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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长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始建于 1978 

年,1998 年获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获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先后获批国家级特色学

科、省重点学科、省“十一五”重点学科、省“十二五”优

势特色重点学科、省高水平优势特色学科 A 类，在全国第四

轮学科评估中结果为 C。 

经过 20 多年的积淀和发展，学科已形成了稳定的研究

方向，持续的师资队伍建设为研究生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在科学理论研究、工程技术创新、科技产品转化等方面

充满活力，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研究方向 

本学科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主导，依据学科定位与发

展目标，设立学科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涵盖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的主要分支，经过长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实践，形成以下

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1）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本学科在该方向是国内较早从事数据挖掘与 Web 智能、

商业智能方面研究的单位之一，该方向紧跟学术前沿，拓展

国际视野，遵循理论与技术面向国际、推广与应用面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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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的原则，近年来，在深度学习、跨界融合、

智能信息处理、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了

诸多优秀成果。 

（2）智能计算与软件工程 

本学科在该方向的研究起步较早，以服务社会为目标，

紧密围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前沿，结合行业领域和

地方经济发展亟需的专业技术开展研究，主要在 Web 与情感

分析、个性化推荐技术、商务智能、计算生物学与生物特征

识别、智慧家居、智能规划与推理等领域进行研究与应用。 

（3）网络与信息安全 

该方向主要开展信息安全算法、信息安全协议、信息系

统安全及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在网络安全管理、

入侵检测、移动网络安全、无线网络安全、数字水印嵌入与

检测算法、数据挖掘与过滤算法、云计算与物联网安全模型、

安全防护等领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 

（4）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 

该方向主要研究计算机图像处理的理论与应用，包括数

字水印技术、图像检索技术、医学图像处理、基于图像的绘

制技术、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虚拟环境的模拟、自然

景物的模拟、碰撞检测技术、模式识别和机器视觉、生物信

息鉴别技术等方面，在医学、遥感、通信、工业自动化等领

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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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情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35 人，其中硕士

生导师 27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国家模范教师 1 人，长白

山技能名师 1 人，省教学名师 2 人，省优秀教师 1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14 人，博士 24 人，45 岁及以下教师 16 人。 

（2）各研究方向带头人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向带头人鲁慧民教授，ACM、IEEE、

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吉林省欧美同学

会（吉林省留学人员联谊会）会员，国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

审 专 家 ，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 ScienceAisa 》 、 《 China 

Communic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国科学：技术科学》、《吉林大学学

报（工学版）》等审稿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与应

用、生物特征识别、计算机视觉、智能数据分析与挖掘，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吉林省科技厅项目 3 项，吉林

省发改委项目 1 项，吉林省教育厅项目 1 项，长春市科技局

项目 1 项；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全国商业科技

进步三等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26 篇，

其中 SCI、EI 检索 17 篇。 

智能计算与软件工程方向带头人刘钢教授，近年来主要

从事大数据处理、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数据挖掘等方面的

算法研究与应用研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智慧金融、辅助

医疗、智慧居家养老等领域，主持完成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3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 10 余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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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吉林省教学成果奖 3 项，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2 项，其他省

级以上奖励 4 项。 

网络与信息安全方向带头人韩立权副教授，近年来主要

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语义网、网络与信息安全方面的研究。

主持吉林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吉林省教育厅项目 2 项，横

向科研项目 18 项，科研经费累计超过 500 万元。发表学术

论文近 20 篇，其中 EI 检索 12 篇。 

计算机图形图像方向带头人徐中宇副教授，近年来主要

从事人脸识别、虹膜识别、图像的分割及特征提取、多模态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以及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视网膜图像处理

等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余项，出

版专著 1 部，发表核心及以上学术论文 11 篇。 

（3）各研究方向师资情况 

人工智能及应用方向现有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2 人，

副教授 6 人，博士 6 人；智能计算与软件工程方向现有教师

10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 人，博士 7 人；网络与信息

安全方向现有教师 7 人，其中副教授 5 人，博士 4 人；计算

机图形图像处理方向现有教师 7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博士 7 人。 

3.培养条件 

学科各项研究生培养制度比较健全，能满足人才培养和

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加强研究生教学资源和科研平台建

设，努力争取各项经费支持，积极开拓校企合作基地，增加

设备投入，改善科研条件，为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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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和保障。 

2020 年 8 月，学院整体搬迁到北湖校区西区，按照学术

方向规划了 14 个研究室，2 个公共研究室，配备了新桌椅，

进行了综合布线，改善了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条件。同时开

设 2 间研究生研讨室，配备了新会议桌、白板和投影设备，

采取预约的方式进行学术研讨，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讨氛

围。 

目前，学院有1个省级产业公共技术研发中心，1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拔尖人才培养基地，1个市级产业技术

研发中心，1个市级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可供研究生使

用的实验室面积650多平方米，教学科研用仪器设备价值310 

多万元。 

学科始终坚持研产学相结合，面向行业领域及地方经济

需求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目前建有 1 个省级硕士研究生工作

站，4 个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为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

就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科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强化“三全育人”理念，把立德树人融入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各环节，构建一体化“大思

政”工作格局，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1.注重课程思政，聚焦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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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教师注重课程思政改革，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教学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学

