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头活水——教育创新始于数据与模型的应用

卓金武，MathWorks中国教育行业销售经理



内容提要

1

• 教育创新的趋势和使命：数据与模型的应用

• 数据与模型累积能力培养教学体系的构建

• 数据与模型能力培养的平台与资源



正在改变工业界的新趋势

数据分析自动驾驶系统 工业 4.0 与物联网

自带设备 慕课课程 项目教学法 大众化硬件 数据科学

教育界的新趋势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典型实现流程：数据是基础，模型是关键

桌面应用

企业系统

部署

嵌入式设备

数据探索

预处理

数据分析

特定领域算法

传感器

文件系统

访问数据

数据库

开发

AI 模型

建模 & 仿真

算法开发



很多原因导致人工智能项目失败

团队能力不能足

没有数据科学家

数据不够

数据太多

无法与其他系统交互

工具不够完整

投资回报率低

问题不适合人工智能



要想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必须…

以数据和工程数据分析为基础

将人工智能模型与科学、工程的洞见相结合



2019最热门工程师招聘排名：

1. 数据和机器学习
2. 自动化&机器人
3. 石油
4. 土木
5. 电气
6. 新能源
7. 矿业工程
8. 设计工程

Source: newengineer.com

工业界需要擅长数据和模型的工程师



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懂数据，擅模型！
良好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并能从解决问题中找到乐趣！



高校如何培养？

教师如果教学？

学生如何学习？

数据与模型累积能力培养教学体系的构建

懂数据
擅模型



数据、模型、解决问题的统一：计算思维

+学习编程? 通过编程学习!

“计算思维对于每个人都是一项
基本技能，不仅仅是计算机科
学家。”

Jeannette Wing 博士, 微软研究院副主席
前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

“编程教会我以逻辑的方式思
考。”

Beth, 高中生，已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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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计算思维

跨学科合作

一体化的课程→一体化的校园

如果计算思维被普及，高校会怎样？



如果计算思维被普及，教学会怎样？

教学给我活力！

1. 理论讲解
2. 书面作业
3. 填鸭式
4. 师Vs.生

1. 程序夯实理论
2. 小课题
3. 指导式
4. 与学生做朋友



如果计算思维被普及，学习会怎样？

学习使我快乐！



本科数学课程分布图

如何构建计算思维培养的教学体系？



本科编程课程分布图

如何构建计算思维培养的教学体系？



计算思维培养过程

如果计算思维被普及，效果会怎样？

教学体系：将计算思维融入本科培养方案



课程计算思维培养的模式：理论+仿真+实践

理论知识 算法仿真、系统仿真 硬件平台实践

仿真 物理交互



用什么平台来实现计算思维的培养？
理论、仿真、实践有没有统一的平台？

数据与模型能力培养的平台与资源



Why MATLAB & Simulink? 

• 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都在使用 MATLAB 与 Simulink.

OICA: 2017 World Motor Vehicle Production

PwC: Aerospace and Defense 2018 Year in Review

排名前10的
所有汽车、航天航空

与国防企业

4 百万+
用户分布于全球

185个国家和地区

100,000+
商业客户，政府机构

与高等院校



行业
• 航空航天

• 汽车

• 生物与制药

• 通信

• 教育

• 电子与半导体

• 能源

• 金融

• 机械

• 医疗器械

• 软件

• 互联网

功能
▪ 嵌入式系统开发

▪ 工程教育

▪ 航空航天系统设计

▪ 控制系统设计

▪ 通信系统设计

▪ 地球科学

▪ 工程研究

▪ 机器人系统

▪ 金融建模与程序化交易

▪ 系统优化

▪ 计算生物

MATLAB & Simulink 

科学计算软件

科学家 & 工程师



MathWorks 技术主张

• 数据分析流程：

• 基于 MATLAB

• MATLAB 算法仿真

• 包含 AI 

• 基于模型设计流程：

• 基于 Simulink

• 动态系统建模，工程应用

• 完整流程：建模，仿真，部署，验证



*Gartner Magic Quadrant for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s, Peter Krensky, Erick Brethenoux, Jim Hare, Carlie Idoine, Alexander Linden, Svetlana Sicular, 11 February 2020 . 

