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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北电力大学的基本概况 

  华北电力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与由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七家特大型电力企业集团组成

的校理事会共同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学校校部设在北京，分设保定校区。 



  学校设有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能源动力与机械

工程学院、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可再生能源学院、核科学与工

程学院、数理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学

院等十大学院，设有59个本科专业。 

一、华北电力大学的基本概况 

  学校占地1600余亩，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学

校现有教职工3千余人，专职教师1810人，其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1人、双聘院士5人。学校有全日制本科

生2.2万人，研究生1万人。 



二、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使命 

1、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使命 

  2、2015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坚持创新引领创

业、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

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要使创新创业成为管理者办学、教师教学、

学生求学的理性认知与行动自觉。 



  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到培养理念、课程设计、教学管理、成长

环境、发展平台、考核评价、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实施意见的其中三大任务与措施：（1）健全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2）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3）强化创新创业实践。 

二、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使命 



  今天仅以(1)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电子电路综合设计与应用、生产实习，(2)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竞赛，(3)大学生电

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创新论坛，(4)实践与创新、创

造创新创业导论两门公选课为例，阐述我在课内外相

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方面的一些

探索与实践。 

二、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使命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教学方法 

1、实物实例工作演示                          想要做 

2、程序开发的过程演示                        如何做 

3、学习目标和要求                            做什么 

学习目标：能够进行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学习要求： 

（2）中级：利用现有硬件系统平台进行中大应用系统的设计。 

（3）高级：能够进行完整的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1）初级：利用现有硬件系统平台进行中小实例的设计。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2）单片机的指令系统； 

（3）单片机的集成开发环境； 

（4）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完成24个规定的设计性和综

合性实验项目。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教学内容的总体安排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教学参考书 实验平台 

  TI 公 司 的 CCS （ Code Composer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1）利用按键控制LED灯亮灭的实验； 

（2）利用段式液晶模块显示数字的实验； 

（3）I/O口中断与低功耗应用实验； 

（4）定时器应用实验； 

（5）具有日历功能的实时时钟实验***； 

（6）段式LCD频率计； 

（7）模拟电压比较器应用实验； 

（8）电机驱动控制实验； 

（9）SD卡读写实验； 

基础应用和综合应用设计实验项目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10）TFT屏幕显示实验； 

（11）数码管数字显示实验； 

（12）4×4矩阵键盘与数码管数字显示实验； 

（13）简单计算器实验***； 

（14）温度检测与电量检测实验； 

（15）UART串口通信实验； 

（16）ADC应用实验； 

（17）DAC应用实验； 

（18）Flash读写实验； 

基础应用和综合应用设计实验项目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19）音频播放实验； 

（20）图片显示实验； 

（21）录音与回放实验***； 

（22）直流电机调速实验； 

（23）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实验； 

（24）USB与串口综合实验***。   

基础应用和综合应用设计实验项目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考核方法：4分

*20个基础实验+5

分*4综合实验

=100分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学生的课程学习总结和心得体会 

（一）智能电子应用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

改革探索与实践 



邓 同学的课程学习总结和心得体会 
    这学期的单片机课程给我最大的益处是让我充分地认识了自我，

找到了自我。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我不知

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我的一切目标都是父母所定的。直到

大学，我有了自己决定自己前途和方向的机会，但是却迷糊了两年。

在我记忆里很少有让我记忆犹新的事。通过学习单片机让我知道了

自己喜欢电子专业，也让我明白了我们专业是干什么的，更重要的

是让我对未来有所打算，有所期盼。单片机课程学习中我解开了迷

惑。 
    14个实验，看似很难完成，可并不是这样。这一个个实验让我明

白我自己不是那么一事无成。有了实验课，我没事就可以到实验室

做做实验，往往一做就是一天，这样我忘记了小说和动漫，沉浸在

调试程序的乐趣中。这样的我才是最真实的我，因为此时的我心中

没有愧疚，此时的我是充满力量的。 



刘同学的课程学习总结和心得体会 
    说到单片机，首先不得不说说我们专业的实验室。坐落在教五楼D区403，虽不算宽

敞，却藏着满满的“宝藏”需要大家去慢慢发掘，只有勤奋会告诉你寻找“宝藏”的

路线，只有坚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开学第一周单片机的课程就开始了，第一节课梁老师在教室上了一节理论课，我抱

