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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constructs a novel innovative educational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employment requirement of major belonging to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ategory. The proposed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content of innovative courses, projects of innovative training, bas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fter several years’
implementing, we have found that the system can efficacious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for innovative practical talent. Moreover, it is capable of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creativity and operational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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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下，针对目前电子信息类专业的特点和就业需求，提出并建立了一个新
的创新教学体系。该体系从创新课程内容、创新训练项目、创新创业基地和创新思维拓展等方面入手进
行构建。经实施证明其能有效推动创新实践人才的培养，提升了学生就业的竞争力、创新力以及实践动
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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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教育(Innovation Education)是指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创新人格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
育，是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着重研究和解决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问题[1]。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开展的教育活动[2]。创新教育从上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到目前已经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3]。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2007 年 4 月，教
育部启动了“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该项目是“十一五”期间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十二五”期间，教育部继续实施了“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一步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的改革[2]。此外，国家还先后出台了《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指
导性文件，以期促进工程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全面提高我国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4]。培养创造型人才已经成为现代教学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之一。
电子信息类的专业口径宽、知识结构变化快、对学生的创新素养的要求也相应较高。传统的教学体
系对于创新教育的目标不够清晰，课程设置比较呆板，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够重视，而且对于教育资源
的整合不够充分[5]。由此导致创新教育体系不能有机地形成，学生的创新性也相应不足。围绕“十三五”
对于高校建设的发展规划，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下，本文提出并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实践创新教育
教学体系，旨在为电子信息行业培养出优秀的实践创新型人才。

2. 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多元创新教育教学体系
为了全面提升电子信息类实践创新人才的培养效果，全面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职
业素质，强化专业内涵，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学生个性化成才，我们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
品牌专业建设，提出并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实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主要从创新课程内容、创新训练项目、
创新创业基地和创新思维拓展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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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贴近实践创新的课程内容设置
以工程性、实践性作为新的学习驱动因素, 增加了“大学生创业基础”、“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
导”等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以及“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活动”等素质能力拓展课程，在继续坚
持培养学生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同时，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另一方面，以课程实验、实习环节为起点，课程设计、实训环节为主体，毕业设计为核心，构建合
理的实践教学方案以达到从课堂到工程实践的过渡和衔接。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2.1.1. 强化专业基础课程中实验环节的创新性
所有课程的实验中都包含综合性或设计性的实验项目，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尝试将课堂上所学到的
理论知识进行理解、消化并加以应用；除此之外，每个实验室还为学生增设了开放性实验环节，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相应的实验项目进行探索和创新设计。
专业基础课程除了课程实验外还配有后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实验室，为学
生成为未来的电子工程师奠定初步的基础，让学生具备一些基本的创新技能。
2.1.2. 强化专业主干课程中实习实训的创新性
为了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性能力，在实验室、实习基地等硬件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统筹规划并注重与
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共建，创建了 3 个国家级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5 个中央地方共建实验室、1 个省
级的工程研究中心、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市级开放实验室、1 个校企共建实验室和 3 个校企
共建创客空间。
为了让学生从课堂走向实验室，走向实习实训基地，为专业主干课程设置基于实际应用的课程设计、
实习实训环节，给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的实践环境。在毕业设计之前，配置专业实习和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为学生提供系统学习和使用专业知识的机会，使学生初步具备创新素养，为进入毕业阶段打下坚实的基
础。
2.1.3. 强化课程设置中职业需求的切合性
将职业资格考核与相关的专业课程进行对接，构建完整的职业能力提升体系，强化课程内容与职业
需求的切合性，建立完善的培训方案，开放相应的实验室供学生使用，配备专业的教师进行培训，在帮
助学生顺利完成职业资格考核、有效提高职业素养同时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培养学生将创新思维用
于职业需求。
2.1.4. 强化毕业设计中创新实践的重要性
毕业阶段的实习采取分散的方式，由学生基于个人情况和就业意向的考虑，自行选择实习的单位和
内容，实现专业与行业对接，学业与职业对接。在毕业设计环节，根据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组建由实习
实训基地的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组成的校外指导教师团队，结合工程实际问题，由校内、外导师共同为
学生量身定制毕业设计内容并进行指导，这样可以为学生进一步发挥创新思维提供广阔的施展空间并帮
助学生更好地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环境过渡和从学生到职员的角色过渡。

