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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学科教育产品

•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出的一种致力于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学习的学科体系和教学系统，目前主要有编程教育、航天

教育、机器人教育、物联网教育等。

辅助教学的人工智能系统/产品

• 借助大数据、语音交互、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为线上线下

课堂提供辅助教学服务或校园管理系统的产品。

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分类



人工智能学科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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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时间 部委 政策文件 政策内容

2017年7月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

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

2017年10月 教育部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创客空间等专用活动室或实践基地；信息技术类设计制作活动推荐主题包括3D设

计、编程、机器人等

2018年1月 教育部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

准》

高中信息技术选择性必修课中第一次包含三维设计与创意、开源硬件项目设计、人工智能初步等创客教育

内容

2018年2月 教育部
《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开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新型教学组织模式的研究，探索信息技术在众创空间、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教育教学新模式中的应用，逐步形成创新课程体系。

2018年3月 教育部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2018年

工作要点》

积极探索新理念新方式，持续关注STEAM教育和创客教育等对中小学教育、课程发展的影响，开展移动

学习、虚拟现实、3D打印等技术在教育中的实践应用研究。

2018年4月 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完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充实适应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和编程课程内容。推动落实

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并将信息技术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2019年2月 教育部
《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推动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推动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入应用。



各地方政策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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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时间 地方 政策文件 政策内容

2018年2月
山西省教

育厅

《山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十三五”推进意

见》

提出开发创新教育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以项目学习方式积极推进创客教

育、STEAM教育和机器人教育，开展创新教育模式实验研究，每市至少建设3所创新教育基地学校。

2018年3月
湖北省教

育厅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2018年工作要点》 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强中小学创客教育指导，广泛开展师生信息技术竞赛交流活动。

2018年3月
陕西省教

育厅

《陕西省教育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开展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基础教育教学创新，深化教育改革。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跨

学科学习(STEAM教育)、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

2018年4月
河南省电

化教育馆

《2018年河南省中小学创客教育工作要点的

通知》

针对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中小学阶段普及编程教育的要求，各地市电教馆应组织

专家，加强政策学习，跟据本地情况，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各试点校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汇聚多方力量，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研发校本课程。建议在中小学开设Scratch、Python等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编程思

维，普及编程教育。

2018年4月
四川省教

育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四川省中小

学创客教育发展的通知》

要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从空间建设、师资培养、课程研发、活动开展、

文化宣传等方面推进我省中小学创客教育发展，为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培养创新人才。

2018年6月
江苏省教

育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义务教育劳动与技术课

纲要><江苏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纲要>的

通知》

要求在中小学普及编程教育

2018年9月
重庆市

教委
《关于加强中小学编程教育的通知》

中小学要开设编程教育课程，小学3-6年级累计不少于36课时、初中阶段累计不少于36课时，各中小学

至少配备1名编程教育专职教师。

2019年7月
北京市教

委

《北京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行动计

划》
加快构建北京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



学校的落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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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

清华北大在2019级正式启动机器人

工程本科生培养，北京理工等35所

高校也增设人工智能专业。

高校自主招生

包括清华、北大等在内的全国60%

的高校认可科创类赛事成绩，并将

在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作为

优先录取对象。

中学特长招生

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纷纷

出台中学特长招生计划，更倾向于

在科技创新、机器人等方面有优秀

表现的学生。

机器人课堂进入中小学

各地学校、培训机构纷纷建设人工

智能机器人课堂，仅乐聚就覆盖了

21个省市的800多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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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山东省在其最新出版的小学信息技术六年

级教材中加入了编程的内容，并确定要将 Python 编程基

础纳入信息技术课程和高考的内容体系。

• 2017年12月，浙江省信息技术课程改革方案明确规定：

Python确定进入浙江省信息技术高考。且从从2018年起，

浙江省信息技术教材编程语言会从VB语言更换为改用简

单、易懂的Python语言。

• 2018年、2019年高考试卷中多次出现编程题。

逐步进入教材与高考的人工智能编程题

www.lejurobot.com

2019高考题



教育机器人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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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9年中国教育机器人市场规模及预测

以人工智能学科教育为主的教育机器人，2017

年中国市场规模为6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8%，预计2019年中国教育机器人市场将进

入稳步增长期，规模将达到90.1亿元人民币，比

全球教育机器人市场13.5%的增速表现更优秀。

www.lejurobot.com 



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探索

乐聚在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方向的应用落地



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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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因而用户（学

校、培训机构、科学馆、政府等）在推进实施时普遍存在

以下疑问：

教什么 谁来教 怎么教用什么

拓展性 效果性 连续性先进性

www.lejurobot.com 



以人形机器人为载体的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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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各学段学习需求的专业、系统、完

善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与素材。

系统课程

代表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人形机器人，

人工智能应用最灵活的载体。

教学载体

提供大量的权威赛事平台，助推人工智

能学科教育阶段性效果的显性化落地。

竞赛平台

包括传感器、开源硬件、家居产品、数字

化制造设备、蔬菜水果在内的万事万物。

应用拓展

匹配各学段学习需求的编程软件、控制

系统、开源平台等。

软件配备

建立系统的师资培训机制，以培养专业

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学科教育的切实落地。

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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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不仅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更

