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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能”素质教育与电子信息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高 艺，孙桂玲，李晓晨
( 南开大学 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 实施“公能”素质教育是南开大学办学的基本战略，是南开大学教育传统的精髓，加强实验实践教学环

节是实施“公能”素质教育的重点之一。南开大学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秉承“公能”素质教育理念，发挥多学

科整体优势，统筹相关各类实验资源，积极进行实验教学研究与改革，整合社会优质资源，探索协同培养人才的

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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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 discipline and practicality"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periment

GAO Yi，SUN Gui － ling，LI Xiao － chen
( Electronices and Inform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enter，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 Discipline and practicality" quality education is the basic strategy of Nankai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Nankai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experimental practice is one em-
phasis of " discipline and practicality" quality education． Electronices and Inform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enter of Nankai University adheres to this teaching philosophy，exercises the overall advan-
tages of multi － discipline，co － ordinates relevant various experimental resources and actively carries
o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form． Our center also integrates the fine social resources
and explores the new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 discipline and practicality" quality educati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aching reform;

the " One － hundred" Project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大学始终坚持的

育人特色。2011 年底南开大学推出了一份把德育、
智育、美育、体育和实践能力等同时列为关键词的

《素质教育实施纲要( 2011 － 2015) 》。纲要中写明，

素质教育被定位为教育的基本发展战略。把德、智、
体、美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全部写进一所高校的教

纲，在国内高校中尚属罕见，南开大学为之命名“公

能”特色的素质教育。“公能”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

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南

开大学的“公能”素质教育，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

质量的根本标准”，坚持“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

实践”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南开大学校长龚

克说:“构建一个有南开特色的素质教育体系，这是

南开 90 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实验实践教学欠缺一直是高校教育的“软肋”，

尤其是对于实践要求相对较高的工科类院校和工科

类专业来说，这实验实践教学尤其显得不够［1 － 4］。
由于高校毕业生实践动手、应用能力薄弱，不能被用

人单位认可，目前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很大。高校教

学实践环节缺失主要表现为: 以理论为主，实践课的

重心只是加深有关理论课的理解和掌握，不在于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

实践内容严重滞后，不能反映当前最新科技; 实践教

学不能贯穿于全部教育教学活动中，缺乏系统的实

践教学。
南开大学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秉承“公能”

素质教育理念，整合信息技术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

资源，发挥信息技术学科群前沿交叉、易于融合的整

体优势，坚持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切



高艺，等:“公能”素质教育与电子信息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组织各类学生创新活

动，建立创新活动的长效机制，整合社会优质资源，

建立人才培养新模式。中心鼓励并大力支持学生参

加科技项目、研究及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完善实践教

学和社会实践规程和措施。通过实践教学与“第二

课堂”的有机结合以及各种资源整合，为学生提供

多层次、多渠道的锻炼机会，形成“学习—实践—再

学习—再实践”的良性循环。

1 多学科多专业的优势融合

在实践教学中，通过信息技术相关多学科多专

业的优势融合，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体现科技前沿动

态，使学生学习到最新技术，另一方面可以设计出更

多开 放 性、综 合 性 的 实 验，培 养 学 生 的 创 新 能

力［5 － 7］。中心通过加强综合性实验，提高设计性、创
新性实验比例，形成了鲜明的实验教学体系。在创

新活动中，我们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跨学院组

成项目研究小组，充分利用不同学科的背景优势，优

势互补。实验中心抽调多位不同专业背景且具有丰

富科研经 历 的 青 年 教 师，组 成“学 生 创 新 指 导 小

组”，为在创新活动中遇到困难的同学解惑答疑。
实验中心集成各专业各学科的优势资源及仪器设

备，建设创新实验室，实验设备及测试设备丰富，可

以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创新活动。

2 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

在实验教学中，贯彻“公能”素质教育方针，建

立并完善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实验教学

方式。在指导方式上，教师给学生提供实验方法的

思路，启发学生自己去设计和配置，而不是实验教师

包揽全过程，把方案、路线、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的配

置都全部告诉学生，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自主

设计实验路线、自己动手做出实验结果，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应注重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首先

