2021-01-01 线上

6 2021 柴佳昭

CSII 2021

workshop

SMTA 2021

Transformer

-IC:The

Solution to

Information

Loss

2021-06-23 线上

7 2021 宋苗冉

21st

IEEE/ACIS

Internation

al Fal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CIS 2021-

Fall

Blockchain-

Based Video

Copyright

Detection

2021-10-13 线上

8 2021 冯哲彬

21st

IEEE/ACIS

Internation

al Fal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 Neural

Network

Feature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Feedback

Compensatio

n Mechanism

2021-10-13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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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S 2021-

Fall

9 2020 董逍

Sixth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Dependable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s

Research on

Man-machine

Conversatio

n System

Based on

GRU seq2seq

Model

2020-01 中国哈尔滨

10 2020 郭宇宁

Sixth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Dependable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s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Analysis

2020-01 中国哈尔滨

11 2020 赵茜

15th IEEE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Signal

Processing

(ICSP)

Image

Tampering

Detection

via

Semantic

Segmentatio

n Network

2020-12 中国北京

六、社会服务

（一）服务国家战略

本专业导师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带领研究生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全程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云端互联

观众互动体验系统研发与示范应用”的项目立项和科研攻关，负

责研发的“云资源创编管理平台”作为“云端互联观众互动体验

系统”的核心功能，支持内容创作人员的赛前“所见即所得”地

进行赛时体育展示要素动画效果的预览和创编内容向赛事现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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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的云端分发，保证了创编精度和时效性，该系统为在国家

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举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男子、女子冰

球比赛共38场赛事的体育展示互动环节提供技术服务和赛事保障。

同时，配合前后端系统的集成应用，烘托了赛事的热烈气氛，以

科技感拉满的方式为双方登场队员加油鼓劲，大幅提升了赛事氛

围，激发了运动员的运动激情，增加了体育转播在无观众场景下

的可看性，该成果的应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各

方赞誉，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多家海

内外媒体对该技术成果进行了深度报道，数字光影科技的大量应

用也成为本届冬奥会最大的亮点之一。

（二）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文化建设

面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的融合发展，满足社

会公众对网上政务服务便民化的深层次需求，学院科研团队在本

学科多年信息系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面向政务领域，

开发了一套智能政务服务与公开系统，立足我校所属行政街区，

有效推动和提升了基层社区服务与信息公开。 按照“内外联动、

点面结合、上下协同”的工作思路，深入了解辖区内海量的服务

对象(如社会公众、企业、城市资源等)，汇聚包括财务、合同、

人力在内的多源异构政府数据信息，建立与之相关的智能人机接

口、问题处理系统、专家系统、遥感系统及反馈系统等，形成了

一个融合了智能技术、工具，整合政务智能应用系统的综合性、

集成性的智能化政务服务与公开系统，实现了政务服务与政务公

开的规范化、标准化和流程化。

自2019年以来，建成的智能政务服务与信息公开系统，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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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CBD—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廊，服务于高井村，支撑高井

传媒产业园区建设。系统覆盖财务、通知通告、内部邮件、报销

管理、日程管理、合同管理、通讯录、人力资源等数十项政务服

务和信息公开，为该地区户籍人口3480人和流动人口4000人提供

政务和信息服务，助力高井村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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