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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调研、任务及完成情况 

（填表说明①： 

本鉴定证书是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受理并组织专家鉴定以后

提供给项目完成单位的正式文件，作为项目完成单位和有关人员在评定职

称、申报奖项等的依据。由项目完成单位按照要求先行填写，填写必须实

事求是，最后由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审定认可，加盖中心公章有效。 

本栏要求说明关于项目本身的相关情况，包括项目来源、立项前国内

外相关背景的调研、批准立项所下达的任务及任务完成情况） 

1.项目来源及国内外相关背景的调研 

项目来源于 2008 年教育部财政部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自

动化（TS10886),安徽省教育厅重点教学研究项目《构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活动体系研究与实践》（2008jyxm071）、《以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

为导向学科竞赛与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探索》（20101994)、《基于区域经济

发展的信息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2jyxm275）。 

国外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科研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锻炼，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MIT）1969年创设了“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为促进

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开创了先河。面对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牛津大学

校长 C·鲁卡斯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要有很高的技术，非常宽的知识基础，

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革新能力和工作灵活性”。 德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主

要受洪堡的“完人”与雅斯贝尔斯的“全人”教育理念影响。近些年德国的大

学积极改革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加强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以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为中心，注重完善学生的人格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与独立的科研能力。 

国内高校也十分重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特别是对活动开展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改进措施，如从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毕业设

计模式改革和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实现人才培养的对策，

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措施。 但大部分理论成果都是建立在国外模式基础上，

在实践过程中与国内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存在脱节的问题。本项目研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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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地方工科高校的办学定位、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

标等。如何结合学校处于地方人才培养特点，特别是结合区域经济的规划

和自动化专业特色来开展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和特色。 

通过对地方工科院校的深入调查，项目组发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普

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衔接不够，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创业素质和社会

责任感整体不强，专业技能与企业期望差距较大，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适

应产业发展等问题普遍存在。针对以上问题，项目组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

深入探索了地方性工科院校，如何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有机衔接，培

养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切实解决了地方性工科院校在应用

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普遍性难题。 

2. 项目批准立项下达的任务 

项目以国家级特色专业——安徽工程大学自动化专业为依托，开展以

学科竞赛为依托，强化实践，产学研结合的培养地方应用人才培养。研究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构建，以工程教育为目标重新制定专业培

养方案，搭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平台；研究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途径与

方法，重构产学赛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以学科竞赛为抓手，

融入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设计），搭建实验教学平台，提高创新人才培养

质量的实施方案。 

3.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组自项目立项以来，在安徽工程大学自动化专业，紧密围绕培养

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开展了系统的研

究和实践。安徽工程大学自动化专业采取了一系列得力举措，以竞赛助力，

强化实践，产教融合的育人理念，搭建了“三位一体”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平台，构建了产学赛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自动化专业 

“四•三”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与竞赛相融合，竞赛助力教学”教学模式，着

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自动化

专业人才，不断提升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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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创新点、实践情况及推广价值说明 

1. 项目研究和实践的创新点，包括内容、方法和成果的创新； 

项目通过搭建实践育人、创新创业育人、社会责任感培养“三位一体”

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构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和企业深度

参与的“多维共振”产学赛科教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自动化

专业 “四•三”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与竞赛相融合，竞赛助力教学”教学模

式，实现了地方工科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上的内容创新。 

项目组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突出专业培养方案突出实践环节，夯实

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基础，推进学科竞赛贯穿实践教学，提升应用型创新

人才培养能力，产教融合共建实验室和团队，创造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条

件等方式，实现了地方工科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培养上的方法创新。 

项目组以学科竞赛为依托，强化竞赛与教学融合，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强化竞赛与学生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相融合，综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创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强化培养过程的企业深度参与，实现人才培养

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有机衔接，实现了地方工科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的成果创新。 

2．项目研究过程及结束后，运用项目研究成果的实践情况； 

人才培养效果明显，竞赛成绩显著。累计受益学生达 3000多人。大学

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奖励 40多项，发明专利授权 90余项。2015年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3项，蝉联安徽赛区 TI杯，控制

类赛题成绩位居全国高校前列。2016 年“家电维修进万家”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最高奖。学校荣登“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

评估结果（本科）TOP 100”榜单，位列 64位。 

辐射带动作用突出，同行评价度高。2016年项目负责人应邀参加安徽

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会议，重点介绍了项目中的创新创人人才培养模式。

2013 年项目组成员张春教授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第四届“中德论坛”上做的

“地方工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主旨报告得到了国内外与会



 4

专家的高度关注。2015年成功在我校举办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安徽赛区竞

赛，我校蝉联 TI杯，表彰及总结大会期间受到省厅领导的高度评价，与到

会的安徽省 30 多所高校分享了我校依托竞赛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育人模式。 

教学研究成果丰硕，社会效应明显。项目教学团队共发表教研论文 20

余篇，出版教材 5 部。“信息类专业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融合的实验平台”