This graphic was published by Gartner, Inc. as part of a larger research document and should be evalu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tire document. The Gartner document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from MathWorks.

Gartner does not endorse any vendor, product or service depicted in its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does not advise technology users to select only those vendors with the highest ratings or other designation. Gartner research 

publications consist of the opinions of Gartner’s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statements of fact. Gartner disclaims all warranties, express or implied, with respect to this research, including any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是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平台的领导者

• 研究人员不需要担心没有数据分析经验就可以轻松使
用MATLAB驾驭数据处理

• 提供完整的流程：数据预处理、建模、系统设计与部
署

• 可直接将模型部署到嵌入式设备、边缘计算、企业系
统和云

• 借助Simulink解决系统集成挑战并降低系统设计的风
险



完善、成熟的基于模型设计流程

代码生成

需求定义 整机集成与测试

系统集成与测试

子系统集成与测试

系统设计（系统模型）

软件设计（软件模型）

Planning

Tracking

Production

C-Code

Simulink

Plant Model

MATLAB，Simulink，Stateflow

功能：系统建模与仿真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 Toolbox

功能：开发自动驾驶相关算法

Simulink Requirements

功能：追踪模型和代码需求
Simulink Check

功能：检查模型规范
Simulink Coverage

功能：分析模型和代码覆盖率
Simulink Design Verifier

功能：定位设计错误，生成测试用例
Simulink Test

功能：自动化批量测试 Embedded Coder

功能：生成针对嵌入式系统优
化的C/C++代码

Simulink Real-Time

功能：系统实时仿真HIL测试

Polyspace Bug Finder

功能：静态分析源代码缺陷
Polyspace Code Prover

功能：证明源代码没有运行时错误

Control



MathWorks 如何帮助您实现计算思维？

为高校提供Campus-Wide License作为平台：
✓ 全方位软件使用形式

✓ 计算思维课程支持

✓ 专属高校工程师

✓ MATLAB Grader 程序作业自动化批改

✓ MATLAB Courseware实现学科交叉



MATLAB Campus-Wide License 软件安装形式

• “Everyone, Anytime, Anywhere” 获取
• 单机版：适用于全校师生安装于个人电脑

• 网络版：机房、云平台、集群

• 使用形式
• MATLAB Desktop: 自助式, 使用个人单机License

• MATLAB Online:    通过MATLAB web 浏览器获取

• MATLAB Mobile:   通过 iOS/Android获取

MATLAB ON
PCs、Clusters、cloud MATLAB MobileMATLAB Online

统一的计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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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Wide License 不止于软件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MATLAB 资源

MATLAB 基础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MATLAB

Getting Started With 

MATLAB 视频
了解科学计算语言MATLAB 的基本概念

和操作

MATLAB 入门之旅 时长 2 小时的MATLAB 在线中文交互式

课程

入门 熟练

精通

MATLAB 入门文档教程 帮助文档教程、25个章节

MATLAB 基础知识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了解核心MATLAB 功能以进

行数据分析、建模和编程

MATLAB 编程技术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改善MATLAB 代码的稳健性、

灵活性和效率

MATLAB 数学相关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符号数学、线性代数、常微

分方程等计算数学相关课程

MATLAB 示例全集 MATLAB 示例：含代码与注解

MATLAB 绘图图库 多个绘图资源与源代码

MATLAB 实时脚本库 多个 Live Script 资源与源代码

MATLAB 并行计算

视频教程
9个短视频，学习并行计算与GPU 计算

更多解决方案主页 MATLAB 相关的应用、功能与行业解决

方案主页

提高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4074-1-1.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matlab-68985.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matlab-68985.html
https://cn.mathworks.com/learn/tutorials/matlab-onramp.html
cn.mathworks.com/help/matlab/getting-started-with-matlab.html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cn.mathworks.com/help/matlab/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matlab/plot-gallery.html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matlab/live-script-gallery.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parallel-and-gpu-computing-tutorials-97719.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parallel-and-gpu-computing-tutorials-97719.html
https://ww2.mathworks.cn/solutions.html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Simulink 资源

