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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教育部-蚂蚁科技集团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 

（2022年 6月批次） 

 

蚂蚁集团起步于 2004年诞生的支付宝，经过 18年发展，已成为

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开放平台。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助力合作伙伴，为

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普惠便捷的数字生活及数字金融服务；持续

开放产品与技术，助力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与协作；在全球广泛合作，

服务当地实体商家和消费者。作为全球科技的领先公司，不断创新并

与行业开放共享，让科技服务更普惠、更便捷、更有温度。 

一、项目介绍 

在教育部高教司指导下，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型人才培养，蚂蚁集团通过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支

持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助力高校教育质量提升，共同培养专业紧

缺人才，服务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蚂蚁集团在 6月批次，共设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师

资培训”、“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四大类共 32个项目。 

6 月批次（32 项 ｜ 申报截止日：8 月 15 日）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指南 支持数量 项目周期 

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 

原生分布式开源数据库 OceanBase

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P3-6 12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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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V数据可视化系列 示范课程建

设项目 
P7-8 1 1年 

“隐私计算技术应用与实践”系列

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P9-11 2 2年 

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

文科建设项目 

蚂蚁数科区块链+四新专业建设项目 P12-13 5 1年 

师资培训项目 蚂蚁数科区块链+师资培训项目 P14-15 2 1年 

实践条件和实践

基地建设项目 
蚂蚁数科区块链+实践条件建设项目 P16 10 1年 

二、重要注意事项:  

 申报截止:6月批次项目申报截止日为 2022 年 8月 15 日。  

 申报方式:教师须蚂蚁集团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区中查看

蚂蚁集团项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项目、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师资培训项目)，可在该网站申请提交项目。  

 项目咨询： 

   徐碧璘，蚂蚁集团学术合作项目负责人 

   18888987878 ，bilin.xubilin@antgroup.com 

 授权使用:项目合作教师所在高校须授权蚂蚁集团向国内外高

校免费共享其建设的产学合作课程。  

  

http://chanxuehezuo.com/qiye/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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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分布式开源数据库 OceanBase 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1.项目介绍 

围绕开源信息技术、数据库领域，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促进产教

深度融合。由 OceanBase提供资金、技术、MiniOB教学实战平台和教

程、OceanBase开源社区等资源，将开源信息技术、数据库领域的最

新技术进展、OceanBase分布式数据库的开发应用、数据库岗位人才

相关要求引入教学过程，推动院校更新数据库课程的教学内容、完善

课程体系，建设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可共享的精品课程、教学案例等

资源并推广应用，同时通过引入企业级工程实战项目辅助教学，锻炼

学生的创新实战能力。 

MiniOB 教学实战平台的设计目标是让不熟悉数据库设计和实现

的同学能够快速了解与深入学习数据库内核，通过 MiniOB 相关实战

训练后，对各个数据库内核模块的功能与它们之间的关联有所了解，

并能够在使用时，设计出高效的 SQL。面向对象主要是在校生，已对

诸多模块做了简化。 

MiniOB的基本功能模块包括： 

* 网络模块：负责与客户端交互，收发客户端请求与应答 ; 

* SQL解析：将用户输入的 SQL语句解析成语法树 ;  

* 执行计划缓存：执行计划缓存模块会将该 SQL第一次生成的

执行计划缓存在内存中，后续的执行可以反复执行这个计划，避免了

重复查询优化的过程; 

* 语义解析模块：将生成的语法树，转换成数据库内部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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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缓存：将执行的查询结果缓存在内存中，下次查询时，可

以直接返回； 

* 查询优化：根据一定规则和统计数据，调整/重写语法树。当

前实现为空，留作实验题目； 

* 计划执行：根据语法树描述，执行并生成结果； 

* 会话管理：管理用户连接、调整某个连接的参数； 

* 元数据管理：记录当前的数据库、表、字段和索引元数据信息； 

* 事务模块：具备原子提交、并发控制和持久化能力； 

* 高可用：使用 multi-paxos协议支持高可用能力； 

* 客户端：作为测试工具，接收用户请求，向服务端发起请求。 

MiniOB 平 台 及 教 程 详 细 介 绍 可 参 考 ：

https://github.com/oceanbase/miniob； 

 

2.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人为数据库、计算机、大数据相关课程的负责人。 

 申报专业：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

息与计算科学、大数据等专业。 

 申报课程应以现有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据库课程

为基础, 或已经即将排入 2023年春季、秋季学期教学计划

的课程。 

 同等条件下，双一流院校优先。 

 

https://github.com/oceanbase/mini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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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要求 

