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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深度融合下的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构建与案例研究 
 

一、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强调专业理论学习，专业实践教学仍多停留

在传统的课程设计，缺少与企业对接，大学教育与产业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存在严重脱节。大学教的内容，企业用不上；企业需要学生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大学提供不了。一方面是普通高等教育不愿意深入职业教育，且多数高校存在

“学校很难掌握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以及“学校只能尽量拓宽你的知识

面，不可能让你什么都精通”这类观点，学校只能使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就有如

把一个容器尽量做大，使其能装的东西尽量更多一些；另一方面是我们处在产业

和新技术高速发展时代，高校对行业和企业的新技术、新知识、新工艺掌握比较

滞后，企业参与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不高。 

国内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也开展了“企业项目化教学”和“企业实习”等实

践教学。但在实际过程中，项目化教学的师资与企业融合不够，缺少代表业界新

工艺、新方法、新技术的项目案例；学生企业实习环节也没有落到实处，实习的

时间以 2至 3个月较多，一方面企业不愿意接受短期学生的培养，另一方面学生

为完成实习而“实习”，使得多数本科高校实习流于形式。 

作为高科技企业科大讯飞举办的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办学理念不同于传统高

校，借鉴国内外应用科技大学办学理念和培养模式，探索学校与产业深度融合的

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实施基于产业案例和实例的实践类课程改革，构建面向产

业、行业、企业和职业需要的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逐步推进实施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 

 

二、产教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一）实践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理念和思路 

工程教育要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产业、行业和企业培养工

程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毕业生在科学知识、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具备工程实践能

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围绕工程能力培养、工程思维养成和实

践应用训练等形成。 

实践类课程内容的设计：首先是工程素养、工程思维和工程方法的训练，其

次是工程基础工具的应用学习，再扩展到专业工程项目的实践和综合跨学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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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践。 

实践类课程的学习平台：即实验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平台、企业实习平台三

类平台建设，应包括校内平台和企业平台，校内建有工程训练平台、实验教学平

台、创新创业平台和项目设计研究平台；校企合作建有实习实训平台、工程检测

与控制实训平台、项目开发设计研究平台。 

实践类课程的师资支撑：要具有高水平的“双师”团队和企业工程师参与，

聘用一批具有企业工作和工程背景的专职和兼职教师，从而保证学生实践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 

实践类课程的教学：需要有创新的方法和措施，要借鉴国内外一流工程教育

的模式和教学方法。 

（二）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概况 

我校借鉴世界一流工程教育，构建突出实践应用的“三·三”制人才培养模

式，逐渐形成“三·三制、五类型、五模块、三平台”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在“专业实训和项目实践”、“企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等

实践教学课程中，通过产业的项目案例和实例以及在企业实习环节的准职业化训

练，培养面向市场的应用型人才。 

 

 

图 1  “三·三制、五类型、五模块、三平台”实践教学体系 

 

我校专业实践类课程在层次上主要分为：第一层次理论课的实验教学和专门

开设的实验课程，以综合性实验课程为主，训练学生基本技能；第二层次实训课

程，通过整合开放式设计活动和项目，结合第二课堂的学科竞赛和学生科技活动，

如专利等，帮助学生探索、整合和强化所学知识；第三层次课程项目和项目课程，

以引进企业新技术和新工艺，或引入企业项目，借助企业师资从事实践类课程教

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第四层次企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我校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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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与其他本科院校相比有显著特色，不单纯顶岗实习，而是作为企业工程师助手，

在准就业岗位，从事技术性和设计性等工作，培养学生职业化能力，毕业设计尝

试以企业工作岗位的项目内容作为课题，进行构思、设计。 

2.工程类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根据工程教育培养标准，我校工程教育注重专业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

工程能力的需求，构建按层次对应相应能力目标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表 1  工程类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 

层次 

专业实践 

课程内容 
周数 培养能力目标 

第一层次 
工程技术 

实训 
4周 

培养学生工程素养、工程实践、动手操作、工匠精神、

产品意识等工程思维和工程能力 

第二层次 

工程基础及

工程应用工

具实训 

4周 

在理论课程学习的基础上，使用现代的工程软件（工

具），按照工程实际项目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成图、

仿真、开发等设计 

第三层次 
工程项目 

设计 
12周 

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结合专业知识与技术，从基础

单独工程项目到综合复杂工程项目，以团队的形式开

展综合设计和制造实践性项目实训，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应用分析、工具使用、团队合作等方面的工程

能力、产品意识和工匠精神 

第四层次 
企业实习 

毕业设计 
40周 

通过企业岗位实习和准就业环境，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培养学生综合职业化能力；在毕业设计中，综合

