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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课程对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提出校企共建模式的创新实验课程项目。
立足于面向产业界培养领军人才的特定目标，引入校企合作机制，采用以校为主、为校所用的基本原则，
构建独具风格的创新实验课程共建体系。经过在 CUDA 高性能并行程序设计课程上的多年实践和验

证，证实了共建模式在创新实验课程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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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创新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美国制定了著名的“2061”计划，旨在用一代人的时间根本改变美国
的教育体制，造就新一代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国民[1]。我国教育部在 2012 年发布了《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以
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也是当今高等教育顺应时代改革的主题。
针对计算机类课程，提出校企共建模式的创新实验课建设方案。创新实验课是“985 工程”建设项
目“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子项目。该项目意在通过集中优质教育资源，为基础好、能力强、有精力、
有兴趣的优秀本科生提供优质实践教学培养平台，安排难度和深度适当的综合实验、创新实验，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校企共建可以有效发挥高校和企业以创新实验课《CUDA 高性能并行程序设计》为
案例，详细给出了共建模式和课程体系。不论是从最初的建设模式还是最终收到的效果来看，都是颇
具特色的，最终实现了学生、学校和企业优势互补、三方共赢。

1 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软件人才是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有效途径[3]。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中明确指出：企业不仅仅是人才的使用者，还需要深入
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与高校深度合作，联合制订人才培养计划。企业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环境和技
术支持，学校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高效能地实现学校办学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地方区域经济快
速增长服务。
课程共建的合作模式是决定课程最终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的重要因素。在合作模式的探索上，有的
从企业角度进行讨论[4]，更多的则从高校角度进行总结[5-6]。大体来讲，可以分成企业主导型、高校
主导型和企业-高校共同主导型。对于企业主导型，很多高职类院校遵从这一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以企业的需求为第一目标，所有的课程设置和实践安排均是为了满足企业所需要的技能。高校主导型
则是以高校力量为主，企业的参与处于从属地位。这一模式中，在制定培养体系或者课程实施过程时
加入企业的力量。有的是在授课过程中聘请企业老师进行授课或者指导，有的则是在培养方案制订期
间，征询企业专家的意见。对于共同主导型模式，企业和高校双方以对等方式合作，培养目标和课程
设置经双方深入议定，双方均有决定权。
我们启动的创新实验课采用高校主导型共建模式。确定这一合作模式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点，高
校，特别是 985 高校，对于如何培养具有未来竞争力的高端人才更有经验。第二点，以往的合作经验
表明，高校如果失去人才培养的独立性，将退化为职业技术教育。第三点，引入企业的力量，并不是
单单为了这个企业培养人才，而应为整个行业培养人才。如果教学的内容沦为了某个企业专有工具的
使用技术，无疑培养出的学生是难以具有较高竞争力的。
在这种以高校为主导的共建模式下，如何保证课程的培养目标能够符合产业界的需求呢？为此我
们设计了一系列保证体系，以较大程度的引入企业的需求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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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共建体系
课程的共建体系，是为了既保证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独立性，又能够培养出适合行业需求的人才。
本节结合创新实验课《CUDA 高性能并行程序设计》来具体说明课程共建体系。在与合作公司开展校
企合作共建过程中，从四个方面做了顶层规划。首先是课程的实验目标和内容，其次是软硬件实验环
境，再者是课程的认证和质量保证体系，最后是教学服务平台。这四个方面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
存在很多交织。
本课程面向全校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开设，在课程的实验目标上，结合 GPU 程序设计实例，旨
在帮助学生学会采用并行思想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同时锻炼和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计算思维能