基于 MiniOB教学实战平台的示范课程项目 

面向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信息工程类专业，基于 MiniOB教学

实战平台设立数据库示范课程。成果须包含课程内容和典型教学案

例两部分，形成完整的课程建设内容。应以现有课程为基础，要求

该课程至少开设 2年以上，不接受之前没有开课基础的课程申报；

申报课程学时安排应不少于 32学时，平均每年开课次数不少于 1

次。 

具体课程安排如下： 

 授课课时： 基于 OceanBase提供 6学时基础教程，教授

MiniOB数据库的技术知识。在该门数据库课程总学时中，占

比 4-6学时； 

 由 OceanBase技术工程师对该门课程的教学主讲老师在开课

前提供 1次免费线上师资培训，具体授课时间可基于双方的

时间灵活安排； 

 实验环节：基于 OceanBase提供的 MiniOB教学实战平台完成

至少一次测试，由 OceanBase提供实验题目、测试平台。 

 课程教学要求：在整门课程教学大纲中，课程实验环节基于

OceanBase提供的 MiniOB教学实战平台设计加入 OceanBase

数据库内容，并制作完整教学资源包，包括：课程教案

PPT(4-6课时)、重点模块讲解视频（4-6个），实验案例（2

个）、习题（含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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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持的所有课程，OceanBase具备推广和二次开发的权

利，OceanBase有权要求该课程在本校网站上进行共享并保

持更新，即可给其他所有学校免费使用，促进教学资源共

享。 

 组织学生参与 OceanBase数据库项目实战（OceanBase数据

库大赛），由校方组织学生以团队形式报名参赛，参与团队不

少于 10组（公益性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捆绑商业产

品，比赛过程中用到的软件平台由 OceanBase免费提供，且

参与决赛队伍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均由 OceanBase承担）。  

 

4.项目周期：一年 

 

5.资源支持： 

OceanBase为院校师生免费提供 MiniOB教学实战平台及配套教

程，并在开课前由 OceanBase技术工程师对该门数据库课程的主讲

老师免费提供 1次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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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V 数据可视化系列 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1.项目介绍 

该项目以数据可视化与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建设为背景，融合高校

育人经验与产业应用实践，建设大数据可视化实践示范课程。课程

范围将涉及数据科学、设计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以开源课程实践

相关资源（包括源代码、技术文档、应用案例等）为基础，开发实

践类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教材及教学实验案例。并通过在校

内开展教学实践优化课程体系、面向全国院校推广，实现优质教学

资源共享，增强高校人才数据创新应用技能，为社会培养数字化人

才梯队。 

 

2.申报条件 

 申报课程应以现有课程为基础，已经开设或即将在 2022年秋

季或 2023年春季学期开设的课程。 

 申报课程学时安排应不少于 32学时，平均每年开课次数不少

于一次，或者内容 AntV相关授课时间不少于 2/3课时左右。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已在高校开设一年以上课程，优先考

虑受益面大的课程申报(须提供学校教务处提供的过去一年内

的开课和选课情况证明)。 

 申报的课程如已成为学校、市级或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将

优先考虑。(须提供精品课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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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要求 

示范课程项目立项任务： 

 课程大纲：课程大纲包括：课程介绍和可视化基础、开发基

础、可视化开发基础、图形语法、统计可视分析引擎 G2、统

计图表开发、 图可视化、 图可视分析引擎 G6、关系图开

发、地理可视化与地理信息可视化引擎 L7、地理可视化开

发、可视化设计、智能可视化、智能可视分析框架 AVA、智

能可视化研发、大作业辅导、大作业讲评与结课；总共 23 课

时。其中包含实践课时，专门设计实践大作业一个。 

 电子课件：每章节均提供 PPT 课件。提供课程相关的参考书

目、论文参考文献、网络资源、开发脚手架等内容; 

 课程视频：每章节均录制课程教学视频、示例作业讲评视

频； 

 实验设计：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开发 1 个典型教学实验大作

业案例(实验描述、实验步骤和代码)； 

 作业习题：大作业内容被拆分到每章节完成，每章节均设计

与该章节匹配的习题，并给出答案、知识点索引； 

 开源共建：专设课时培训同学如何向 AntV 开源项目提交代

码。 

示范课程项目成果要求： 

 课程建设内容须对外免费开放，所有课件等资源须上传至公

开渠道开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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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报告和教务处提供的开课与选课人数证明;  

4.项目周期：一年 

 

5.资源支持： 

拟资助入选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每项 10 万元人民币

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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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计算技术应用与实践”系列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1.项目介绍 