运用专业技术，提高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职业能力 

 

通过实验课、实践技能课、实训课程、课程项目和项目课程、企业实习和毕

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实现实践类学时占总学时 40%以上。同时在课程内容和

项目设计中呈现以下特色： 

（1）结合技术的进步和企业对高等教育专业知识不断更新的时效性要求，

在实践教学中，吸收引进企业需求的训练课程，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指导相应

项目实训，同时借助科大讯飞优势，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融

入实践课程教学之中。 

（2）在实践教学形式上，打破传统教学形式，通过引入企业实际案例，借

助智慧教学工具辅助课堂教学，在课程教学方法与个性化培养中以数据说话，利

用智慧教学工具的分析功能和学生日常使用数据支撑实践课程考核，或通过项目

产品交付来测试学生实践能力水平。 

（3）借鉴全球一流工程教育领导者和引领者的教育改革实施案例，结合专

业特点进行实践教学四层次的改革与实践探索，在每个教学学期，根据实践教学

体系中不同程度和不同维度的能力培养目标要求，开展专项实践教学，形成学生

具备工程能力、产品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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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工程类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实施 

1.实践教学内容来自社会需求 

如何结合产业发展需要，开展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建设，需要经常聆听“客户”

的声音。2018 年 6 月，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校企联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制

造类分论坛在新芜校区求是楼会议室顺利举行，论坛邀请了合肥经开区、合肥新

站高新区、南京溧水人社局、昆山人才中心、宜兴人社局等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及

人才交流分管领导，以及来自合肥京东方、国轩高科、奇瑞汽车、海螺集团、江

苏远东集团、三一重机等 20 多家企业代表出席论坛。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应用

型本科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一定要突破传统，企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首先看的

是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但更多的是看重学生将课本知识与用人单位岗位工作

相结合的能力。多数高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很难符合这一要求，“学了没有？学

了；会不会应用？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构建面向行业和产

业需要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具备企业岗位对人员素质与能力要求，

符合行业和产业发展需要。 

 

 
图 2  校企联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制造类分论坛会场 

 

2.以机械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为例的硬件建设 

以机械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硬件建设为例，其围绕实践教学课程四个层次，

解决学生实践活动需要。 

（1）工程训练中心主要服务第一层次，现有材料成型与控制和热加工、金

工实训、数控加工、智能制造、车辆工程、综合创新与培训等六大区域，占地面



教育改革与发展总结文集                                                           AIIT 著 

39 

积 4700 平方米，拥有价值超千万的实验和教科研设备，主要包括：电火花机、

线切割机、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快速成型机、先进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系统等设

备。中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在实践教学课程中增加综合型、

开放型内容，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展工程训练，利用项目教学、课

程设计、学科竞赛等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应用能力。 

（2）实验室和双创分中心主要服务第二层次，拥有专业实验室共 20个和双

创机械工程学院分中心开放工作室 3个，除开设教学大纲规定的专业实验外，专

业实验室每年还承担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的实践任务，同时，为学生的

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各类专业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等提供支撑。 

（3）工程技术中心以服务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为目标，训练学生解决工程

问题的能力，中心围绕先进制造成型技术关键技术与装备，凝练出“材料成型研

究应用中心”、“智能控制及检测研究中心”、“机器人智能控制研究中心”、

“新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四个技术分中心，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重点技术

攻关，标志性成果打造等工作，通过校企合作，学生融入项目，掌握人工智能技

术、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控制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领域新知识，

提高设计开发能力。 

3.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应是来自企业的工程师，一方面通过引进具有五年企业

工作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双师型”教师担任专职教师，另一方面，邀请企

业高级工程师担任兼职教师。同时通过组织年轻教师企业挂职锻炼，与企业联合

开发项目、体验式工作等活动，提升其他教师实践能力。 

4.实践教学的管理与评价 

各实践教学环节均建立规范的教学文件标准，包括教学大纲和教学管理规范、

实验指导书、课程设计指导书、实习指导书和实习计划等；尝试建立以行业标准、

企业用人需求能力标准或职业资格等级为标准的实践类课程评价体系。 

 

三、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案例 

（一）“专业实训和项目实践”实践类课程教学改革 

1.引入企业大学课程和企业工程师参与实践实训教学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与企业进行广泛的教学合作，积极将行业中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工具、新方法和新标准引入到教学过程中，引进企业师资从事实践类

课程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以行业、产业、企业和职业能力为核心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与课程体系，调研国内 IT 行业用人需求和企业、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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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人才知识和能力体系，结合高科技企业职级职等要求（如：以科大讯飞二级

