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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4.9 全国优秀教师（王冠凌） 国家级 教育部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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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8.4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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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6.12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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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5.11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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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3.9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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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3.9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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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2.11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构建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活动体系研究与实践 
一等奖 安徽省教育厅 

2016.11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

大赛 
金奖 

共青团中央、中

央文明办、民政

部、水利部等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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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教育厅 

2015.11

 ～ 

2017.1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一等奖 

5项 
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工业和信息

化部人事教育司 
全国二等奖 

4项 

2011.11 

～ 

2015.11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全国二等奖 

2项 

共青团中央、教

育部、人社部、

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等 

全国三等奖 

4项 



 

2011.11 

～ 

2017.11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全国一等奖 

1项 
教育部高等学校

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二等奖 

14项 

2014.8 

～ 

2017.8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全国特等奖 

2项 
教育部高等学校

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 

全国一等奖 

1项 

全国二等奖 

5项 

2014.11 安徽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TI杯 安徽省教育厅 

2015.11 安徽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TI杯 安徽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09 年 1月              实践检验期: 5 年 

完成：2013 年 8 月 

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一）成果简介 

针对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衔接不够，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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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发展需要等普遍性、突出性问题，项目组从2009年开始，在安徽工程大学自动

化专业，探索以学科竞赛为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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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化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上取得显著效应。 

项目组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以学科竞赛为依托，搭建了实践能力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三位一体”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并深度融

入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升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以自动化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需求为导向，产教融合共建竞赛实验室、师资团

队和学生社团，构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企业深度参与的产学赛融合应

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了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建立了“四•三”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教学与竞赛相融合，竞赛助力教学”的教

学模式，探索出了实践与创新能力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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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我校蝉联安徽赛区 TI 杯，控制类赛题成绩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我校荣登“2015 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果（本科）TOP 100”榜单，位列 64 位。

成果在安徽部分高校得到推广应用，在省内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中起到了示

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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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学设备

展一等奖 1 项，获得教学设备方面专利 12 项，自动化专业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建

设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培养方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目标不相适应，毕业生

工程实践能力与企业发展要求存在差距。 

2.地方院校实践教学资源难以支撑学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3.地方院校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路径不畅，学生自主研学、主动探索的主观能

动性不强，工程创新实践能力意识薄弱。 

4.在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

感的途径和载体单一。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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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企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在培养方案

修订中，引入行业元素和企业资源。在实践教学环节里，通过“工程认知-工程训练-

工程实践”逐级提升，逐步提高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推进学生理论知识、实

践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协调发展，夯实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基础，初步形成了产教融

合的自动化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如图一所示。 



 

校内教学 企业教学

专业基础类

专业特色类

毕业设计

电力电子技术

数学自然类
人文社会类

工程数学;数学建模;大学物理大学英语; 政治、法律、历史课程

 工程基础类自动化专业导论；工程制图基础；机械设计基础；工程管理

专业综合实验

专业生产实习

电路分析；模电；数电
传感器

电机与拖动基础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电力电子课程设计

MCU
DSP
PLC

控制理论课
C语言

计算机控制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

计控课程设计
单片机课程设计

运动控制系统；过程控制系统 运控系统课程设计

工程实践

金工训练

工程软件训练

工程职业道德

专业认识实习

企业实践

图一：自动化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培养计划

学科竞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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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贯通第一、二、三课堂的实践教学新模式，

建立国家、省、校、院系四级“金字塔式”竞赛体系。搭建强化学生基础知识和能力

的院、校竞赛平台，鼓励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高水平学科竞赛。 

依托学科竞赛构建面向工程的实验教学平台，实现第一、二、三课堂的贯通。

如智能车竞赛教学实验平台（图二），其内容分解到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中，通过

平台，把分散的课程有机联系在一起。课题组在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题目的基础上

引入 CDIO 模式，将课程学习嵌入到实际工程中，提升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实现

了课程教学、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中的知识与能力要素紧密结合，系统提升大学生

创新能力。 

 

平

衡

车

CCD

陀螺仪

加速度计

编码器

信号调节

 角度、角

速度滤波

A/D转换
MCU

处理器

传感器原理及应

用
模拟电子技术

信号处理

数字电子技术 嵌入式系统

数字图像处理

计算机控制

技术

LED灯

OLED

显示屏

键盘

姿态控制

速度控制

方向控制

电机驱动及PWM调节

自动控制原理

电力电子技术

上位机
DC-DC电源

图二：基于智能车竞赛教学实验平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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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上，始终紧密围绕安徽省支柱产业与新兴产业发