着十分认真的态度听了一节课，却感觉一头雾水，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理和结构。从

第二周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上过理论课，直接进入实验室，自那以后，单片机这门

课果真成了一门考察自学能力的课程，第一次操作软件，第一次下载程序，第一次进

行硬件连接，一切都是全新的东西，不明白要自己看、自己琢磨，不明白要相互交流、

要想学长请教，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片机课就拉开战幕了。 
    14个实验做下来可能不能记住每一个程序，记住每一种实验现象，记住每一种硬件

连接，但是培养了一种学习习惯，寻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学习方法，明白了该怎么处理

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实验室就像我们大学班级的独立教室一样，与其说成教室，不如说成是班级的

“家”，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情感，无论是与老师与学长学姐还

是与班级同学，不断的交流使我们更加深刻了解到了身边的人，如此看来，实验室的

作用就更丰富了。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1、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及其人才培养效应   2学时 

2、模拟电子技术的核心内容和典型电路     4学时 

3、数字电子技术的核心内容和典型电路     2学时 

4、常用传感器及其典型应用电路           2学时 

5、MSP430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功能寄存器和C语言应用开

发方法                                  6学时 

课程的基本内容及学时安排 

（二）电子电路综合设计与应用 

  本课程是为本科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而开设的公共选

修课，是以电子电路和电子系统设计为载体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技能

类课程。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6、实验（14学时） 

(1)开发软件使用入门和I/O 使用                2学时 

(2)外部中断和时钟模块使用                    2学时 

(3)看门狗及看门狗定时器使用                  2学时 

(4) Timer0的中断、捕获模式、比较模式的使用   2学时 

(5)利用PWM 输出实现呼吸灯                    2学时 

(6) A/D 转换实验                             2学时 

(7)综合性设计性系统性实验  课外完成，课内验收2学时 

7、电子设计总结报告的写作方法                2学时 

课程的基本内容及学时安排 
（二）电子电路综合设计与应用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LaunchPad 
课程实验平台 

（二）电子电路综合设计与应用 

电源接口 数码管模块 

按键模块 LED模块 1602LCD模块接口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2012年北京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于MSP430的LaunchPad设计

一个具有自动增益（AGC）功能的放大器。 

课赛结合情况及其成效 
（二）电子电路综合设计与应用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我校有1个队获得全国一等奖、

1个队获得全国二等奖。 

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我校有1个队获得全国一等奖、

3个队获得全国二等奖。 

2014年北京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于MSP430的LaunchPad设计

制作一个可编程电源。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电子生产实习是以电子产品生产为工程背景，通过实习使学生学到

电子产品的工艺设计知识，通过电子产品制作过程，熟悉电子产品工

艺，掌握制作电子产品的操作技能，为进一步学习和应用奠定基础。

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系统工程中，电子生产实习的实践教学作用既不

能省略又不能用电子实验来替代。 

  电子生产实习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焊（焊接、拆焊技术）；

选（元器件识别、性能简易测试、筛选）；装（电子电路与电子产品装配能力）；

调（电子电路与电子小产品调试能力）；测（会正确使用电子仪器测电参数）；

读（电子电路读图能力）；写（培养编写实习报告的能力）；校（电子产品质量

检验能力）；触（触及模电、数电和单片机三大技术）；画（利用EDA软件自己

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制（自己腐蚀和制作单面电路板）；编（汇编语言编程、

C语言编程、混合编程）；搜（资料的搜集方法）。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1）实施方法与时间安排；                  （2）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3）本次电子生产实习的目的和所涉及的内容；（4）有关实习问题的思考； 

