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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体智能是有机体通过彼此间的交互而涌现出超越个体智能水平的智能类型,即个体的行为以非线

性方式涌现形成群体的行为。生物学领域的群体智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提供了概念框架,为其高层次人才

培养提供了适应性情境。佐治亚大学作为美国第一所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的高校,是

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典范。其人工智能硕士项目依托于人工智能研究院,秉持群智交互的理念,集聚

多学科师资队伍,汇聚多方主体力量,设置了覆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不同层次与不

同类型的真实研究项目,形成了完备的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基于此,研究提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

高层次人才培养要打破桎梏,组建多元异质性师资队伍,进行系统化改革;适应需求,设置“基础层、技术层、

应用层”全链条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群智交互,顺应知识生产模式演变,构建多元开放协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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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赢得人

机围棋对战大赛,人工智能瞬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此后,美国相继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

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美国

人工智能倡议》等报告,引起了各国政府、资本界、产
业界以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17年,我国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把高端人才队

伍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中之重;2018年,工
业与信息化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我

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行动目标与具体任务。2019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

信中指出,“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找准突破

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

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

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承担着为国家输送科技前沿

和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任务。2020年1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
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

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构建基础理论人

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
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

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水平。
截至2020年,我国已有215所高校获批开设人

工智能本科专业,在探索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道路

上已迈出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生人才的培养,大多数高校仍是在计算机相关专业

下设若干培养方向。作为一门横贯不同领域的横断

学科[1],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人才培养路径与机制



仍不清晰。现有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探讨人工智能本

科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2-5],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生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匮乏[6],业界似乎也还未达

成明确共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工智

能领域研究生人才培养起步较晚、培养模式尚不成

熟。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生人才培养。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

隆大学、普渡大学等一批高校最早开始人工智能领

域的相关研究,但彼时人工智能并未发展成为独立

的专业。1984年,佐治亚大学(TheUniversityof
Georgia,UGA)开始筹建人工智能硕士项目,成为

美国第一个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专业招收硕士研究

生的高校。佐治亚大学成立于1785年,作为顶尖的

综合性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以优质的本科生教育

和高精尖的研究生教育闻名。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

基金会在其研究与学术两方面排名中,均将佐治亚

大学列为最高级,在研究方面,将佐治亚大学列为

“全国第一等研究型大学”(最高等级)[7]。其人工智

能硕士项目独立于计算机学院设立,历经长足发展

依然秉持创建之初的群智交互理念,是硕士层面人

工智能专业建设的典范[8]。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生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担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在
当前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之际,系统剖析佐治亚大学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对我

国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与推动人工智能学

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发展沿革

1956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启了人工智能

的纪元。自此以后,美国的高校相继开展建设人工

智能领域的研究组织与人才培养。1984年,佐治亚

大学中来自计算机、哲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
化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的师资团

队,开始筹建人工智能研究组。由于美国政府、产业

界以及学术界对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迫切需求,佐
治亚大学于1985年开始筹划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并
于1986年招收了首批人工智能硕士研究生。1987
年,佐治亚大学人工智能硕士项目正式建立[9]。

UGA的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在一个多学科、跨
学科的研究组中孕育而生,从创立伊始便独立于计