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延展性，由浅入深，可覆

盖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学段学习过程。

人形机器人集机械、电气、材料、计算机、传

感器、控制技术等多门学科于一体，涉及大量

高精尖知识，知识面极广且深。

可与传感器、套件、家居、蔬果等万物进行互

联，可拓展性极强。

先进性

延展性

知识面广、深

拓展性

先进的载体

www.lejurobot.com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学科教育的重要载体



携手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开发

全学段课程架构

www.lejurobot.com 

•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状况、前

沿技术及结构认识。

•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 通信原理基础

• 人形机器人步态算法与前沿

进展

• 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

• Python语言

• 搜索算法的实现与应用

• 语音控制及人工智能应用

• 工业机器人及应用

• 多功能人形机器人平台及人

工智能应用

• 人工智能基础

• 人工智能实践

• 深度学习

• TensorFlow学习

高校课程

大学

• 计算机应用基础

• Python 语言

• 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

• 人工智能导论

• 电路基础课程与实践

• 通信原理基础

• 机械制图基础

• 机器人机构设计

• 智能加工设备学习与应用

• 机器人工程学

• 协作机器人及应用

• ROS 概述

• ROS 与机器人应用

中高职院校课程

中高职

• 机器人家族、机器人组成

• 机械结构与机器人

• 驱动结构与机器人

• 机器人的大脑-单片机

• 控制软件/程序与机器人

• 机器人任务化与优化

• 程序化与流程图

• 传感器与机器人、智能设备

• 机器人与物联网

• App Inventor与物联网

• 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 机器人系统

• 人工智能与编程

• 迷宫中的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与视觉

中学课程

初中、高中

• 机器人家族、机器人组成

• 控制软件/程序与机器人

• 机器人任务化与优化

• 程序化与流程图

• 图形化编程

• 传感器与机器人

• 机器人与物联网

• 安卓系统与机器人

• App Inventor与物联网

• 机器人与物联网进阶

• 工业机器人与特种机器人

• 机器人系统

• 人工智能与编程

小学课程

3-4、5-6 年级

• 机器人概述及应用

• 移动端软件编程

• 移动端Blockly编程

• 电脑端软件介绍及编程

• 可视化动作编程

• 代码编程

低年段课程

1-2 年级

• 生活常识篇

• 行为规范篇

• 安全教育篇

• 互动学习篇

• 趣味编程篇

• 校园应用篇

幼儿阶段课程

幼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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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训系统

www.lejurobot.com 

教员是机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名专业优秀的教员更懂得如何用兴

趣式、任务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深入的学习。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

效果，乐聚为所有合作客户提供专业、规范、标准的机器人教员培训服务。

机器人教师培训系统

专业·规范·科学

专业知识培训

让每一位教员充分

掌握机器人结构、

控制、编程、扩展

等系列相关知识。

教学方法培训

让每一位教员充分

掌握机器人教学目

标、教学方式与教

学能力。

高密市创新教育研究院机器人教员培训班北京市海淀区全体副校长机器人培训

杭州上城区教育局信息技术老师教研活动重庆人工智能创客实验室教师培训大会·



• RoboFirst+（国际赛事）

• FIRA机器人足球赛（国际赛事）

• ROBOCUP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国际赛事）

• WRCC世界机器人大赛（国际赛事）

• RobotChallenge国际机器人大赛（国际赛事）

• APRC国际机器人大赛（国际赛事）

• NOC-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全国赛事）

•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全国赛事）

• 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全国赛事）

•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赛事）

• 中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及创客大赛（全国赛事）

• ``````

国内外权威竞赛平台，助力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效果显性化

权威竞赛平台

www.lejurobot.com 



4大基地 7大课程实践 1000万+学生

乐聚·星原力（浙江）创客实践基地

乐聚·星原力（哈尔滨）创客实践基地

乐聚·星原力（重庆）创客实践基地

乐聚·星原力（山东）创客实践基地

机器人编程实践、开源硬件实验室、

物联传感实验室、科学探究实验室、

人工智能实验室、特种机器人实验室、

数字化制造车间···

为当地及周边超过1000万学生提供人工智

能科普、机器人培训与实践、科技研学等

服务。

大型综合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基地



通过漫画、视频等多样的文化产品丰富教育形式，提升教育效果，

打造新时代科技文化氛围。

漫画 版画 视频

电影 周边 ···

文化创新实验室

www.lejurobot.com 



合作客户：
合作形式：
合作目的：

清华大学 自2018年起，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在秋季学期的大数据与机器智能课程中，将乐聚人形机器人课程作为智能