（5）电子系统作品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创意与电子设计 

（6）创新思维(创意)方法；                  （7）电子系统设计导论---挑战极限； 

（8）利用Altium Designer 10进行电路原理图设计方法向导； 

（9）利用Altium Designer 10进行印刷电路板设计的方法向导； 

（10）电路板的焊接流程、测试方法与流程 、一些实物作品制作过程展示、焊接和测试

电路板、安全用电； 

（11）自己腐蚀加工PCB板；                  （12） PCB-EMC测试实验； 

（13）以焊接完成的电路板为硬件系统，先讲解剖析“简易计算器”程序，再进行软件

设计完成不少于10个电子系统作品； 

（14）软硬件设计中的一些感悟； 

（15）思考力＋创造力＋执行力＝竞争力。 

生产实习主要内容（三周） （三）生产实习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1月5日~1月6日：第一阶段任务是5日讲课（实习精神动员、本次生产实习的

目的和所涉及的内容、实习的实施方法与时间安排、有关实习问题的思考、电

子系统作品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创意与电子设计、创新思维(创意)方法、“机

遇的内涵、产生、捕捉和利用” 、普通行为创造学）；检查方法：完成一份

不少于1000字的“创造创新方法学习体会和总结”。 

时间安排 

  1月7日~1月12日：第二阶段任务是利用Altium Designer 10画实验电路板的

完整电路原理图和实际PCB图、学会原理图元器件库和PCB元器件封装库的构建

方法；7日实验室讲课（电子系统设计导论、利用Altium Designer 10画电路

原理图和PCB图的方法）；检查方法：完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和电路板图

的绘制，现场看软件操作,1月12日检查。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电路原理图 PCB图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时间安排 
  1月13日～15日：第三阶段任务是在实验室两人一组进行焊接、测试实验电

路板；13日实验室讲课（焊接流程的讲解、电路板测试方法与流程、实物作品

制作过程展示、安全用电）；检查方法：焊完的电路板能用。 

  1月16日：第四阶段任务是利用Altium Designer 

10画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小型电路的原理图和单面

PCB图，并自己腐蚀加工PCB板，安装、焊接、调试

电路。 

  1月17日：第五阶段任务是完成PCB-EMC测试实

验。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交叉进行。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1月18日～21日：第六阶段任务是以焊接完成的实验电路板为硬件系统，先

讲解剖析“简易计算器”的实例程序，再进行软件设计完成不少于10个电子系

统作品。具体要求是：（1）18日同学自己先看“简易计算器”的程序，19日

找几位同学来讲解剖析“简易计算器”的实例程序。（2）可参考的待设计的

电子系统作品：“简易语音计算器”、“公共汽车语音报站器”、“交通灯控

制器”、“秒表”、“彩灯控制器” 、“语音电压表”、“频率计”、“语

音播报和数码显示带日历电子钟 ”、“带计分功能的乒乓球游戏机”、“带

计分功能的拔河游戏机”、“带计分功能的智力竞赛抢答器”、“倒计时器”

等。21日下午验收。 

时间安排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1月22日～23日：第七阶段任务是写实习报告(包括主

要实习内容、收获、体会、改进意见、建议和要求、展

望，不少于2000字)，电子文档（WORD2003文件命名方法：

姓名+学号.DOC）发送到教学邮箱。 

  24日……规定的实习时间已经结束，但这个实习的过

程、方法、思路等希望大家要一直坚持做下去，相信一

定会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收益。我会为大家做好技术支

持和服务。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1月21日晚凯旋返乡欢送文艺晚会的现场。 



三、第一课堂的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三）生产实习 

学生的实习总结和心得体会 



四、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指导方法的探索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我所指导的设计制作类项目情况：2011年2项，2012年9项，

2013年5项，2014年8项，2015年19项。大部分项目使用到了

MSP430单片机。我非常注重对学生的过程性和常态化指导，并让

项目组成员参与一些相关比赛。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施，旨在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

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倡导以本科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改革，调

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

识，逐渐掌握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其创新实践的能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增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

业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指导方法的探索 

（二）学科竞赛 

     大学生学科竞赛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有效手段和重

要载体。学科竞赛是面向学生的群众性课外科技活动，目的在于激励

学生崇尚科学和勇于实践的精神，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

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团队合作意识，并由此推动专业或课

程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学生参加竞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奖，更是为了培养创新能力、

协作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动手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学会思考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全面看待事物，学会研究探索问题，

