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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is not only the co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ut also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s shortage of
practice teaching for local universities, how to establish a stable off-campus innovation practice
bas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teaching as
the focus of local university education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practice base construction, the principles, approache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ff-campus innovation practice base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t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off-campus innovation practice base
through the industry-university-institute cooperation, special topic or new technology research,
the public social resources of government or enterprise, and project operation. Thus, a comprehensiv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school + enterprise” was truly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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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育大学本科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也是人才培养的目标。针对地方高校实
践教学资源不足的困境，如何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建立校外稳定的创新实践教学基地，把加强实践教
学作为本科生教育创新的着力点是近年来地方高校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实践基地建
设需求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了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的原则和途径以及管理机制，提出了通过产学研
合作、专题或新技术研发、依托政府或企业公共社会资源和项目化运作等途径，构建本科生校外科研实
践基地，真正形成“学校 + 企业”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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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践是创新之源，是培育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必由之路[1]。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创
新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大学本科教育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时期，
如何全面提升学生素质、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应始终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各个环
节。地方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离不开相应的创新环境和实践教学平台条件。探索构建一个“以生为本、
创新为魂”和“学做合一”的本科生校外创新实践基地[2]，形成“教与学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的创新教育模式，是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具有宽广扎实理论基础和创新与实
践能力强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广泛吸纳社会优质资源，服务地方经济和促进校企共赢的行之有效路径。

2. 建立校外科研创新实践基地的必要性
2.1. 弥补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不足、抑制实践效果下滑的需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地方本科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专业不断增加。原有的实践教学
资源(如教学场所、设备、经费和师资等)条件远不能满足教学科研要求，实践教学对校外实习基地的依赖
性越来越大，完善教学科研实践条件极为迫切。尽管专业教师也在校外努力寻找实习点，但因规模小，
不稳定和学生数量过多，实习教学如同“放羊”，多数学生基本接触不到科学研究训练，其创新能力培
养流于形式。此外，由于缺乏经费支持，校内实践教学也大多是停留在一些耗资不多的实践项目，实践
方式单一，实践创新环节很难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实践条件，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能基本得不到锻炼。
即使部分高校开展了科学研究训练活动，也仅局限于少数学生，并且停滞于浅层形式，实践教学质量和
创新能力培养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地方高校需要紧紧围绕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宗旨，充分利用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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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方资源，开展校企合作，联合建设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是高校拓展办学空间，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提升科研水平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举措。

2.2. 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多元思维能力和团队精神的需要
当前，本科生学习主要是由教师引导的“被动式”学习，很少在课堂上主动思考和解决遇到的实际
问题[3]。依托校外科研实践教学基地，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开动脑筋、勇于实践、大胆思维的科研
训练场所，而且更能营造一种浓郁的科学创新氛围，使他们热爱并积极参与到科研训练中，通过发挥自
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去分析和解决自己遇到的科学问题，充分释放独立思维能力，使自己真正成为知识的
探索者，从而展露自己的创新能力。同时，校外实践基地还可为学生提供多元思维空间，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带着自己乐于探索的 SRTP 项目以及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进入基地，
在基地老师的指导下实现知识的迁移，启迪他们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自我创新能力。此外，校外创新
实践基地也是学生联系社会、了解社会的纽带。让本科生提前接触当今社会热门的科学研究课题，了解
当代知识前沿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激发他们对自身知识结构以及对职业理想进行
重新思考和定位，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另外，本科生在基地进行生产、科研、管理和服务等学
习活动，基本是以学生团队开展的，他们需要一起探讨、学习、钻研，这对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群体沟
通技巧和组织协调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2.3. 增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扩大学校影响和辐射力的需要
目前，校外科研实践教学基地多数是“产学研”建设模式，其场地、设备、技术、管理水平都具有
一定的先进性，良好的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条件。经过参加校内一定技能培训和生
产实践等创新项目的本科生到实践基地后能为基地单位承担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项目工作，通过
师生共同在科研一线现场开展研究为企业提供技术人员培训和科技服务，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同时高校教师结合基地生产实际与基地单位共同申报科研课题，聘任基地技术骨干指导学生实践，让学
生在实践中实施创新性研究与设计，增强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将基地科研成果和工程实践成果转化
并服务于教学，学校科研成果通过校外基地单位在地方推广和应用，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增
强社会服务能力，进而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3. 建立校外科研与创新型实践基地的原则
开展校企合作，建立校外本科生科研与创新实践基地，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4]，必须遵循下列基
本原则。

3.1. 共赢互惠原则
学校和企业在实习基地建设、管理与运行中，双方的总体规划要符合“共赢互惠”的原则。高校人
才、科研技术和实验设备等能为企业服务，并与基地单位共同申报科研课题等；校外基地能弥补高校实
践空间、环境单纯和师资缺乏等的不足。如果高校与校外基地不存在这种互补关系，没有“共赢互惠”
做基础，则很难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建立校企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3.2. 科学性与前瞻性原则
要建立一个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的科研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必须坚持高起
点、有突破。构建的科研教学实践基地必须体现科学性和前瞻性，实践基地应选择在科技含量高、设施
先进、研究水平一流的企业。合作的模式要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最终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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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 企业”一体化的人才创新实践基地。