算机学院之外,具有天然的学科交叉特性。创立之

初,其课程体系由基础课程与高级课程两部分构成,
一方面依托 UGA原有院系的相关课程,比如心理

学系的认知心理学、计算机学院的自然语言处理以

及语言系的语言课程等;另一方面围绕哲学系与计

算机学院为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开发新的课程[9]。同

样,该项目的师资队伍也是由来自计算机学院、管理

学院、心理学院以及语言学院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教

师构成。除了跨学科、多学科的课程设置与教师团

队之外,其实践教学也是在不同学院的实验室和硬

件设备的支撑下开展,充分体现出跨学科、多学科、
异质性的特点。1994年,人工智能研究组发展成为

人工智能中心,2006年该中心并入富兰克林文理学

院,2008年发展成为人工智能研究院。从1988年

至今,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已经培养出了200多

名硕士毕业生[10]。目前,该项目提供包括自动推

理、认知建模、神经网络、遗传算法、专家数据库、专
家系统、知识表示、逻辑编程和自然语言处理、微电

子技术以及机器人等多样化的研究方向。

三、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特征

群体智能这一词汇来源于生物学领域,是针对

蚂蚁、蜜蜂等为代表的社会性昆虫的群体行为的研

究,最早被用在细胞机器人系统的描述中。群体智

能是指自然界的有机体通过彼此间的交互而“涌现”
出超越个体智能水平的智能类型,即有机体通过简

单的规则与彼此间的互动形成复杂的集体行动,产
生更强大的智能[11]。在蚂蚁、蜜蜂等群体中,个体

的结构与功能相对简单,但是它们的集体行为通常

非常复杂,其群体的复杂行为是群体中各个个体随

时间相互作用的交互结果。“群智交互”体现的是多

方参与、跨界交叉、多元融合的理念。随着算力、算
法与数据的蓬勃发展,新一轮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以

往聚焦于个体智能转换到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群

体智能,凸显出强烈的群组效应。“群智交互”意味

着聚集群体的智能,最大限度发挥群组效应,这是当

今人工智能发展的显著特点,也是人工智能高层次

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UGA人工智能硕士项

目彰显出极强的群智交互特征,主要体现在课程体

系设置、师资队伍构成以及研究项目供给三个方面。
(一)全链条课程设置

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致力于培养人工智能

领域的研究者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者。整个学

习过程大约持续两年时间,学生毕业需达到规定学

分要求并完成论文答辩。项目规定学生至少要修满

30个学分的课程,包括16个学分的必修课程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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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分的选修课程。必修课程为人工智能专业核心

课程,如机器学习、演绎系统等。除此之外,还包含

3个学分的论文写作指导以及2个学分的学术研

究,必修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如表1[12]所示。选修

课程共47门,分为A类与B类。值得注意的是,并
不是所有的选修课程都是专门为人工智能硕士项目

而设置的,部分选修课程为其他院系的专业课或专

业基础课。学生需要去其他院系学习对应的课程,
例如心理学系开设的心理语言学、哲学系开设的技

术哲学等。可以看出,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的

跨界交叉本质不仅体现在课程门类的多样化,更重

要的是使学生实地沉浸在其他学科专业的环境之

中,在真实情境中培养学生宽广的学科视野。选修

课程包括多学科的前沿与应用型课程(例如人机交

互、生物医学信息学)、基础与理论型课程(例如心理

语言学、形态学),凸显出人工智能领域跨界、学科交

叉的本质。学生必须选择至少8个学分的 A类课

程,至少6个学分的B类课程,选修课程与学分要

求如表2[12]所示。
表1 必修课程[12]

必修课程 学分

演绎系统 3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二选一) 4

人工智能导论 3
研讨课 1

论文写作指导 3
学术研究 2

  分析可见,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的课程设

置涵盖了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完整的

知识链条,如图1所示。基础层课程包括人工智能

专业核心课程(例如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与心

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基础与理论性课程,主要为

学生提供人工智能领域所必需的知识基础与认知框

架,为学生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打下坚实

基础;同时使学生深度了解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把
握人类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从而为人工智能技

术的研发与突破提供必要支撑。技术层是连接基础

层与应用层的桥梁,课程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多
机器人系统、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等面

向不同应用领域的技术性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与研究方向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进行深度

“攻关”。应用层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下的具体实施,旨在加速人工智能在众多应用

领域的突破与创新成果的产生,满足人工智能产业

表2 选修课程[12]

类型 选修课程 学分

A类

人工智能与网络 4
数据科学 4

机器人学导论 4
符号编程 3
进化计算 4
人机交互 4
知识系统 4

数据科学(基于项目的实践) 4
信息系统高级专题 4

多机器人系统 4
自然语言处理 4

逻辑与逻辑程序设计 4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4

生物医学信息学 4
不确定型决策 4

计算智能 4
高级表征学习 4

机器学习 4
高级数据分析 4

隐私保护数据分析 4
人文计算概论 3

高级林区规划与采伐调度 3
商业智能系统 3

商务智能 3

B类

自然语言处理专题/计算机

科学专题(偏应用而非开发)
3

文本与语料库分析 3
心理语言学 3

语音学与音系学 3
高级语音学 3
组合语义学 3

形态学 3
生成句法 3

高级生成句法 3
语音学/音韵学(研讨课) 3

技术哲学 3
语言哲学 3
心灵哲学 3

自然科学哲学 3
模型论 3

数学哲学 3
语言哲学(研讨课) 最多3个学分

心灵哲学(研讨课) 最多3个学分

逻辑问题(研讨课) 最多3个学分

形而上学(研讨课) 最多3个学分

认识论 最多3个学分

认知心理学 3
判断与决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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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该层次的课程包括生物医学信息学、商
业智能系统等众多不同领域的应用性课程,学生可