Simulink 基础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 Simulink

Getting Started With SL

for Signal Processing视频
10 分钟视频，了解使用 Simulink 开发信

号处理模型

入门 熟练

精通

Simulink 入门文档教程 帮助文档教程、3个章节

Simulink 入门之旅 3小时自学课程，在Simulink 开始页面中可直

接进，或者运行MATLAB 命令
>>learning.simulink.launchOnramp('simulink')

Simulink 入门系列视频 9个视频、60分钟 Simulink 入门

Simulink 示例全集 Simulink 示例：含模型与注解

更多解决方案主页 Simulink 相关的应用、功能与行业解决

方案主页

提高

Getting Started With SL

for Control视频
10 分钟视频，了解使用 Simulink 开发控

制系统模型

Stateflow 入门之旅 2小时自学课程，在Simulink 开始页面中可直

接进，或者运行MATLAB 命令
>>learning.simulink.launchOnramp('stateflow')

Simscape 物理建模 使用 Simscape 构建机、电、液等物理

系统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4074-1-1.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for-signal-processing-1586429627003.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for-signal-processing-1586429627003.html
cn.mathworks.com/help/simulink/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html
cn.mathworks.com/help/simulink/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solution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69027.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69027.html
https://ww2.mathworks.cn/solutions/physical-modeling/resources.html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AI 资源

机器学习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机器学习

入门 熟练

精通

系列短视频：
应用机器学习

4 个短视频，机器学习应用与快速上手

机器学习入门之旅 时长 2 小时的 MATLAB 在线中文交互式课

程

提高

深度学习入门视频1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入门视频2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入门之旅 时长 2 小时的 MATLAB 在线中文交互式课

程

强化学习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强化学习

使用MATLAB 进行机器学习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了解核心MATLAB 功能以数

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

使用MATLAB 进行深度学习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了解核心MATLAB 功能以深

度学习技术

机器学习示例全集 机器学习示例：含代码与注解

深度学习示例全集 深度学习示例：含代码与注解

深度学习与硬件部署1 深度神经网络部署到树莓派与GPU

深度学习与硬件部署2 深度神经网络部署到树莓派与GPU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chine-learning-with-matlab-149127257500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applied-machine-learning.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applied-machine-learning.html
https://ww2.mathworks.cn/learn/tutorials/machine-learning-onramp.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lesson-1-deep-learning-for-new-users-part-1--1552916990956.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lesson-1-deep-learning-for-new-users-part-2--1552923637600.html
https://ww2.mathworks.cn/learn/tutorials/deep-learning-onramp.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dive-into-reinforcement-learning-getting-started-with-cart-pole-1587991269849.html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ww2.mathworks.cn/help/stats/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help/deeplearning/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deploying-deep-learning-application-to-arm-target-1554210083345.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deploying-deep-learning-application-to-arm-target-part-2--1554303756093.html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MBD 资源