力并增长解决实际大规模任务中性能相关的高级技能。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的，必须密切联系企业所
在行业的重点需求，并在需求驱动下设计经企业认定的实验内容。经过双方多轮次的深入讨论，确定
下课程的讲授内容和实验内容。目前课程为 24 学时，其中有 8 学时进行 CUDA 基本编程知识的讲授，
8 学时用来完成 4 个基本实验，剩余的 8 学时完成一个创新项目。整个讲授内容分成相互衔接、难度
逐次递增的三个层次。第 1 层次介绍并行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常用并行模式。配合实际动手实践，比较
串行程序设计与并行程序设计的区别。并行程序的开发有其不同于单核程序的特殊性，所使用的并行
模式和算法是重中之重。第 2 层次是结合实例，学习 CUDA 程序设计。从最简单的矩阵加法入手，
介绍 CUDA 程序的一般结构和流程。然后重点介绍 CUDA 针对 GPU 的核心抽象机制，这些机制将严
重影响 GPU 上的程序性能，这也是本部分的难点之一。在此基础上，讲解如何对 CUDA 程序的性能
进行调优，充分利用硬件的潜力。在最后的第 3 层次，提供多个 CUDA 问题场景，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重点让他们去尝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并优化 CUDA 程序的性能。
在软硬件的实验环境搭建过程中，发挥双方的优势。实验需要配置有英伟达显卡的计算机和支持
GPU 计算的工具包软件。在硬件环境上，一部分学生没有携带该显卡的笔记本电脑，无法进行实验。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利用学校对本课程的经费支持，购置两台服务器。另一方面，
从合作公司申请近 10 块最新的 GPU 显卡或者嵌入式 GPU 设备，放置于服务器插槽，满足了一些学
生在硬件上的短缺问题。而在软件环境的配置上，对于收费的加速软件，申请合作公司的授权，可以
在教学上免费使用。
为了保证课程达成目标的质量，双方建立了严格的公司认证和质量保证体系。认证首先是合作公
司对授课教师的认定。只有授课教师在技术水平、授课能力上达到合作公司的笔试和机试要求，方有
资格开设课程。为了帮助高校教师提高技术水平，合作公司每年会调集 GPU 开发专家对授课老师进
行培训，通过者会颁发 GPU 培训师证书。第二层面的认证是课程认定。只有课程的学时、目标和内
容能够匹配合作公司的实际需求，课程才能得到认证。在授课过程中，合作公司工程师会对课程进行
支援，帮助讲授 1-2 个最新技术专题。第三个层面的认证则是对学生的认定。只有学生通过了由认证
教师讲授的认证课程，才能得到合作公司颁发的课程认证证书。创新实验课《CUDA 高性能并行程序
设计》在执行过程中遵循严格的筛选和淘汰机制。首先通过选课资格考试，从全校 10 多个专业 70-80
名学有余力的学生中选择 30-40 名。其次在最终的考核上，严格把关，一般之后 50%的学生可以通过
课程。在课程考核上，按照累加式评分，即课程的总成绩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平时表现占 10%；
4 个基本实验，共计占 40%；创新大作业占 50%。后部分有任一部分缺席将无法通过本次课程。评分
大项在于基本实验完成情况和创新作品的水平，意在重点考核学生并行程序设计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水平。
最后在教学服务平台上，双方均做了大量工作。对于高校方，提供完善的在线教学网站，可供公
司实时查看课程进度并检验教学质量。每年的教学情况，高校也要提交总结报告供公司进行评估。对
于合作公司，组织最新技术的培训、资源的共享和在线咨询论坛。除此之外，双方合作推进全国的
GPU 教学联盟甚至积极与全世界的高校一起交流 GPU 教学的经验。在教学服务平台的支持下，学生
们可以随时在线上提问并能够很方便的与合作公司专家进行创新项目的合作。
正是在这四个层面的设计，帮助创新实验课的培养目标得以顺利达成。高校方可以发挥其在高端
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决定权。企业方可以通过认证、保证机制以及实时抽查机制维持课程的执行方向
不会偏离行业的真实需求。
本课程自 2013 年开课后，反响强烈。课程得到合作公司认证，通过本课程考试的学生，直接获
得合作公司官方颁发的课程认证证书。目前，已有 50 余名同学顺利通过本课程的考核，同时获得了
合作公司的认证。

3 课程执行情况与主要成果
3.1 课程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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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验课《CUDA 高性能并行程序设计》自 2013 年开设以来，已经持续了 5 年。这里收集了
最初两次的数据予以深入分析。在 2013 年秋开设的课程，参加学习的 32 名学生中，有 6 名因为到课
率不达标而取消资格，其余 26 名学生的成绩分布如图 1 所示。从成绩的分布可以看出，创新类课程
与普通课程有较大区别。普通课程的成绩分布一般呈现正态分布，而创新实验课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这一分布情况跟课程的性质密切相关，本次成绩的分布是合理的。当课程目标不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
一些知识点，而是要自主的、灵活的解决有较大难度的实际问题时，一定比例的学生很难胜任，这也
说明我们的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培养方面仍有不足。而创新实验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课程
中的真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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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 年课程成绩分布