2.2. 贴合学生兴趣的创新能力培养
为了发挥学生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学习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实践教学中将竞赛和项目相
融合，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2.2.1. 专业特长与学习兴趣相长的科技竞赛
科技竞赛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培养大学生主动实践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近年来，学院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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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织学生参加了电子设计大赛、机器人大赛及各种创新竞赛项目。在指导教师的协助下在备赛和参赛
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对于实践创新的浓厚兴趣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专业特长，逐渐地由被动变主
动，培养并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此外我们还与各类合作企业共同举办了有针对性的科技竞赛，在为企业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同时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这类竞赛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取得了良好效
果，获得了企业的认可和欢迎。
2.2.2. 教师科研与学生兴趣并重的创新训练
充分利用教师的日常科研活动，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来帮助优秀的本科生步入科研和实践创新
的殿堂。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结合教师的研究兴趣进行自主申报，自愿参加科研活动。有计划分
批次地组织本科生参与到科研活动当中，由指导教师加强活动管理和对学生进行的相关科研培训。通过
双向选择，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引导优秀本科生早进课题组，对学生进行相关的科研培训，指导他们利
用科研实验的方法和数据，撰写科研论文或毕业论文并公开发表，促进科研与教学的有机互助与互动。
定期组织并开展相关的科研活动，解决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科研团队的指导、分工、合作
等方面的问题，此进一步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电子学院创建了“未来星电子创客空间”，为学生参加教师科研项目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
通过组织学生主动参加创新实践活动，为学生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在现有实验教学中心功能基础上，
“专用一复用”模式相结合，既有专用创新实验室和创新活动场所，又可用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未来星电子创客空间”有 3D 打印机、NAO 人形机器人、Hololens 增强现实头盔、HTC 虚拟现实
头盔等设备 40 余台套。对不同层次的实验室提供不同的实验设备，面向低年级学生提供常用的电子仪器；
面向高年级学生配置较高级的开发设备，如单片机、智能硬件、DSP 开发板、PCB 热转印机及腐蚀池、
常用的电子设计类软件等。
创客空间的常规工作包括：1) 技术培训。在新加入创新活动团队的学生中举办各种创新活动讲座；
对常用电子器件识别、检测、基础项目设计制作等基础培训；带学生到合作企业参观，让学生了解生产
一线的情况。2) 各类学科竞赛的组织和集训。重要的有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挑战者”杯创
新竞赛等。3) 开展常规科技创新活动。主要是学生通过申请，将创新设计项目带进实验室，开展科技创
新实验。
近三年来，学生获得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3 项；江苏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4 项学科竞赛奖项。
近三年获得了 40 余项国家级、省级实践创新项目。部分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发表了高质量的科研论
文、获得了专利授权和软件著作权。

2.3. “孵化”创新的实践基地建设
建立“高校–企业”联合培养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机制，与本地知名企业合作，开展校企深度结合，
共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彰显创新人才培养的应用型特色。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3.1. 建立校企合作育人机制
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将优秀人才培养与企业的研发环节相结合。鼓励低年级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条件
下，加快校内课程的修读进度，为后续提前走出课堂进入企业实习做准备。进入企业的学生能够实地参
与企业的项目研发，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提升自身的创新素养和实践动手能力。
目前，已与当地 22 家企业签订了实习基地协议，形成了“实验、实训、实习”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
DOI: 10.12677/ces.2019.73049

285

创新教育研究

孙巧榆 等

平台。
2.3.2. 建立校企合作双导师制
学生的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实训以及毕业设计采用校企联合指导的方式，由学校和企业联手协同
培养地方需求的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
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采取双导师制，为每个学生配备了校内和校外两名指导教师，校内的导师负责
指导学生的理论设计，而校外的高级工程师负责指导学生设计中的工程部分。部分学生的整个毕业设计
过程都在校外指导教师所在的企业完成，其设计内容充分考虑学生的创新思想同时贴合企业的实际需求，
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工程设计能力。
2.3.3. 建立校企合作质量评价机制
为保证培养效果，对学生进入企业后的学习和工作进行定期的质量监控，利用校企合作共同构建教
学质量评价体系，突出“创新为主，能力为重”的评价标准。

2.4. 启发创新思维的视野拓展
视野拓展是养成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构建与实践创新需求相对接的校园讲座新模式、
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国际游学项目，并以此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之一。为了保证效果，在拓展学生
的视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邀请国际、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为学生提供高水准的专业讲座精品。使学生能实时了解专业的最新
动向，获取珍贵的精神食粮，极大地开拓了学生的视野。由此，将讲座列入学科建设目标，力争讲座建
设制度化，促进讲座的长期持久发展。同时鼓励教学、科研领域有相当水平和影响力的骨干青年教师积
极参与。
近年来，我们先后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者为学生开展了一系列讲座，同时邀请一些优秀企业为
学生举行专题宣讲会。极大的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为创新思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毕业生中涌现
出一批企业研发骨干和创业精英，毕业生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
我们还为成绩优秀、能力突出的学生提供中短期的出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为学生毕业后的深造提
供更广阔的机会，也帮助学生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做出更具目的性和更加理性的选择。

3. 结语
根据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点及本校提出的“动手能力强、后劲足”的教育理念，本文提出并构建了
多元的实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以及动手能力。基
于贴近工程实践的课程内容的设置，帮助学生从课堂顺利走进实验室和实践基地；贴合学生的兴趣和特
长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竞赛和创新项目的研究，使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观察力、协同力、领导力等多
种素质都得到很大提高，大大增加了学生今后取得创新成果的机率；建立校企深度合作，本着“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就业共推”的原则，跟行业企业接轨，强化学生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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