该项目以多源数据在机器学习中的共享应用为背景，融合高校

育人经验与产业应用实践，建设隐私计算产学协同示范课程。课程

范围将涉及人工智能、密码学、数据科学等众多领域，以开源隐私

计算框架“隐语”的相关资源（包括源代码、技术文档、应用案例

等）为基础，开发信息与数据科学、机器学习、数据智能、网络空

间安全类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教材及教学实验案例。并通过

在校内开展教学实践优化课程体系、面向全国院校推广，实现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增强高校人才数据创新应用技能，为社会培养数字

化人才梯队。 

 

2.申报条件 

 申报课程应以现有课程为基础，已经开设或即将在 2022年

秋季学期开设的课程。 

 申报课程学时安排应不少于 32 学时，平均每年开课次数不

少于一次。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已在高校开设一年以上课程，优先考

虑受益面大的课程申报(须提供学校教务处提供的过去一年内

的开课和选课情况证明)。 

 申报的课程如已成为学校、市级或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将

优先考虑。(须提供精品课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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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要求 

示范课程项目立项任务： 

 课程大纲：包括具体的课程时间分配、章节、实验、习题描

述；将以隐私计算开源框架“印尼语”相关技术内容(如密态

计算设备、明密文混合调度、隐私计算算法等)系统性融入课

程大纲，相关内容的学时不少于 8 学时； 

 电子课件：每章节均提供 PPT 课件。提供课程相关的参考书

目、论文参考文献、网络资源等内容; 

 课程视频：每章节均录制课程教学视频； 

 实验设计：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开发不少于 4 个典型教学实

验案例(实验描述、实验步骤和代码)； 

 作业习题：按照教学内容和进度情况，每章节均设计与该章

节匹配的习题，并给出答案、知识点索引； 

 开源共建：鼓励编写面向隐私计算技术生态的软件工程类教

材书籍，须系统性融入隐语开源框架的技术内容;鼓励学生参

加隐语开源项目共建;鼓励学生基于隐语开源框架进行原创性

科学研究、在国内外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示范课程项目成果要求： 

 课程建设内容须对外免费开放，所有课件等资源须上传至公

开渠道开放使用。 

 结题报告和教务处提供的开课与选课人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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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周期：两年 

 

5.资源支持： 

数据价值释放与隐私保护计算应用研究报告📎📎数据价值释放与隐私保护

计算应用研究报告（2021年）.pdf 

公开课《隐私计算的技术路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F411g7qJ?spm_id_from=333.999.0.0 

公开课《纵向联邦 XGB算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44y157Fw?spm_id_from=333.999.0.0 

公开课《通用隐私计算框架“隐语”介绍及最新应用实践》： 

书籍《隐私保护机器学习》 

隐私计算框架“隐语”开源代码：https://github.com/secretflow 

  

https://yuque.antfin.com/office/lark/0/2022/pdf/30756417/1653029928559-73ab70e3-8ad9-497a-a8cd-5941db0a0749.pdf?from=https%3A%2F%2Fyuque.antfin.com%2Fdocs%2Fshare%2Fb5694e25-330a-4c49-8aef-3bd60ec01344%3F%23%2520%25E3%2580%258A6%25E6%259C%2588%2F%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9%2583%25A8%25E5%258D%258F%25E5%2590%258C%25E8%2582%25B2%25E4%25BA%25BA%2F%25E9%259A%2590%25E7%25A7%2581%25E8%25AE%25A1%25E7%25AE%2597%25E9%25A1%25B9%25E7%259B%25AE%25E6%258C%2587%25E5%258D%2597%25E3%2580%258B
https://yuque.antfin.com/office/lark/0/2022/pdf/30756417/1653029928559-73ab70e3-8ad9-497a-a8cd-5941db0a0749.pdf?from=https%3A%2F%2Fyuque.antfin.com%2Fdocs%2Fshare%2Fb5694e25-330a-4c49-8aef-3bd60ec01344%3F%23%2520%25E3%2580%258A6%25E6%259C%2588%2F%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9%2583%25A8%25E5%258D%258F%25E5%2590%258C%25E8%2582%25B2%25E4%25BA%25BA%2F%25E9%259A%2590%25E7%25A7%2581%25E8%25AE%25A1%25E7%25AE%2597%25E9%25A1%25B9%25E7%259B%25AE%25E6%258C%2587%25E5%258D%2597%25E3%2580%258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F411g7qJ?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44y157Fw?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github.com/secre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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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项目 