院结对共建方案，实施“同向同行”计划。开展课程思政经

验分享会，打造课程思政精品教学案例，使思政元素与专业

课程有机融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和高水平

人才培养体系。 

2.注重产教融合，促进特色发展 

学科面向行业领域及地方经济需求，探寻与企业的契合

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依托研究生工作站和研究生实习实

践基地建设，加强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着力提升学生的职

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 

3.注重阵地建设，营造育人氛围 

积极构建“12345 全覆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

个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个先

锋引领：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以及辅导员的引领

作用；“3”个层次联动：“核心层、骨干层、全员层”联

动，构建层层推进、层层辐射的理论教育体系；“4 个”课

堂相结合：形成了思政课第一课堂、青马班（党校）第二课

堂、理论实践社团第三课堂、新媒体平台线上第四课堂的全

覆盖培养模式；“5 长制”关系建构：推行了“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党政联席会制度下的院长、参与全员育人工作的师

长、关注学生成才的家长、倾情学生进步的学长”相结合的

“五长制”立体教育模式，引导学生建立互信互动关系，提

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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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课程建设 

本学科专业教师注重课程思政改革，深入挖掘专业课程

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教学全过程。2020 年，《算

法设计与分析》《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两门课程获批校级

“课程思政”立项建设项目。 

本学科以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与科研实践能力的培

养为重心，修订培养方案，分类构建课程体系，逐步形成了

“问题导向、专题研讨、案例复现”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改

革模式。 

鼓励教师以问题导向设计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紧跟当前的学科发展

动态和前沿问题，建立教学内容动态更新机制，以专题的形

式发布任务；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结合教师的指导，复现计

算机学科中的的经典案例，训练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 

2.制度建设 

按照学校的各项制度进行研究生教育教学各环节的管

理，根据学科特点，修订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学

位申请者学术成果要求》。 

完善了导师考核和管理办法，为强化外聘硕士生导师的

责任意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制定了《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外聘指导教师招生资格认定及管理工作

实施细则》。 

加强研究生培养的过程性考核，完善研究生学位论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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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期检查、预答辩、论文评阅、答辩、学位授予审核等

全过程管理机制。 

3. 师资队伍建设 

2020 年，意向引进博士 1 人，正在洽谈，博士后进站 1

人，国外访问学者 1 人、国内访问学者 1 人，派出骨干教师

参加线上线下各类全国教学研讨会 100 多人次，获教学优秀

奖 2 人，李成日奖教基金 1 人，申报校优秀学者优秀青年学

者 2 人。     

2020 年，本学科硕士生导师共 27 人，其中本年度新增

导师 2 人；外聘硕士生导师 4 人；按照学校要求开展了 2021

年导师招生资格认定，24 名硕士生导师获得招生资格。 

    4.培养条件建设 

2020 年 8 月，学院整体搬迁到北湖校区西区，按照学术

方向规划了 14 个研究室，2 个公共研究室，配备了新桌椅，

进行了综合布线，改善了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条件。同时开

设 2 间研究生研讨室，配备了新会议桌、白板和投影设备，

采取预约的方式进行学术研讨，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讨氛

围。目前，可供研究生使用的实验室面积 650 多平方米，教

学科研用仪器设备价值 310 多万元。 

正式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系级建制），分别在北湖计

算机楼划出一片区域、在南湖老图三楼 A区留出足够的房间，

申请了 12.8 万元经费购置基本实验设备，使人工智能研究

院成为学院科学研究与学术引领的基地，未来进行多学科交

叉融合，能够产出更多的科研项目和成果。 



9 

 

2020年，本学科新增1个省级硕士研究生工作站，4个研

究生实习实践基地，为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就业提供了

充分保障。 

    5.科学研究工作 

2020年，本学科教师提前规划、精心谋划，积极进行各

级各类科研项目申请。学科对具备冲击国自然、科技厅项目

的重点教师进行了辅导和帮扶，提升了师生科学研究的吸引

力。本年度实现了学术成果数量、质量和经费总额的持续提

升。获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吉林省科技厅项目3项，吉

林省发改委项目2项，吉林省教育厅项目5项，横向课题14项，

参与科研项目的教师数量有较大增加，科研经费223.9万元；

发表学术论文28篇，其中SCI期刊论文11篇，EI期刊论文1篇，

核心期刊2篇。 

    6.招生与就业 

2020年，本学科广泛开展线上线下招生宣传，组织校内

外招生宣讲5次，招收硕士研究生20人。授予学位12人，全

部就业，其中进入国有企业2人，高等教育单位3人，事业单

位3人，其他企业4人。 

    7.人才培养 

按照学校的部署和规定进行各年级的教学管理工作。积

极组织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业绩交流会，营造浓厚的科研学

术氛围。吉林省YOCSEF学术年会在我院召开；组织教师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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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参加院外学术报告6次，组织了研究生2020年度成果汇

报会。研究生共发表论文16篇。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方面，缺少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

干，教师队伍中 45 岁左右人员比例较大，由于地域及行业

竞争，很难引进计算机学科的领军人才和学术骨干，优秀青

年博士引进人数远远不够。 

2.招生方面，生源数量较过去有一定提高，但还需要制

定更加科学的招生复试办法选拔优秀生源，提高生源质量。 

3.科学研究方面，研究方向需要合理地规划整合，充分

发挥创新团队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积极作用，提升学科的科

研能力和学术成果。 

4.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加强学术交流，为师生提供更多

的学术交流机会，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科研和学术氛围。 

五、改进措施 

本学科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持续改进。 

1.加强学术人才建设 

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强学术领军人才、学术骨干和

优秀博士的引进和培养。 

2.加强招生宣传的范围和力度，制定科学有效的招生复

试办法，注重学科内涵式发展，提高学科的影响力，吸引优

秀生源。 

3.加强科研合作和团队建设 

科学整合各研究方向，加强与国际、国内高校和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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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学术队伍的整体实力。激励教师、

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热情，进一步提高学科的科研实力。 

4.加强学术交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组织学术嘉年华、科研成果交流等学术研讨活动。导师

提高自身科研水平的同时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加强研究生

培养的过程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