成功参加第 47 届高仪展及安徽省首届高等学校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展

示，得到省内外专家的好评，获得安徽省一等奖。作为项目子内容之一的 

“家电维修进万家”志愿服务项目荣登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最高奖。 

3．项目成果在相关学科、专业或学校的积极影响及推广价值。 

近年来，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安徽工业大

学、安徽理工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巢湖学院、铜陵学院、滁州学院、皖

西学院等几十所国内高校来我院参观交流，成果推广应用得到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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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文件目录 

   1.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2.教学成果奖综述 

3.教学研究项目来源及教研项目批文 

4.获得的省级教学成果奖批文及获奖证书 

4.1 2017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奖: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

系及其评价机制研究 

4.2 2017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依托竞赛、面向工程、强化实践”的自动

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4.3 2016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依托电子设计竞赛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4.4 2015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依托学科竞赛“三位一体”模式的大学生自

主研学体系的创建与实践 

4.5 2013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自动化”人才培养

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4.6 2013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以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为导向学科竞赛

与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探索 

4.7 2012年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构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体系研究与实

践 

5.推广应用证明 

5.1高校推广应用证明 

5.2产教融合合作协议、企业推广应用证明 

6.大学生学科竞赛及知识产权证书 

6.1大学生学科竞赛国家级奖项证书 

6.2大学生参与获得知识产权 

7.教学团队 

7.1个人荣誉 

7.2教学研究论文 

7.3.教学设备展获奖证书、教材、教学方面专利 

8.自动化专业用人单位调查问卷 

9.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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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鉴定意见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组织专家成立鉴定委员会，通信鉴定了 “竞

赛助力，强化实践，产教融合，培养自动化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项目研究

成果，鉴定委员会成员认真查阅了项目成果申请书，审查了有关成果资料，

经质询和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如下： 

1、该项成果资料翔实、规范，符合成果鉴定要求。 

2、项目组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以自动化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及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改革和建设契机，以学科竞赛为依托，搭建了实

践育人、创新创业育人、社会责任感培养“三位一体”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平台，并深度融入自动化专业教育。 

3、以自动化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需求为导向，构建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学校为引导和企业全参与的产学赛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4、构建了自动化专业 •“四 三”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与竞赛相融合，

竞赛助力教学”教学模式。 

5、该成果应用以来，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累计受益学生达 3000

多人。大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奖励 40多项，发明专利授权 90余项。

2016年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6、教学研究成果丰硕，社会效应明显，项目教学团队共发表教研论文

20 余篇，出版教材 5 部，构建信息类专业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融合的实验

平台，获得安徽省首届高等学校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展评活动一等奖。 

7、研究成果共获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一等奖 6项 。                                                            

鉴定专家认为，该项成果的应用对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创新性突出，成效明显，具有推广应用价值。经过鉴定组全体专

家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成果鉴定。 

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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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单位情况（项目完成单位填写，与鉴定申请表一致）  

序号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通讯地址  邮编  

1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芜湖市北京中路 8 号  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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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人情况（项目完成单位填写，与鉴定申请表一致）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  龄  职务 /职称  工  作  单  位  在成果中的作用  

1 王冠凌  男  47 教师 /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总体方案设计、协调  

2 张春  男  46 副处长 /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教务处  

 “四•三”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

与竞赛相融合，竞赛助力教学”教

学模式  

3 凌有铸  男  56 院长 /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专业培养制定、教学团队建

设  

4 许钢  男  46 副院长 /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产教融合共建实验室  

5 代广珍  男  44 主任 /副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参与搭建 “三位一体 ”的应用型创新

人才培养平台，负责实验教学平台  

6 陈孟元  男  34 教师 /副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参与搭建 “三位一体 ”的应用型创新

人才培养平台，负责实验教材编写  

7 孙新柱  男  44 教师 /副教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参与构建产学赛科教融合人才培养

体系，负责智能车学科竞赛  

8 王正刚  男  36 主任 /讲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参与构建产学赛科教融合人才培养

体系，负责电子设计学科竞赛  

9 蔡金平  男  36 秘书 /讲师  安徽工程大学校办  
参与搭建 “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平

台，依托社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0 李炜  男  33 教师 /讲师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参与构建产学赛科教融合人才培养

体系，负责智能制造学科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