安排一些小的实验，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再在

实验指导下来纠正不合理的设计方案和实验路线，

最终达到“变必须完成全部实验为学生自主选择实

验题目，变灌输为启发、讨论和互助，变机械式完成

实验过程为研究、探索和合作”的目的。
团队合作精神是现代电子工程师必备的素质，

需要从本科时就应该加强培养。在实验中，围绕实

验题目组成项目小组，小组内同学进行资料数据共

享，并定期进行交流讨论，制定项目进度计划以及组

内成员分工。组成成员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实

验项目。

3 组织各类学生创新活动 建立创新活动的

长效机制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创新活动，在实施

“公能”素质教育中，明确提出要“通过设立创新学

分和创新基金，打造开放实验、科研‘百项工程’等

创新平台，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提高对‘本

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为代表的实践性学生学习

活动和学生实习的经费投入”。实验中心构建功能

集约、资源优化、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专业类或跨

专业类的实验教学平台，建立学生创新活动的长效

机制，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验和创新活动创造条

件。通过学生课外实践、科研训练和学科竞赛活动

等创新实践活动，可以迅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

创新能力［9 － 11］。
实验中心每年举办电子设计竞赛，并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多项国内外科技竞赛活动，并为参赛队员

提供进行更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
实际动手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百项工程”作为南开大学鼓励本科生创新科

研的品牌，自 2002 年起，学校设立了每年不少于

100 万元的本科生创新基金。信息技术科学学院本

科生是参加“百项工程”活动的主力军，中心积极组

织学生参加南开大学百项工程创新科研活动，并为

学生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以及活动场所和实验设

备。近三年来，信息学院学生组队参加“百项工程”
立项 115 项，参加“国创”立项 26 项，参与“百项工

程”和“国创”的学生越来越多，学习兴趣越来越浓，

创新意识越来越强。
在中心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基于兴趣自发成立

了“多隆电子协会”、“ACM 协会”、“创远俱乐部”等

多个长期进行创新活动的协会社团。中心教师不但

为在创新活动中遇到困难的同学解惑答疑，而且定

期举办技术讲座，针对当前热点技术进行系统地讲

解，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的科学视野。
学生通过理论课程的学习和实验课程的训练，

创新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在

全国及省市举办的各项竞赛中，屡创佳绩。近五年

本科生在各类竞赛活动中，获奖 30 余项，其中在近

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全国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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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3 项，全国二等奖 13 项。学生在国内核心期刊上

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 篇，EI 收录 9 篇;

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我校信息

技术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四年级本科生胡雅婷以

其在本科“百项工程”中的论文《Study on chaotic be-
haviors of RCLSJ model Josephson junctions》获邀参加

“2007 国际非线性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并荣幸地应

邀担任“Chaos in electronic circuits with nonlinear de-
vices”分组讨论会主席，成功地主持了该分会，并做

论文宣讲。

4 整合社会优质资源 建立人才培养新模式

实验中心整合社会优质资源，联合科研院所、行
业、企业、社会共同建设实验室、研发基地等，实现专

业实验与科学研究、工程实际、社会应用相结合，以

实验室为载体，探索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

同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采用共建实验室方式，与国内外顶尖公司展开

深入合作，可以解决实验教学中理论与实际脱节的

问题。校企双方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优
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通过共建实验室，公

司首先向学校提供了最新的实验设备及软件，加快

了实验教学设备的更新，使学生所接触的开发环境

更贴近于将来的工作环境。其次公司还将定期派技

术工程师到实验室与学生进行交流与讲座，介绍公

司的最新技术及所用的开发环境，扩展了师生的视

野。为了鼓励学生的创新活动，公司还将拿出部分

电子设备和经费，举办或赞助创新竞赛。同时，公司

将与实验中心进行深度合作，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机

制，公司将优秀的学生创新活动的研究成果转化为

实际的产品，在提高了公司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进一

步激发师生的科研热情。
实验中心目前与 Intel 公司合作建立了“南开大

学—Intel 联合实验室”，与 TI 公司合作建立了“南

开大学—TI 联合实验室”，与安捷伦合作建立“南开

大学—安捷伦共建实验室”，与 ALTERA 公司合作

建立了“南开大学—ALTERA EDA /SOPC 联合实验

室”，与 ATMEL 合作建立“南开大学—ATMEL AVR
微控制器实验室”等。

5 结束语

在实验教学中，贯彻南开大学“公能”素质教育

的基本战略，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发

挥南开大学信息技术学科群的优势，优化实验教学

力量配置，深化实验课程内容改革，以一流的科研成

果作为教学内容不断更新的源泉，以切实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培养基础宽厚、掌握

电子信息前沿技术、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充分体现研究型大学在理

工科实验教学上的特点。通过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

的有机结合以及各种资源整合，为学生提供多层次、
多渠道的锻炼机会，形成“学习—实践—再学习—
再实践”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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