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与技术层课程相对应的应用型

课程进行深度学习,从而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满
足产业发展与社会需求。

图1 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课程体系

(二)异质性师资队伍

UGA认为人工智能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

科,而是一个横断、交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涵盖

了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工

程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基于此,UGA人工智能

硕士项目从创立伊始就整合了多个学科的资源,构
建了跨学科、多学科的教师队伍。截至2021年8
月,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拥有48名员工组成的

师资队伍,其中包括8名荣誉教师,涉及十九个不同

的研究领域,涵盖计算机科学、哲学、管理学、生物医

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工程学等不同学科。基础与

应用兼具,理工与人文融合,师资队伍组成具体分布

如表3[12]所示。
表3 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师资队伍分布[12]

学科领域 人数

政治学、公共政策与管理 1
管理学 1

计算机科学 15
哲学 7

林业资源 2
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 2

公共卫生学 1
戏剧与电影研究 1

心理学 3
语言学 2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 2
信息管理系统 1

英语 1
工程学 2
统计学 1

人工智能领域 3
数学与科学教育 1
生物与农业工程 1

职业研究 1

  多元化、异质性的师资队伍为 UGA人工智能

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支撑。哲学、语言学、心
理学等学科为人工智能算法创新提供基础思想和模

拟原型;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工程学等学科构建起

技术路径,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支撑与建模分析;信
息管理系统、农业工程、林业资源等学科为人工智能

技术提供落地场景,面向特定产业形成行业解决方

案。各个研究领域的教师构成了层次分明、各有侧

重的指导体系,为 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强力保障。
(三)多类型实验平台与研究项目

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人工智

能产业的人才需求将越来越多样化。高校与科研机

构之间、学术界与产业界、工业界之间的跨界融合将

越来越多。除了多元化的师资队伍之外,UGA人

工智能硕士项目还与多方主体开展长期密切的合

作,为学生提供类型多样的实验平台与研究项目,覆
盖人工智能不同研究领域与应用场景。目前,UGA
人工智能硕士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四种可选的研究领

域:进 化 计 算 与 机 器 学 习 实 验 室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MachineLearningLab,ECML)、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技 术 尖 端 研 究 实 验 室(THINC
Lab)、异 构 机 器 人 研 究 实 验 室 (Heterogeneous
RoboticsResearchLab,HERO)以及致力于心理学

研究的计算机语音分析项目(ComputerAnalysisof
SpeechforPsychologicalResearch,CASPR)[13]。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根技术,本质是通过计

算模型和算法从数据中学习规律的一门学问。机器

学习在各种需要从复杂数据中挖掘规律的领域有着

广泛的应用,已成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最核心的技

术之一。ECML实验室主要开展进化算法与机器

学习以及两者交叉领域的相关研究,包括基础研究

以及在生物学领域的应用研究。该实验室提供不同

的项目供学生选择,以项目为驱动开展学习与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10个项目为:人类基因组突变致

癌识别、阿尔茨海默症检测与预测的机器学习方法、
连续基因遗传算法中的灵敏度分析与连锁检测、古
兰经与圣训语料库的知识建模与分类、全基因组关

联研究、长链非编码RNA的检测、利用GPU(图形

处理器)加速机器学习和进化计算、临床问题的短文

本分类、聚类算法分析、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英语语

篇概念/综合复杂度自动评分器的研发[14]。
算法创新是推动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强化学习与多智能体分布计算系统等技术可以

提升机器智能的水平。THINC实验室主要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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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合作,围绕多智能体系统、强化学

习、移动机器人和语义网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其

长期接受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防部

机构以及行业企业的资助,与政府、企业等不同主体

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多方的支持与协作下,THINC
实验室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已在国际

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等重要会议与JAIR等人工智能

领域权威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15]。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聚焦个体智