在 2014 年秋课程上，参加本课程学习的 37 名学生中，有 15 名因为到课率或者未参加创新作品
而取消资格，这些学生的成绩分布如图 2 所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创新类课程成绩的分布与普通课
程有较大区别。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开课的通过率相较第一次开课有一定的提高，特别是出现
了更多较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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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 年课程成绩分布

每次课程结束，都加入了匿名评价环节。两次开课共收集到 37 份有效评价表。学生普遍肯定了
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他们对本课程对他们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 增强了动手能力和钻研能力，加强了解决问题能力，培养了开拓精神和能力；
2. 这样的课真正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的潜力和认知极限；
3. 增强了创新意识，增强了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4. 比较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培养了并行设计思想、坚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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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建立起了 GPU 开发能力，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
不拘泥于单纯的理论教学，培养了自主研究能力；
培养作用非常大，学到了非常多跨专业的知识；
扩展了自己的视野；
提高了并行编程能力，加强了对问题深入研究与优化程序的能力。

3.2 课程主要成果
本课程在教学上，秉持“国际化”特色，引进多本 GPU 课程教材，积极利用 MOOC 教学工具革新
GPU 课堂。紧密结合领域内科研需求，自主研发基于 GPU 的 CNN、LSTM 等深度学习平台，并成功
转化文字识别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学生培养上结合软件学院“工业化”特色，在无人机、运动物体检测
以及文字识别等研究项目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获得了百度、大疆等知名互联网公司和创新公司的
实习机会。具体来讲，本课程带来的成果有：
1. 编写了能够较好支持课程建设的实验指导书。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地设计了 4 个基础实
验，用于巩固学生们的基础并行理论和基本并行程序设计技能。另外，根据学生的兴趣和专长，
设置有自选题目的创新大项目，注重解决大规模任务中的实际问题。
2. 建设了能够基本支持学生实验的实验平台和环境。实验需要配置有英伟达显卡的计算机。利用
实验项目经费和合作公司捐助，配置了两台 GPU 服务器，满足了一些学生在硬件上的短缺问题。
另外，本课程积极争取合作公司的赞助，收到合作公司提供的 4 套嵌入式开发板（Jetson TK1），
可以支持大项目的开发。
3. 本项目培养了一批大规模并行程序设计的人才，也在非常广的领域内展示了大规模并行程序的
威力。该课程完成的创新大项目，涵盖多个学科的挑战问题。多名曾参加了本课程学习的学生，
如今正在把所学知识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有一些学生如愿到知名公司实习。
4. 结合创新实验课，课程组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2013 年，任课老师获合作公司官方认
证的首批 CUDA 工程师称号和 CUDA 培训师称号；以本课程为基础，2014 年所在单位成为 GPU
教育中心（GEC）和 GPU 研究中心。课程组自 2014 年以来，翻译出版了 3 本 GPU 计算方面的
教材（
《CUDA 并行程序设计：GPU 编程指南》、
《CUDA 专家手册：GPU 编程权威指南》和《CUDA
高性能并行计算》
），很好的推动了高性能程序设计和大数据分析领域的教学工作。
5. 课程得到合作公司认可。通过本课程考试的学生，直接获得合作公司官方颁发的课程认证证书。
特别的，在 2015 年 GPU 教育中心年会上，所在单位凭借优秀的课程设置、出色的课程执行效果
以及在 GPU 计算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得到了合作公司和其它 GEC 成员的一致认可，当选本年
度最佳 GEC 奖。在后续的 2016 年度，所在单位再次蝉联最佳 GEC 奖。

4 结语
创新及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所在学校启动的创新实验课项目是培
养和发展本科阶段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所在单位采用校企共建模式开设了一门名为
《CUDA 高性能并行程序设计》的创新实验课程。在建设模式上采取以校为主、为校所用的基本原则，
构建了独具风格的创新实验课程共建体系。最终收到的效果表明，实现了学生、学校和企业优势互补、
三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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