学会总结经验教训，学会利用课余时间。 



四、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指导方法的探索 

（二）学科竞赛 

2015年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TI杯）（全国特等奖1队、全国三等奖2队） 



四、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指导方法的探索 

（二）学科竞赛 

2015年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TI杯）（全国特等奖1队、全国三等奖2队） 



四、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指导方法的探索 

（二）学科竞赛 

2014年第九届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全国一等奖1队） 

2015年第十一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全国三等奖1队） 

2014年第二届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华北区三等奖1队） 

2015年第八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北京市

三等奖1队） 

2015年度第九届“毕昇杯”全国电子创新设计及物联网应用系统设

计竞赛（全国二等奖1队） 



四、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指导方法的探索 

（二）学科竞赛 

2015年第八届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全国三等奖1队） 

2015年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进入北京市复赛2队） 

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1队、全国二等奖3队） 

2015年“协鑫杯”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大赛（全国三等奖1队） 

  大部分比赛项目使用到了MSP430单片机。通过这些比赛，学生的

实践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2015年“赛佰特杯”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应用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1队、全国三等奖1队）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2011年3月23日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我发起创建了大

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每周举办一次技术论坛和

“展望事业、探讨人生”论坛活动，现已成功举办112期。

乐园的科技创新论坛QQ群成员人数已达228位，每次论坛

活动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七八十人。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

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1）以学生兴趣、自主和过程为原则，以创新实践乐园为载体，

以论坛活动为形式，以电子设计竞赛为依托，以电子应用系统设计

为内容，以项目驱动为手段，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

对以第二课堂促第一课堂的关注学生专业学习和全面成长成才的育

人模式进行了不懈探索与有效实践。 

  （2）跨专业、跨年级的技术论坛和“展望事业、探讨人生”论坛

活动，打破了学科专业和年级之间的界限，实现学生多学科、多专

业、多年级的充分交融，引导学生成长成才和人生发展。大三带大一 

实践乐园和论坛活动的特色与创新点：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

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3）探索了以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为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新模式和新方法。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

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4）探索了实验室开放运行的新机制，让学生早进课题、早

进实验室、早进团队。 

  （5）以项目驱动方式支持大学生自主设计与实现了一批具有

一定功能且可观赏性、可操作性、可互动性好的作品，并以此举

办了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作品展。 

实践乐园和论坛活动的特色与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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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几年来乐园成员已有几十位学生免推或考取硕士研究生，他们的

实践创新能力与其他同年级同学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我们仅以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2010级的48学生为例：保研4人，

其中1人保到中科院、 1人保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人保到中国

航天集团第一研究所、1人保到华电；考研11人，其中清华1人、中

科院1人、北航1人、北邮1人、北科1人、大唐电信研究院1人等。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实践乐园和论坛活动的显著成效： 

（一）创建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践乐园，举办独具特

色的论坛活动112期 



  课程的基本内容：1、实践与创新教育的意义、内容、方法与途径：以占大

学本科四年半壁江山的实践环节为载体，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

思维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分析讨论实践与创新教育的意义、内容、方法与途径。2、

大学实践环节营养菜单：剖析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学科竞

赛、创新创业项目、科研项目等大学四年所能涉及到的所有实践环节的内容、作用、

方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方法、高效的过程完成

这些实践环节。3、科学方法、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训练：介绍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训练方法，探讨机遇的产生、捕捉和利用方面的问题。4、写作、演讲与答辩方法：

讲解与展示实践报告、学术论文、专利申请、项目申请的写作方法，示范讲解演讲

与答辩的方法和技巧。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二）开设全校公共选修课“实践与创新” 



    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本课程是为全校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

共选修课。课程将创造教育、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相结合，给学

生以“创”的精神，启迪学生“创”的思维、意志和品质，培养

学生“创”的学识和能力。通过创造教育，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

开发人人都具有的创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掌握创造

原理和创造发明技法。通过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创业教育，教授给学生创业

知识，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 

五、课内外相融合的开放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三）开设全校公共选修课“创造创新创业导论” 



“互联网+”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1、解决问题的能力； 

  2、批判性思维； 

  3、商业管理能力； 

  4、合作能力； 

  5、沟通能力； 

  6、创造力； 

  7、创业能力。 

结束语 



谢 谢！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资料拥有者同意该资料在TI官方网站予以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