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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数 专业数 学生数/年 人时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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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内容                                                

一、现实的尴尬 

二、时代的要求 

三、我们的改变 

四、个人的体会 



一、现实的尴尬 

实验（教学/技术）的从属地位从来就没有

得到过实质性的改变。 



一、现实的尴尬 

       几个例证： 
       1. 习惯被称为教辅人员； 

       2. 课酬/工作量打折；  

       3. 工资待遇要低于同级别教研岗； 

       4. 发展空间几乎没有，职称难解决； 

       5. 教研人员流转的去处之一； 

           …… 

 



一、现实的尴尬 

       面临的主要问题（2012年）： 
       1.  大家心思不在学校，不在工作上； 

       2.  矛盾重重， 一触即发； 

       3.  国家级示范中心的压力： 

            成果在哪里？ 

            特色又在哪里？ 

            如何从坑里爬出来并快速实现弯道超车？ 



一、现实的尴尬 

       其实，大学里最不缺就是教授，缺

的恰恰是优秀的实验技术人员； 

       同样，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

建设缺了优秀的实验人员只能是个美丽的

谎言。 



二、时代的要求 
     
1. 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 

    斯论坛公开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口号； 

2. 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打造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双引擎"。 

 

2015年最热关键词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国务院李克强

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 

───创新创业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时代的要求 
      

1. 2015年5月4日，国办发〔2015〕3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2. 2015年6月2日，教育部在京召开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视频会议，对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进行动

员部署； 

3. 2015年10月21日，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在吉林长春闭幕，刘延东副总理和袁贵仁部长做重要讲

话；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 



二、时代的要求 

1. 2015年5月22日，南字发〔2015〕64号《关于成立南京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领导小组的通知》； 

2. 2015年9月5日，南字发〔2015〕110号关于成立南京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 

3. 2015年10月20日，南字发〔2015〕146号关于印发《南京大 

   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与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4. 2015年11月8日，南教务〔2015〕47号关于申报南京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示范点和培育点的通知； 



二、时代的要求 
 1. 2015年5月陈骏校长在人民日报发文《做好创新创业教育这

篇大文章》强调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需要，指出南京大学将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践行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相融通的理念，融入“三三制”人才

培养体系，贯穿大学教育全过程，构建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有效激发和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潜质。 

2. 陈骏校长在全国深入推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提出”

五位一体、四创融合、三个协同“为标志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

系。 



三、我们的改变|工作思路 

常规实验教学 
（第一课堂） 

提升实验 
教学质量 

创新创业教育 
（第二课堂） 



三、我们的改变|运行模式 

实验中心运行结构图 

两点重要调整： 
 

1. 坐班规定； 
2. 模糊实验教师和 
    实验员之间的界限。 



三、我们的改变|教学方式 
——互联网+时代下全天候实验教学新方式 

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实践教学改革和
学生管理改革的协同构架 

 目前，“电路分析”，“嵌入式系统”，“模拟电路实验”，“大学物理”，
“C语言与数据结构”，“数字电路实验”依次进入翻转课堂立项。 
  打通理论与实践教学；“教”为中心转变为“学”为中心 

后台大数据
学生行为   

分析 



三、我们的改变|教学方式 
——互联网+时代下全天候实验教学新方式 

 线上学习 

翻转课堂、理实并举 

电路分析 
理论课 

电路分析 
实验课 

翻转课堂 
理论+仿真+实验三环节融合 

时空
分离 

MOOCs/SPOC 

综合实验以科研项目需求为引
导，以仿真为纽带，采取理论
设计+仿真+实施教学过程 

应用于单光子探测器的低噪声放大器 
（吴培亨院士主持的重大仪器项目） 



三、我们的改变|教学方式 
——互联网+时代下全天候实验教学新方式 

3O实验教学体系+远程平台 
     线上实验指导（Online Guide）+开放实验室系统（
Open Lab System）+实验课堂翻转（Offline Flipped 
Classroom ） 

 1.线上学习 

2.远程仿真 

3.线下实验 

重构实验教
学模式 



三、我们的改变|教学方式 
——互联网+时代下全天候实验教学新方式 

全国率先基于MOOCs/SPOC进行主动式翻转课堂教学，引领
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扬州大学等30余门翻转课堂
课程建设。 （2015年9月17-1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全国专题学术研讨会）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袁驷教授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 在全国会议上作经验介绍 