3.3. 需求与实用性原则
实践基地要体现高校专业的学科和行业特色，不同的创新实践基地适应于不同的专业；而且适合校
企合作的企业，必须能够胜任指导学生，并且有精力在技术、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因此，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的建设必须面向行业需求，紧跟学科发展目标，结合专业特点，构建特色鲜明、形式
灵活，又注重实用的精品基地，形成多方参与、多方受益、资源共享的创新实践平台。

4. 构建校外科研创新教学实践基地的运作途径与管理机制
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培养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在当前教育资源短缺和资金紧张
的情况下，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科研与创新实践基地是实现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

4.1. 通过产学研合作互动，建立校外多元化科研创新实习基地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创新主体和人才培养场所[5]。在互惠双赢、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的基础上建立科研协作机制，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在科研互动、产品研发、技术服务与
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在通过科研协作带动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过程中，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人才为目标，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技术优势以及企业在场地、设备和生产过程等方面
的优势，校企共建校外综合性多功能创新实践教学基地，满足本科生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以
及科技创新竞赛等，学生可以在实践基地充分利用毕业实习和结合企业的自身需求，寻找自己感兴趣的
实践内容，开展产学研合作，形成双方共同参与创新性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的氛围，提升学科研究水平
和人才培养质量，开创校企共赢的局面。

4.2. 通过专题或新技术研发，建立校外高效开放式创新实践基地
由于高校受资源和环境条件的限制，高校教师不可能即时了解外界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因此，可以
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各种专题合作、技术研发、工程实践、人才培养和技术讲座等形式，建立高
效开放式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形成由校企双方领导组成的专题指导委员会以及由专业教师、企业骨干等
组成的专题和新技术运作层面的合作小组，充分调动高校和企业的优势资源，校企共同开发新技术和新
项目等，把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种新技术、新设备等前沿知识与尖端课题引入到学生的实践环节上来。学
生通过在基地的实践学习，不但使实践和创新能力得到了锻炼，而且使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
从而改变过去学生培养主要依靠高校传统的单一模式，使校企合作的思想和理念真正内化为具体的操作，
最终拓宽人才培养途径，使培养的学生更符合社会需要。

4.3. 依托政府或企业公共社会资源，建立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基地
从地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依托政府/事业单位或社会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
资源，建立本科生实践教学培养基地。这类基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政府投资建设、多家学校共同
使用的公共实践基地，如国土、规划、城建和环保等部门以及规划设计院等。这类基地可接纳来自各个
高校的学生，基地有完善的实习方案，并配有经验丰富的实践指导教师，高校导师只需负责课程学习和
理论指导；学生到达基地后，实践教学、学生管理均由基地负责完成，高校导师和基地导师仅就理论与
实践的衔接问题开展常态化交流。另一种公共实践基地是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标本馆
和教育基地等。这类基地通过购买门票，由学校专业教师或导游进行讲解，以认知实习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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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通过项目化运作，建立校外科研与创新实践基地
项目化运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学校结合自身资源，利用大学生各类科研创新项目，结合专业发
展以及地方经济建设，联合企业开展合作，建立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平台。学生带着任务和问题在基地有
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活动，培养本科生学会采用科学方式进行研究实践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6]。二是指
积极争取与政府部门/公司企业一起合作横向课题，如 GIS 专业的土地调查、地方总体规划、新农村规划、
环境规划等方面的项目。通过开展横向课题工作，直接融入地方支柱产业和重点行业，从而建立校外科
研与创新实践教学基地，不仅可为企业发展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人才支撑，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就
业竞争能力。

4.5. 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保障体系
在实施校企合作、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涉及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四方面
主体，只有作为组织者的学校、企业和参与者的教师、学生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其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
适应学生创新实践教学的开展，使本科生创新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保障机
制来促使企业和高校教师参与人才的培养，许多校企合作建立的实践基地在运行中并未落到实处。因此，
必须健全基地运作的组织机构，成立校外基地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建立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监管平台，
完善组织管理、运行管理、制度管理和质量管理等 4 个管理体系，明确校企双方的权责和义务，双方在
协议框架的约束下开展合作。同时从课程改革、师资培养、奖惩制度等各个方面做好保障建设，真正实
现实践基地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从而保证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以及实践基地的正常运行。

5. 结论
本着提高大学本科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目标，依托校企合作，在互惠双赢的基础上构建地
方高校校外创新实践基地，是深入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全面构建创新型社会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地方工科院校，建设好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基地，把培养本科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在深度
和广度上与企业进行合作，不但有利于学生通过各类科研实践教学来巩固专业知识，而且将科学研究引
入到实习中，让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彻底改变过去被动式参观实
习，真正形成“学校 + 企业”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在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科研创新能力等方
面都有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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