展。先后与中电鑫龙、合力叉车、广东瑞德等企业合作，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开

展联合教学等方式，积极开展教育教学和产学研合作。形成了学校布点、学院蹲

点、学科专业团队建点“三级联动”的校企合作机制。努力构建以项目攻关与科技服

务为基础，以技术开发与转让为核心，以合作平台搭建为依托的多层次产学研合作

模式。通过引企业资源进课堂，融专业教育入产业实践的建设模式，以校企共建实

践教育基地为依托，构建校企“双主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与中电鑫龙共建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四）依托社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点燃学生践行社会责任感的激情 

依托电子科技协会，鼓励学生以科技竞赛为载体，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将知识

和能力转化为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重要成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社会责任感。依托学生科技社团开展的“青少年科普作品展志愿服务”、“家电

维修进万家志愿服务”等项目，累计为数万名中小学生开展科普志愿服务。 

三、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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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定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时，注重引入行业元素和企业需求，强化实践环节

的企业参与度，夯实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基础。 

依托学科竞赛，建设面向工程的教学实验平台，实现课内实践教学与课外创新

活动的无缝对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教育闭环体系。打造“企业+学校+学生”零

距离平台，为学生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提供产业支撑。 

依托社团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家电维修进万家”等志愿服务品

牌，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运用在社会实践中，点燃大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的激情，

实现专业教育教学与社会责任感培养的紧密结合。 

（二）建构了以学生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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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一、二、三课堂的全程贯通，开设创新创业公选课，教师通过开展科技创



 

新和知识讲座，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从而增强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形成由老、中、青教师，高、中、低年级学生共同构成的全员参与多层次学科

竞赛团队，推动老师—学生、学生—学生传帮带的双闭环育人体系。 

搭建产教融合协同体系，通过引企业进校园，融专业入产业，实现校企联手共

建实验室和师资队伍，与企业共设竞赛项目，引导学生参与生产研发，提倡产品

化、知识产权化，全面提高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目标达

成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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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工程实践创新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了 “四•三”人才培养模式。一

是“专业基础课-专业特色课-工程实践课”三层次课程体系；二是“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科研创新”三元课堂联动结构；三是“工程认知-工程训练-工程实践”三阶段实践

教学体系；四是“教研合一-学赛合一-校企合一”综合化培养模式。 

建立了“教学与竞赛相融合，竞赛助力教学”的教学模式。学生课程学习与学科

竞赛、实践创新紧密衔接，学生学科竞赛、创新创业与产业需求、企业生产紧密结

合，搭建了教学与竞赛、校内与校外相融合的创新实践平台，将工程实践创新教育

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一）人才培养效果明显，竞赛成绩显著 

项目实施以来，竞赛成绩显著提高，学生受益面显著扩大。该成果自 2013 年

开始应用以来，累计受益学生达 3000 多人。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

升，获得发明专利 90多项，获得了学科竞赛国家奖项 40多项，省级以上奖项 140

余项。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3 项，2016年“西门子”智能

制造挑战赛再获全国特等奖，2017 年智能车竞赛我校获得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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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中国电信等国内知名企业对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满意度逐年提高，学

校获得 2014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 50强高校。 

（二）辐射带动作用突出，同行高度评价  



 

近年来，安徽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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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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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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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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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第四届安徽省高校自动化系主任/院长论坛在芜湖召开，项目负责人作

题为“电子信息类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主题报告。 

2017年项目负责人主讲安徽省电子设计竞赛培训会，受到师生高度评价，与省

内 30 多所高校分享了我校依托学科竞赛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成功经验，有

力推动了安徽赛区学科竞赛的发展。 

（四）社会关注广泛，媒体广泛报道，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光明网、中青在线、安徽高教网等媒体广泛报道我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先进事

迹。自 1981 年至今，三十多年如一日，走遍了全省 200 多个贫困乡村与社区，为

千家万户提供家电维修、家电知识科普宣传等精准服务，累计受益群众超过 15 万

人次。学生将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成果广泛运用在志愿服务当中，形成了回馈社

会，服务社会的文化传统。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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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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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终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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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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