移动机器人设计、编程与实践的挑战单元。旨在让学生了解机器人技术及其广泛应用前景，挑战单元采用机器人足球赛的竞技形式。

高校实践案例

www.lejurobot.com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工大多智能体机器人研

究中心联合实验室是乐聚与高校进行科研合作的典范。

乐聚为设置在高校的机器人实验室提供相应的硬件支

持与技术支持，为高校学子学机器人技术、提高人工

智能科研水平提供助力。

高校实践案例

www.lejurobot.com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北京市丰台十二中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深圳科学高中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哈尔滨铁岭小学

合作客户

21个省市800多所学校

合作形式

将乐聚人形机器人课程纳入学校

课程体系，通过选修和必修的形

式对现有课程结构进行变革，推

动中国教育内容与形式随着人工

智能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加强学

生们对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编程的

认知，掌握编程思维与技巧。

中小学实践案例

www.lejurobot.com 



竞赛案例

www.lejurobot.com 

第十七届NOC·人形机器人任务挑战赛
大闹天宫杯”第五届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

能创新大赛

第二十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大学组 ）

2019年重庆市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第十八届北京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第十六届中小学NOC乐聚人形机器人任务
挑战主题活动决赛

西安市第十九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APRC国际机器人大赛



与传统机器人教育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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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教学目的 教学载体 教学内容 覆盖用户

传统

机器人教育

STEAM素质课程

以搭建、拼装、编程为核心的STEAM

素质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

与创造能力。

相对滞后

拼装机器人、单片机机器人、简单人

形机器人等，对于已经处于人工智能

时代的学生来说，技术相对滞后。

知识面、知识深度有限

受限于载体，传统机器人教育仅限于

结构教学、编程教学，所涉及的知识

面、知识深度相对有限。

低年龄段

由于青少年知识体系的升级，目

前传统机器人教育更适用于低年

龄段孩子的创造性启蒙。

乐聚

机器人教育

人工智能学科教育

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编程、

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旨

在搭建学生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体系与

技能。

高端先进

高端先进的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

灵活稳定，搭载算法与AI应用，让学

生从学习初期阶段就能接触最前沿的

科技与产品。

知识面广、知识延展性强

由于载体的先进性及可拓展性，乐聚

机器人教育涉及机械、电气、材料、

计算机、传感器、控制技术等多门学

科，可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学段。

全学段

基于人形机器人开发的全学段课

程，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

高职、大学，由浅入深，契合不

同学段学生的学习需求。



人工智能学科教育持续性探究

聚焦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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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

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导

致部分地区学生获得学习的

机会少。

资源差异

配套教学的教材、教具不够

丰富，不能满足丰富教学形

式的需求。

教材/教具

能够提供专业人工智能学科

教育的教师少，且提供相关

专业教师培训的机构少。

教师

行业尚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行

业标准，以规范行业行为。

行业标准

能贯穿全学段的课程少，不

能满足学生的连贯学习需求。

课程

能够提供综合性、完整性人

工智能学科教育服务方案的

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少。

企业

产业发展速度满足不了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人工智能学科教育目前处于发展初期，其产品、配套、服务的完善程度满足不了因政策推动而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核心技术是发展基础

不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能教育，其发展的根基

一定是核心技术的自有化和引领性。只有在核心技术

上具有绝对优势，才能在人工智能学科教育市场上形

成竞争壁垒。

行业标准将建立
随着人工智能教育市场的快速爆发，行业标准也将随

之建立，以规范市场行为。而标准建立也将带来市场

的新一轮洗牌。

核心企业向综合服务商发展

顺应市场需求，核心企业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包

括教具、课程、教材、培训、支持等在内的综合

性服务。

教育生态将形成

随着市场的扩大、成熟，各企业将通过资源整合

实现多学科交叉、能力领域拓展及学习形式和落

地方式的多样化，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将逐步形成。

发展趋势

www.lejurobot.com 



持续性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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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基石

目前，乐聚在人形机器人核心控制算法、整体结构设计、核心零部件等领域

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将持续加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升级，打破国际技术

封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机器人专用舵机 自稳定步态算法

SLAM算法 大型机器人控制算法

舵机数据实时上传技术 机器人自我保护算法

一体化关节设计 智能识别抓取算法



持续性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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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推动行业标准制定
推动标准制定，规范行业行为，切实服务用户需求

在2018年两会期间，乐聚创始人冷晓琨在央视向

两会提问：“国家是否会牵头制定家用机器人、教

育机器人的行业标准”

两会提问

参与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发起的《中小学教学

机器人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定。

中国教装协会 团标制定

积极参与由教育部课程标准修订组主办的“元卓计

划”，将向其提供面向教育的优秀算法案例。

课标修订组“元卓计划



持续性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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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课程内容开发、普适性教学素材···

机器人相关硬件结构、控制算法等，AI应用，云平

台···

资源整合，共建人工智能教育生态

竞赛 联合国全球传播部

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 腾讯

技术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市场

腾讯 微软

哈尔滨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

···

招商银行 金地地产 奥飞娱乐中青旅

···

···

RoboFirst+、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创新大赛···

人工智能机器人课程+银行VIP增值服务，人工智能机

器人课程+物业服务，人工智能机器人课程+研学····



Thanks
让每个孩子都能学习人工智能

www.lejurobot.com

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