二等人才要求为参照标准），梳理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重构专业所需的知识能

力体系和素养，进行专业课程设置，部分专业方向课程由科大讯飞驻校工程师团

队进行项目式教学，把企业开发过的软件设计项目围绕专业课程，拆分提供给学

生进行完善开发，丰富了核心专业课的内容。 

机械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引进奇瑞大学内部培训课程，在学生制图与成

型实践教学中，增加企业现阶段常用的三维设计软件学习应用，如 UG、Catia

等，在《汽车车身结构与设计》的实践课程设计中邀请来自凯瑞汽车技术有限公

司的高级工程师，讲授 CAE分析内容等。 

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以企业的实际项目进行案例课程教学，如金丝雀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讲授《酒店娱乐空间设计》、安徽豪米建筑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设计师讲授《环境艺术制图 AutoCAD》等都是将现实的工程案例带入课堂

进行课程教学。 

我国很多本科高校也在积极引进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进校园，但多数是通过学

术或行业讲座形式，难以深入课堂教学中，学生对产业和行业的新技术、新方法

只是了解，不知应用。我校管理工程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突破传统，聘请不同企业

销售总监或销售经理授课，形成校内教师为辅，企业营销管理人员为主，按课程

内容模块进行授课的模式，结合企业产品营销案例，现身说法，提高课程内容的

适用性和先进性。如，安徽森海高新电材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为学生讲授“市

场定位方法策略”，并以安徽森海公司的产品为例，从产品定位、渠道定位、竞

争定位、产品市场切入定位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授课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有

趣。科大讯飞市场总监讲授“品牌推广”、科大讯飞副总裁讲授“基于互联网的

产品营销”等内容模块，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市场营销知识面。 

2.开展校企合作实践教学项目和校企合作跨学科定向培养 

借鉴伦敦大学学院工程学院综合工程教育计划（Integrated Engineering 

Programme，IEP）的教育理念，引进产业、行业和企业的项目融入学校实践教学

之中。基于企业项目情境，建立以工程“案例”为载体，以实际项目为主线的教

学方法。软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通信工程和自动化等专业的课程理论性和专

业性都非常强，学生难以理解。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将软件工程课程模块划分

为《软件工程》和《软件工程Ⅱ》两门课程，在《软件工程》阶段，教师借助工

程案例进行理论拆解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工程思维，掌握软件开发过程文档编写

的规范与要求；在《软件工程Ⅱ》课程，学生以企业的实际项目为主线，进行设

计开发，通过团队合作，完成一个中小型项目开发并交付，驻校工程师全程参与

过程指导和疑难点解答。 

机械工程学院面向产业、行业、企业和职业对人才能力要求，多渠道深入参

与企业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企业实实在在的产品项目，引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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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程师和学院教师共同实施项目化教学，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让学生在实践中熟悉产品知识和工艺，逐步树立产品意识，深刻体会工匠精神。

例如，机械工程学院引入企业部分项目，组建项目班，帮助开发和设计新产品，

第一阶段由校企双方共同培训应用技术和产品开发工艺标准，第二阶段学生进行

自主建模学习和产品制作，以产品设计交付通过率达到 50%以上为考核标准，第

三阶段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项目制作，产品一次性交付通过率需达到 95%以上。

在项目化实践教学中，通过建模学习、产品开发设计和制作交付，可以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和工程实践能力，同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企业产品创新提供新动力，

最终实现三方共赢，目前已经开设荣基密封、美瑞尔滤芯等多个项目班。 

 

 
图 3  机械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化实践教学 

 

艺术设计学院通过校内双创分中心，成立动画学生设计工作室，产品学生设

计工作室、视传学生设计工作室和环设学生设计工作室。每个工作室有专门场所

和设备，由学生管理，全天候开放，专门提供给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学生自主申

请，自主选择实践活动项目，自主选择指导教师。进入设计工作室的学生经培训

选拔，直接参与学校艺术工作室承接的大型艺术设计实际项目。例如，安徽旌德

县智慧旅游项目（400 万元）、安徽泾县智慧旅游项目（600 万元）、芜湖协同中

心（200 万元）、科大讯飞 AI LAB实验室（150 万元）和芜湖云计算中心（30万

元）等环境室内外设计项目。学生在设计师和工程师指导下集体讨论、制定设计

方案、分组分工、合作实施，通过相互评议和工程师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学生

修改后提交需求方。2016 年，80 名学生在艺术工作室工作 150 天，参加设计项

目 40 项；2017 年 100 名学生在艺术工作室工作 180 天，参加设计项目 50 项；

2018年 120名学生在艺术工作室工作 180天，参加设计项目 6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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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产业和行业发展，对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技术以及定制化产品