能转换为聚焦于群体智能,实现群智交互,最大限度

地发挥群组的效应。HERO实验室着重开展不同

功能和移动能力异构机器人系统的应用研究以及多

智能体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多机器人系统、智能和

直觉的远程操作、人机连接、机器人在紧急救援与应

对灾难等挑战性环境中的应用。该实验室的团队以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系统理论为基础,设计了一

种新的基于优先级队列机制的协商协议,形成了机

器人的需求层次,使其能够有效地适应动态环境,最
大限度地发挥群组的效应。目前,该团队已经提出

了一个新的多机器人任务分配、通信、规划和执行相

结合的框架[16]。

CASPR项目最初由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出资赞助,该公司长期致力于药

品研发和药物生产,属于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在
2021年发布的“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排行榜中

位列97位[17]。CASPR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计算

机分析语音寻找诊断、评估和调查精神疾病和其他

大脑损伤的方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与

兴趣选择是否参加。该项目以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为导向,学生在研究与实践过程中要定期提交进展

报告并形成最终解决方案[18]。在此过程中,学生要

真正地做到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应用,可以有效培养

人工智能人才所需的理论创新能力与技术突破能

力。同时,企业也得以进行及时的成果转化,形成双

赢的良性循环。
人工智能产业分为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

基础层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基础,要求相对最高;
技术层为其开发技术与输出,解决具体问题;应用层

面向行业企业提供商业化解决方案,人才需求量相

对较大。每一层都对应人工智能众多不同研究领

域,比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

人学等。三个层次互为支撑,形成了人工智能完整

的产业链条。由上所述,UGA提供的研究领域与

项目设置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不仅满

足了产业发展需求而且为人工智能领域自身的发展

与突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思考与启示

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论文数量和高被引数量均排世界第一,人工智能人

才拥有量达到全球第二[19]。同时,相关数据显示,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人

工智 能 人 才 数 量 分 别 位 居 世 界 第 一、第 二 与 第

四[20]。但是,在全球高校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数量分

布榜上,中国没有一所高校进入前十榜单,我国人工

智能杰出人才仍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20]。人工智

能高层次人才紧缺,尤其是缺乏大量基础层与技术

层人才,仍是我国的现实写照。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自1986年招收首批硕

士研究生起,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其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已形成了具有鲜明群智

交互特征的典型模式。借鉴美国佐治亚大学人工智

能硕士项目的发展经验,我国相关培养单位可从以

下三个方面着手完善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

体系。
(一)打破桎梏,系统化改革

人工智能横跨多个学科领域,涉及众多基础学

科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学科[21],具有典型的学科交

叉特性。其之所以能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正在于融

合多个学科引发科学技术产生链式突破,从而带动

各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快速跃升。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是人工智能学科发展的基础,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

于教师。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由跨学科、多学

科的教师团队聚合而成,多元化师资团队构成的人

工智能学术共同体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强力

支撑。所以,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必须要超越传统学

科界限,鼓励多学科、跨学科师资的交叉协同,形成

一支多元异质性的师资队伍。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人才培养起步较晚,

大多依托于计算机学院或软件学院的计算机技术应

用专业,下设人工智能领域培养方向[6]。因此就形

成了教师学科背景单一、同质化问题严峻的僵局。
并且在原有学院建制之下,会堵塞不同学科间教师

的自由流动,严重阻碍多学科师资队伍的搭建。从

促进人工智能学科发展和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视角,相关培养单位有必要结合自身条件以实体

或虚拟形式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或交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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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究中心,以此为抓手形成灵活的教师聘任制度,
突破传统学院对于教师的“羁绊”,为聚集优秀杰出

师资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应加快人工智

能一级学科的建设步伐。2021年我国新设置的“交
叉学科门类”下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

全学”作为一级学科,此举旨在增强学术界与社会各

界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从而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

通道和平台。人工智能作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

技术领域之一,同样迫切需要一级学科的地位认可。
而且,在我国现行学科专业目录设置制度下,一级学

科地位的获得是人工智能在高校得以发展的合法性

前提[22]。只有获得了一级学科地位,才能获得学科

建设相应的资源支持,从而更便于引进聚集一批高

层次、跨学科、多学科的师资队伍。
(二)适应需求,多样化发展

在人工智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中,其研究领域

不断拓展,与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逻辑

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形成了广泛紧密的联系,覆盖

的产业范围呈链式增长并且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样化。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课程体系覆盖

了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至应用层的完整产业链。
专业系列课程旨在为学生打下坚实理论基础,大量