最新出版 



�创新创业课程 
      1. 2011年以来全校共开设创新创业课程144门， 

           分创业平台课和创业专业课两大类； 

      2. 电子学院开设3门：  

          “IT企业创业与发展战略”、“创业开始--你的 

           客户是谁”、“IT创业的时机与选择”。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创新创业讲堂 
         邀请企业技术专家、管理专家、投资专家、创 

      业者等举办各种讲座，分享创业得失。 

     



�创新创业训练 
    1. 充分利用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 宣传动员，鼓励申报； 

      3. 定期组织创新创业项目推进会。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201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预立项名单 

2015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名单（国家级）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每年开设开放实验项目10项左右 

序号 开放实验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专业、年
级 

指导教师 
技术人员 

学时
数 开放实验日期 

1 Linux操作系统应用程序设计 陈岚 等21人 方元 
张志俭 40 2013.3-2013.7 

2 科技文本排版系统LaTeX 明继慧 等40人 方元 
张志俭 40 2013.3-2013.7 

3 简易数字信号传输性能分析仪 徐香钰，高乐2人 陈瞻 
陈毅煌 40 2013.3-2013.7 

4 基于ZYNQ-7000 SOC系统开发 蒋宗霖等8人 高健、戚海峰 
高琴 40 2013.3-2013.7 

5 基于FPGA的AC97音频系统设计 邵涵等4人 戚海峰、高健 
高琴 40 2013.9-2013.12 

6 酒精报警器设计 扬帆 等62人 张保平 
葛中芹 40 2013.9-2013.12 

7 云台定向自动控制 王智生 等12人 张保平 
叶猛 40 2013.9-2013.12 

8 Android编程实践 邱睿 等10人 郑江 
张志俭 40 2013.9-2013.12 



�创新创业竞赛 
     1. 南京大学校园杯电子设计竞赛； 

     2. 南京大学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3. 南京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创E杯ing…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校企联合教学实验室 
合作企业 实验室名称 成立年份 

美国德州仪器 数字信号处理联合实验室 2000？ 
美国德州仪器 MSP430单片机联合实验室 2012 
美国德州仪器 模拟技术联合实验室 2012 
美国德州仪器 大学生创新中心 2012 
美国赛灵思公司 FPGA联合实验室 2013 

台湾依元素公司 美国Xilinx官方授权培训 
南京培训中心 2013 

日本瑞萨电子 嵌入式MCU联合实验室 2014 

南通国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宏晶STC高性能单片机联合实验室 2014 

美国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实验室 2015 
深圳大疆科技创新公司 无人机俱乐部 2015 

美国飞思卡尔半导体有限公司 飞思卡尔俱乐部 2015 

“2015年获教育部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3项” 



�创新创业竞赛 
     1. 南京大学校园杯电子设计竞赛； 

     2. 南京大学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3. 南京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形成了全封闭的竞赛训练体系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奖排名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排名 学校 国一 国二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 9 
2 东南大学 10 8 
3 电子科技大学 10 7 
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9 8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9 6 
6 福州大学 6 7 
7 大连理工大学 5 4 
8 南京大学 5 3 
8 武汉大学 5 3 



�创新创业成果孵化 
      1. E创空间（实验中心） 2. 四创空间（学校） 

      3. 校外孵化器（社会） 

          提供场地、仪器、设备、辅导、对接校外资源。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 3 

2014.4-5 
TI杯校园电子设计大赛 
开放组一等奖 

2014.9-10 
第二届STM32校园 
电子设计大赛 

5 

2015.3 
成立南京大学E创空间 
孵化多个国家级创新 
创业项目申请3项专利 

2 4  
 
2014.12注册南京海锚 
 
 
 
 
 
 
 

2014.7.8 
首届全国生医电子 
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6 二年级 
三年级 

 
2015.7.3李学勇省长视察 
 
 
 
 
 
 

典型的例子：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创新创业特点： 

    1. 从创新到创业； 

     2. 从点（项目）到面（平台）； 

     3. 团队成员从单一专业到多学科交叉； 

     4. 从校内到社会。 

 
三、我们的改变|教育内容 

——“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2013-2015： 
� 2013年教育部改善办学条件专项：电子实践基

地项目（120万） 
� 2014年国资处信息化建设项目（30万） 
� 2015教育部改善办学条件专项： 高频实验室扩

建升级项目（130万） 
� 2015年教务处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室建设项目