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企业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

迫切，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定制化培养是解决当前人才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

农业装备领导企业中联重机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拓展海外市场，急切需要

一批既懂机械工程技术，又具有经营管理和国际贸易知识的高素质海外服务工程

师（产品经理），机械工程学院积极与中联重机探讨人才培养合作模式，组建以

车辆工程专业学生为主，其他机械类专业学生参与的人才定向培养班，根据企业

海外服务工程师岗位能力要求，开设定制化培养课程，由校企双方开展实践课程

教学，首批培养的 31名学生已开始进入企业岗位实习。 

 

 
图 4  跨学科跨专业人才定制化培养 

 

在“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具有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工程技

术人员的短缺制约了企业产业升级。苏州博众精工和中船鹏力智能装备是国内两

家知名的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解决方案供应商，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通过对两家公

司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工程师岗位能力分析，围绕学校先进智能制造柔性生产

系统，开发机电一体化跨学科培养的实践课程，结合地方产业需要，培养具有软

件工程、机械工程、自动化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已与芜湖市、江苏宜

兴、昆山等地方政府合作，为企业开展定制化人才培养。 

（二）“企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实践类课程教学改革案例 

1.突破传统，扎实推进基于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提升的企业实习 

作为全球工程教育的新兴引领者，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工程专业采用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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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校外学习的教育方法，通过校外带薪工作实习，使学生在职业化和准就业

的环境中保持与产业的紧密结合，聚焦工程实际和职业化培养，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和培养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作为我校“三·三”制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中的特色环节，为期 6个月的企业实习是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动手能力、专

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重要实践类课程。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也要

求在卓越工程师专业培养方案中要包含为期半年的企业专业实习实践教学环节。

然而，多数高校在执行企业实习实践教学环节过程中，因与企业的融合不够，过

程监管不到位，使得实习流于形式。 

如何实现高质量的本科生企业实习、而不是简单的职教生顶岗实习？如何监

管企业实习过程和保障学生安全？成为学校和学院面临的重要问题。 

首先，学校组织学习和借鉴国外一流的工程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在 2014

年 10月，学校专门聘请一位曾担任过法国精英大学校长的专家来校指导；其次，

学校非常明确，如果学生在企业实习前具备相应的实践动手能力，企业将不仅愿

意接受学生实习，更重要的是还会安排技术和设计类工程师助手的相应岗位，因

此，通过实践类课程教学体系的实施，使实践类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达到 40%以上

并保证其教学质量；再次，学校制定了《企业实习教学环节管理办法》和《校外

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明确了企业岗位实习基本要

求和企业实习实践课程考核标准等；再有，每个学院从企业引进具有 12 年以上

产业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企业实习工作，有效地促进和保障企业实习的高质

量；最后，学校自主研发了学生企业实习管理系统，从企业实习岗位发布、双向

选择、进入企业报到、学生实习周报、实习老师指导与检查、辅导员管理与监督

并实时通话与记录、实习双向考核至结束实习返校进行全过程管理和监督。 

我校学生企业实习岗位为企业工程师助手，学生进入企业后可进行 1-2个月

顶岗实习，熟悉企业产品知识、生产工艺流程和现场管理等，后续转入设备工程

师助理、工艺工程师助理、技术开发工程师助理等岗位。企业实习的核心教学目

标是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增强学生对于产业、行业、企业和职业的了

解；让学生充分运用在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深入参与企业项目，并发现

自身能力的不足，以实现理论与实践能力的螺旋式上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工程能力、产品意识和工匠精神等

职业化素养。关于企业实习的详细内容可见《企业实习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及

其成效》一篇。 

2.探索企业实习项目与毕业设计课题的有机结合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大学阶段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为使学生在这项顶

点设计中能将所学知识与行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和新方法有效结合，

各专业都在探索毕业设计与企业实习关联，选题可以来源真实企业项目，促进毕

业设计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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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工作

进一步科学化和规范化，每年毕业设计的题目来源于企业项目比例超过 65%。学

生毕业设计选题由学生在企业导师指导下选定，具体包括工作岗位需要完成的项

目、企事业单位采纳或建议的课题等。例如，2014 级软件工程专业徐国峰同学

的毕业设计课题为《基于 PHP及 MySql的财务报表优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2014