的选修课程提供人工智能不同的技术方向与应用领

域供学生选择,基础与应用紧密耦合,满足了人工智

能产业链发展对于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同时在这

一过程中,赋予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彰显出个性

化培养特色。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层与技术层———例如

基础理论、原创算法、高端芯片和生态系统等核心环

节———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迫切需要多样化的人

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填补空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

础环节,构建开放多样、跨界交叉的课程体系是提高

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23]。通过对

首批设立人工智能专业的35所高校的网站资料分

析,发现大部分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与其他学科的

融合深度严重不足,特别是缺乏与人文社会科学相

关专业的跨界交叉。这无疑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突

破与技术创新增添了屏障,蒙蔽了人工智能高层次

人才宽广的学科视野,阻塞了“人工智能+X”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进程。鉴于此,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

特色与优势,设置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工智能“基础

层、技术层、应用层”全链条课程体系,以课程为载体

构建层次分明、类型多样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考虑

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学生

作为不同个体其自身存在的差异性与兴趣所在。
(三)群智交互,构建多元开放协同网络

UGA人工智能硕士项目与政府、企业等多方

主体建立了长期、广泛、紧密的联系,为学生提供了

大量的项目学习与课题研究机会。依托多方支持共

同开展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充分显现出群智

交互特征,为我国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

有益参考。
传统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知识分化为导向且

圈定于学科藩篱之内,限制知识流动与多方跨界融

合。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脑科学等新技术

与新理论的日趋成熟,人工智能已呈现出群体智能、
深度学习、人机协同、自主操控等新特征。人工智能

本质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而催生的一门学科[24],发
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产业链的应用。知识生产模式Ⅳ
的雏形正是在开放流动、多元联通的空间中,政府、
高校(科研机构)、公民社会、行业企业等多元利益相

关者立足于现代社会网络构成的创新知识教育系

统,其中包含了跨学科教育从初步整合向深度融合

转变[25]。而这一形式也正契合人工智能作为理论

博大精深、技术深度牵引、应用赋能社会的综合协同

体所显现出的特质。同时,对于新时代的研究生教

育而言,多元开放的教育网络是其生命力的保障,也
是人类社会在新的教育系统中不断探索的结果[25]。
因此,以群智交互理念形成多方主体良性交互的动

力机制,引领构建多元开放网络,是培养人工智能领

域高层次人才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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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rmIntelligenceLeadsHigh-levelAIProfessionalTraining:
ExperienceandInspirationfromtheUniversityofGeorgia

MAYonghong,MAWanli
(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Swarmintelligenceisatypeofintelligencethatemergesfromtheinteractionbetweenorganismsanditsintelligence
levelishigherthanthatoftheindividuals,i.e.thebehavioroftheindividualsappearsinanonlinearwayandformsakindof
collectivebehavioroftheswarm.Theswarmintelligenceinthefieldofbiologyprovidesaconceptualframework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breakthroughandanadaptivecontextforthecultivationofhigh-levelprofessionals.TheUniversityofGeorgia,the
firstoneintheUnitedStatestak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asanindependentmajortorecruitpostgraduates,isamodelof
cultivatinghigh-levelprofessionalsinartificialintelligence.Relyingonits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instituteandadheringto
theconceptofswarmintelligenceinteraction,thepostgraduatetrainingprogramoftheuniversityorganizesamultidisciplinary
facultyteam,poolstogetherthestrengthofvariousentities,setsupacurriculumsystemcoveringthewholeindustrialchain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providesstudentswithapplication-orientedresearchprojectsatdifferentlevelsandindifferentfields
inacompletetrainingsystem.Inspiredbythefindings,theauthorsproposethatChinashouldbreakthecultivation"shackles",
establishamulti-pluralandheterogeneousteachingteam,andcarryoutasystematicreform.Theauthorsalsoproposethatwe
shouldadapttothepracticalrequirements,developa"wholechain"curriculumsystemrangingoverbasiclevel,technicallevel
andapplicationleveltopromotediversifieddevelopmentofstudents.Furthermore,weshould,inlinewiththeevolutionof
knowledgeproductionmode,carryoutstudyofinteractionofswarmintelligenceandbuildadiversified,openandcollaborative
network.
Keywords:postgraduatetrain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emergingdisciplines;swarmintelligence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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