入门

基于模型设计是什么？ 了解基于模型的设计：从概念到代码

MATLAB Coder 是什么？
3分钟短片，教你将MATLAB 代码自动

生成 C 代码

Simulink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Simulink 模型自动

生成通用 C 代码

Embedded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MATLAB 代码、

Simulink 代码自动生成嵌入式 C 代码

HDL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MATLAB 代码、

Simulink 代码自动生成

VHDL/Verilog 代码

GPU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MATLAB z自动生

成 GPU CUDA 代码

提高

代码生成教学视频 7个视频短片，掌握MBD 的核心——

自动代码生成技术

MBD 入门视频 中文视频，从建模到代码生成

项目式学习实例 视频短片，玩转树莓派和Arduino

Coder Sumit 代码生成高级应用

硬件支持列表 MATLAB/Simulink 硬件支持列表

物理模型建模教学视频 12个视频短片，掌握 2D/3D 物理对象建

模方法

HDL 代码生成教学视频 MATLAB 视频图像处理 - 从算法到 FPGA 

硬件实现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simulink.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coder-overview-61200.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imulink-coder-overview-6121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embedded-coder-overview-61213.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hdl-coder-overview-62492.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pu-coder-overview-150887482132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student-competition-code-generation-training.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odels-at-your-fingerprints-with-simulink-1571678755929.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from-theory-to-practice-case-study-for-project-based-learning-98533.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coder-summit-201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hardware-support/home.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student-competition-physical-modeling-training-107490.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vision-and-image-processing-with-matlab-from-algorithm-to-implementation-1557769832406.html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在线课程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入门之旅
为5门在线自定义进度交互式课程，通过2~3小时
的练习，同学们可以掌握相关应用的基本操作

进阶课程*
面向全校授权版用户开放的大型系列在线进阶

学习课程，所有课程使用英语授课

MATLAB 基础知识 21小时

MATLAB 编程技术 21小时

MATLAB 数据处理和可视化 7小时

使用 MATLAB 进行机器学习 14小时

使用 MATLAB 进行深度学习 14小时

MATLAB 金融应用 21小时

MATLAB 符号数学概述 2小时

用 MATLAB 求解常微分方程 2小时

用 MATLAB 求解非线性方程 2小时

MATLAB 线性代数介绍 2小时

MATLAB统计方法介绍 2小时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视频短片

cn.mathworks.com/videos/search.html http://i.youku.com/mathworks

官网视频库
超过 2800 个技术视频资源。热门搜索

“小迈步”、“How to”等系列

优酷课堂
热门技术短片，含中文翻译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示例与代码

cn.mathworks.com/help/examples.html

MATLAB 自带示例
数千个 MATLAB/Simulink 示
例，含源代码、模型和详解

MATLAB Add-Ons
社区资源分享

上万个 MATLAB/Simulink

社区分享应用

MATLAB > Add-Ons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MATLAB
桌面版

MATLAB Online
浏览器版

MATLAB Mobile
手机版

matlab.mathworks.com
访问校内MATLAB 下载主页

或
www.mathworks.com/downloads/

MATLAB 移动端

Campus-Wide License包含的服务内容



科研支持环路

Innovation
Expertise

Knowledge
Curricula

科研工具探索研究生教育

商业科研工具
助力产学合作培养未来的科研能力

学术研究

本科教育 产业合作

Skilled Workforce

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Campus-Wide License不止于教学



Campus-Wide License科研支持生态

Researcher

Journal Publishers

Tool Builders

Data Providers Research Peers

HPC Centers

Academic Institutions

集群版助力超级算法研究

支持第三方工具

出版工具

数据获取

工具和APP开发社区 *When Third Party is granted university credentials and access 

to institution infrastructure

师生都可以安装的科研软件



MATLAB 令人工智能变得简单

数据标签 有限的数据

专业领域的数据处理 有限的参考研究

部署和扩展到各平台

专业领域相关的算法和工
具

多平台部署数据标注工具
数据增强算法和
仿真生成数据

预训练网络
AI 生态系统的合作



MATLAB助力始于数据与模型的教育创新

基于Campus-Wide License平台

构建计算思维培养教学体系

培养懂数据、善模型的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



我们的核心价值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Respect

and Invest

Rational 

Workplace

Learning and

Self-Improvement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Why MATLAB?
“不仅是今天适手的学习、科研工具，而且是明天有力的工作技能”



MATLAB Expo 2020

源头活水，从教育创新开始!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discover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