级软件工程专业陶飞同学的毕业设计课题是《基于 JavaWeb的学生成绩评价系统

设计与实现》，2014 级软件工程专业吴佳伟同学的毕业设计课题《基于 caffe框

架的嵌入式人脸考勤系统设计与实现》等都是结合企业实习内容，被企业采纳接

收的毕业设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机械工程学院和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大力开展与企业的教学合作，深入企业

挖掘适合学生毕业设计的项目课题，让学生在企业实习的同时完成基于企业项目

的毕业设计课题，采用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指导老师

的双重指导下，完成符合企业要求的实际项目，从而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到行业中

最新的工程项目技术，既增强了学生对四年理论学习的综合应用能力，又锻炼了

学生实践工程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四、我校实践类课程体系改革取得的成效与展望 

几年来，在面向产业和行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中，学校取得了诸多明

显成效。 

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显著。实习学生受到企业高度评价，实习生与毕业生供

不应求，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顶级公司实习。艺术设计学院参加设计工作室项目

实践的动画专业的徐小芳、宣礼东、罗馨等同学通过严格考核，进入全球领先的

数字视觉创意集团、亚洲数字视觉创意与应用领域最大规模的企业北京水晶石数

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习，该公司从七个维度对我校实习生的评价结果远远高于

其他“老牌”大学的实习生。学校自 2012 年由科大讯飞主导办学以来，为改变

学生缺少实践教学的困境，逐步构建“企业实习——毕业设计——就业”一体化

模式，经过几年的探索，与企业深度融合，形成了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教

学模式，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有效促进学生就业竞争

力。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学生经过培养，进入科大讯飞公司的毕业生软件开发

能力达到该公司二级二等人才职级职等要求（相当于一般本科毕业生工作 1-2

年以后的能力）；机械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在奇瑞公司实习，通过现场管理、

汽车标准化知识、供应链管理、质量控制等职业化训练，毕业后直接进入奇瑞公

司工程技术岗位或其他零部件公司技术岗位，相比其他高校本科毕业生，提前了

半年至一年时间进入工程技术岗位。 

就业质量接连创高。我校 2017届毕业生最终就业率为 99.12%，位列安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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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前列，就业岗位与专业关联度达 87.47%，学校实习就业一体化新模式成效显

著。学校 2018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9.16%，毕业生综合月均收入为 5140 元，85.8%

的毕业生认为目前就职岗位与所学专业完全相关，可见毕业生所学专业知识及技

能与实际工作的契合度较高，能够学以致用。 

竞赛获奖成绩喜人。2018 年我校学科竞赛全面开花，成绩斐然。各类学科

竞赛参赛人数达 4000 余人，占在校学生数的 42%，学生参与面进一步扩大，获

省级以上奖项 511 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43 项，实现大丰收，在适合我校参加的

A类重点赛事中，成绩排名均位于安徽省本科高校前十。 

机械工程学院在 2019 年机械类专业“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技能竞赛”

中，选派的 8 支参赛队伍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省级一等奖 5

项、省级二等奖 1项、省级三等奖 2项，获奖结果省内排名第五；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专业王兴成荣获上汽集团“安悦充电杯”创意设计大赛特等奖，领走了

荣威 eRX5 的钥匙；产品设计专业朱晴晴的作品《Combination Whiteboard Pen》

入围 2019 年度红点设计大奖。 

获得专利大幅提升。从 2016年到 2018年学校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都呈爆

发式增长：近三年，全校师生累计申报各类专利 1872件，其中发明专利 650件，

已获得授权的专利数达 679件，在省内本科高校中名列前茅。学校共组织学生参

加了三届芜湖市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共获得 144个奖项，其中特等奖和一等奖

9个。在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校园内流传着的一个诙谐说法：“全校师生报专利”，

虽然有些夸张，却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反映出广大师生创新创意的一种状态。专利

成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载体，体现学校开展实践类课程体系建设的

重要成果。这对于建校才几年，办学条件等各个方面与安徽省本科院校还有一定

差距的民办高校来说实属不易。这些成绩树立了我们的自信，也坚定了学校借鉴

一流工程教育，实施实践类课程体系改革的决心。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如何将企业大学课程和企业工程师参与实践教

学融入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解决企业大学课程应用面窄和企业工程师参与实践

教学变动性大的问题；如何利用实习基地建设，拓宽校企合作项目实践教学和校

企合作跨学科定向培养覆盖面和受众面；如何提升企业实习过程中基于工作岗位

或项目的毕业设计课题数量占比；如何形成校内指导教师对企业的先进制造技术

的消化吸收机制等等。这些问题也还需要学校进一步探索校企深度融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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