（60万） 
 

� 2015年南京大学“四创融合”空间建设项目
（100万） 

� 2016年教育部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获批375万） 
� ……  

“南京大学电子信息实验中心的仪器配置可以排进全国前三的水平” 
    ---胡仁杰教授（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责任专家、江苏赛区专家组组长、 
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信息学科组副组长、东南大学电工电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三、我们的改变|经费投入 



�智能化环境设施一流、安装有视频监控、无线门禁系统与消防装置，
实现千兆网络到桌面计算机，同时无线网络覆盖整个中心，其管理采
用自主研发的物联网智能实验室管理系统，基于云实验室的仪器开放
共享。 
 

三、我们的改变|管理手段 



�全国电子信息学生实践能力的展示平台 
z 承办了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复测评审 
   (77所高校，共140队、420名学生，40余名测评专家) 
z 承办了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赛区测评 
   (90所高校，共851队、2553名学生，41名测评专家) 

三、我们的改变|功能提升 



�活跃的实验教学学术交流 
z 承办2014年教育部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

作组会议 
z 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z 参加TI、飞思卡尔大学计划教育者年会 
z 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指导教师经验交流会 
z 参加江苏省高校实验室研究会2014年学术年会 
    …… 

三、我们的改变|功能提升 

实现从“圈外”到“圈里”；从“台下”到“台上”两个转变 



�同行互访频繁 
     三年来，接待来访兄弟院校20余批次（清华、武大、山大、北航、北邮、西工大 

      等），外出调研电子信息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0余家（ 上交大、西交大、 

      华科、武大、东南、哈工大、哈工程、电子科大、西电、山大、重大等） 。 

�传播电子技术科普知识的基地 
中学科普讲座、高中生暑期高校科学营、社区科普服务、…… 

�提升实验教学师资能力示范服务 
     承办2013年赛灵思暑期大学教师 workshop   
     承办2014年德州仪器巡回讲座南京站的活动 

三、我们的改变|功能提升 



� 1人晋级副教授（2014），1人晋级高级工程师（2013） 
� 3人承担校翻转课堂项目，1人承担校重点教材项目 
� 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5项（主持2项） 
� 7人次获得奖教金 
� 6人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 1人获南京大学我最喜爱教师奖 
� 出版实验教材6部，待出版2本 
� 发表教学论文12篇 
� 申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2项，授权发明专利5项 

三、我们的改变|教师成长 

更为可喜的是：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主动性增强了。 



�  2015年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5项，二等奖
3项，总排名全国第八 

�  2014年获 信息安全大赛“思宇杯”和江苏省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本科组“TI杯” 

� 2015年 获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三、我们的改变|人才培养 

更让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了实验
室，这是我们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来源！ 



2014年12月，微电子专业大
四本科生曾慕轼自制机械臂
上职来职往节目，全场爆灯，
受到众多公司的青睐。 

现场对话：南京大学丰富的实
践活动，给予了我很多灵感，
我利用开放实验室的条件将这
些技术融入到我的生活，自制
机械臂，写些舞蹈动作，与我
表演，实现影视中的互动效果 

 
三、我们的改变|人才培养 

 



特
色 
特
色 

“面向未来、顶天立地” 
电子信息领域的领军人物与创新人才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实验教学体系 

“五位一体”的       
创新创业实验教学模式 

前沿引领、突出创新的
卓越本科人才培养方法 

互联网+时代下全天候
实验教学新方式 

三、我们的改变|形成特色 



三、我们的改变|阶段成果 

电子信息专业实验教学国家级示范中心，2015年 

（教育部会审阶段…..估计12月公布结果） 

信息电子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4年 



�总结： 

    1. 平台建设是重中之重，锅里有碗里才能有； 

     2.  团队力量远大于个人合力，要学会抱团取暖 

        （合 作）； 

     3. 改革是永恒的主题，主动求变机会才属于你； 

     4. 交流学习才能真正提高，切忌闭门造车； 

     5. 学会跨界，我们的角色要向创新创业导师转变。 

四、个人的体会 



�强调： 

    1. 永远都不要忽视自己的存在！ 

     2.  做出自己的贡献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3.  既要低头拉车（不断付出），更要抬头看路 

        （把握方向）！！！ 

    

四、个人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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