1.项目介绍 

围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为合作院校提供基于蚂蚁数字科技

核心技术体系的在线学习课程、实践案例内容和链实践环境。支持院

校开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专业的研究与实践，结合以

区块链、隐私计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与传统专业结合，创新人才

培养的方式、内容与标准。开展多样化探索与实践，形成可推广的建

设改革成果，为全国各类院校的探索提供案例与经验借鉴。 

 

2.申报条件 

本项目面向计划围绕开设“区块链”、“隐私计算”专业课程或开

设“区块链+”、“隐私计算+”交叉创新课程的院校（专业不限，重点

关注但不限于：计算机、软件、法律、农业、医疗、金融、网络安全、

供应链管理、文创管理、物联网等专业）。合作院校依托特色和优势

学科开展以区块链和隐私计算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交叉人才培养探

索。合作院校须以蚂蚁数字科技提供的资源与支持为基础，逐步探索

形成“新”专业、新课程模块的建设思路，开设相关课程、分享探索

经验并联合更多院校探索四新专业建设。申报人须为专业负责人或课

程模块负责人。 

 

3.建设要求 

本项目重点围绕区块链、隐私计算技术在：数据治理、智慧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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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绿色低碳、智慧农业、智慧医

疗、文创设计与开发、能源产品与市场、供应链管理等跨行业、跨专

业背景下的“四新”专业建设院校合作。要求合作院校安排专人负责

对接合作内各项工作，承接企业提供的平台和内容资源。通过产业调

研、技术研讨、人才能力分析等工作，制定特色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或特色专业课程模块。合作期内开设不少于一门上述领域交叉创新课

程。课程学生人数不低于 50 人，不少于 200 人通过学习平台获取学

习证书。同时开展研讨会、分享会等活动 1场以上，介绍联合探索的

成果与经验，支持和帮助更多院校开设相应课程。项目结项时，合作

院校须形成四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模块课程大纲、教学教案和

实验手册等。 

 

4.项目周期：一年 

 

5.资源支持 

拟资助入选的四新专业建设项目每项 10万元人民币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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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介绍 

围绕区块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为合作院校提供基于蚂蚁链核心

技术体系的在线学习课程、实践案例内容和链上实践环境。支持合

作教师参加相关技术学习与教学研讨，开展面向校内和校外的创新

人才培养实践。开设以区块链、隐私计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科技

+”创新课程。 

 

2.申报条件 

本项目面向计划围绕“区块链”开设技术课程或开设“区块链+”、

交叉创新课程的院校（专业不限）。要求合作院校有实践类学分课程

且依托蚂蚁数字科技提供的实践环境每年开设不少于一门实践课。合

作院校需具备必要的实践教学环境，有可承接企业资源的服务器等设

备。申报人须为院校实践课程负责人或实践中心（基地）负责人。 

 

3.建设要求 

本项目要求合作院校安排专人负责对接合作内各项工作，承接企

业提供的平台和内容资源。围绕相关的内容每年开设不少于一门实践

课。课程学习人数不低于 50 人，不少于 200 人通过学习平台获取学

习证书。该课程基于蚂蚁数字科技提供的实践环境，结合产业实践问

题作为综合实践课题。通过实践课程提升学生解决实际产业问题的能

力。院校可组织教师基于实践平台开发更为丰富的实践教学案例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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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内容。项目结项时，合作院校须形成实践类课程大纲、授课教案和

案例手册。 

4.项目周期：一年 

 

5.资源支持 

拟向入选的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项目每项提供 30 万元等值的软

硬件资源支持，具体包括实训平台、实训环境、课程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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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训项目 

1.项目介绍 

围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协助提升一线教师的技术和课程建

设水平。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 2期师资培训班，重点

围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同时支持院校教师开设相关课程，共

同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申报条件 

本项目面向计划围绕“区块链”、“隐私计算”开设技术课程或开

设“区块链+”、“隐私计算+”交叉创新课程的院校（专业不限）。将依

托项目与合作院校联合举办资培训与课程研讨活动，共同推动院校教

师开展产业实践，提升实践经验。申报人须为院校相关专业负责人。 

 

3.建设要求 

本项目要求合作院校安排专人负责对接合作内各项工作。每项目

校企合作举办不少于 1期师资培训，参加培训的校内外教师每场不少

于 50人，不少于 50人通过学习平台获取学习证书。参加老师须为参

加学院教学工作的专业教师，教师所在院系和专业背景不限。 

 

4.项目周期：一年 

 

5.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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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资助入选的师资培训项目每项 5万元人民币经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