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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ategy and mode for creating a first-class practice education platform,
which relies on na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To solve the existing operational problems of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center, several idea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xperimental cours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xperimental platform and virtual laborator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center. Finally, authors stress that the
na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must als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rove the social impact and social radiation effect of experiment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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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依托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创建一流实践育人平台”的对策与模式，针对实验示范中心
现有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设想和建议。主要包括实验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数字化实验
平台与虚拟实验室建设以及依托示范中心平台培养创新能力等。最后作者认为，作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提高高等教育中实验教学的社会效应和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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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成立于 2012 年，是在原“信息材料本科实验教学中心”(2001)，
“四川省本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8)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我校重要的专业实验教学中心，它面
向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传感网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化学等专业提供多类
型、多模块、系统化实验教学体系和多层次实验教学内容的学生创新平台，锻炼、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工程素养和创新能力。中心现有专任教师 57 人，拥有材料制备平台、印制电路工艺实验室、器件设计及
制作、电子材料制备、传感器设计与制作、集成器件设计与制作、器件综合应用实验平台、微结构分析
实验室、光电器件设计与制作、光电信息材料制备实验室、光电信息材料制备实验室、功率转换与控制
实验室、光电器件设计与制作、高频器件应用实验室等 18 个专业实验室。中心跨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及光电信息学院 2 大学院，覆盖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3 个一级学科。每年在中
心进行实验的本科生达 3000 余人。
本文围绕“依托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创建一流实践育人平台”的对策与模式，针对实验示范
中心现有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设想和建议：主要包括实验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数字化
实验平台与虚拟实验室的建设以及依托示范中心平台培养创新能力等。最后，作者认为，作为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提高高等教育中的实验教学的社会效应和辐射作用[1]。

2. 实验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
课程体系是指同一专业不同课程门类按照门类顺序排列，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和，课程门类排列
顺序决定了学生通过学习将获得怎样的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是育人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培养目标的具体
化和依托，它规定了培养目标实施的规划方案。课程体系主要由特定的课程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课程结构和课程活动方式所组成，其中课程观起着主宰作用[2]。
作为“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光学工程”两个主要一级学科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既要与专业课程
体系相结合，同时也要考虑实验课程的特点，即建立和完善实验示范中心的特有课程体系。一般的实验
课程体系，即树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理念，完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课内外相结合的课
程体系。强化实践训练，改革考核方式，探索强化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实践教学新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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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现有的课程体系，主要是针对专业课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相对较多，并配套相应的课程实验。
而专门针对实验课程体系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如此庞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更没有一个系统、完善的
实验教学体系可供参考[3]。
首先必须理清中心的专业架构和实验体系。该中心是一个全面覆盖电子信息类专业的综合类实验室。
其基本架构如图 1 所示。
因此，实验课程体系必须具有相关性，同时也具有独立性。在实验课程的基本的共性的基础上，还
必须考虑不同实验的差异性，时序性。同时，设定能贯通专业学科的综合实验项目，使得学生对学科专
业有一定的了解，对不同专业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具有一定的感性认知。
现有的实验平台基本合理考虑了这些问题，如：


材料制备平台；



电子材料制备；



光电信息材料制备实验室；



微结构分析实验室；



印制电路工艺实验室；



器件设计及制作；



传感器器设计与制作；



集成器件设计与制作；



光电器件设计与制作；



功率转换与控制实验室；



高频器件应用实验室等；



器件综合应用实验平台。

Figure 1. The basic framework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terials and device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center
图 1. 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实验示范中心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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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rtual experiment architecture
图 2. 虚拟实验架构

然而，如果再能从一些系统应用设计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更能发挥实验示范中心的全面育人的作用[4]。

3. 数字化实验平台与虚拟实验室建设
传统学生实验，往往学生进入实验室，实验教师进行实验示范，完了学生提交实验报告。有些实验
课程人数多(达几百人)，同时实验不现实，多人供一个实验，存在少数学生依托小组的数据而提交结果，
敷衍了事的情况。因此，数字化实验平台与虚拟实验室建设势在必行。这必然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1) 虚拟实验室和实验环境建设，包括数字化实验平台建设、虚拟仪器开发等。
2) 实验中心改进以往传统的实验室学生实验方式，进行网上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评阅等。
3) 实践教学资源的网络共享平台；
4) 实践教学与创新活动、大型设备的使用预约、大型设备的操作培训、实验室开放借用机制等实现
网络化、智能化管理。
基本架构如图 2 所示。
通过以上举措，可以解决场地、时间及设备有限的诸多问题。有些材料制备方面的涉及大型实体设
备的学生实验室，可继续采用实验室操作进行。充分利用网络、现代数字仿真，进一步优化实验资源。
做到实验室管理、运行、资源共享、实验环境优化等各个方面的数字化、远程监控等信息化模式的现代
实验理念[5]。

4. 依托示范中心平台，培养创新能力
依托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学平台，鼓励和支持本科生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开拓国际视野。这里要做好以下几点：
1) 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实验教师、学生的创新培训及交流机制；
2) 专职实验教师指导学生创新活动应成为常态化模式；
3) 中心设立创新工作室，配比一定比例的创新基金；
4) 针对创新实践活动，进行必要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讲座，成立有针对性的创新实践活动指导教师组，
建立指导教师值周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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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为常态化的国际国内大赛包括亚太机器人选拔赛，全国电子设计大赛选拔赛，全国光电设计
大赛选拔赛等。通过中心的系统训练和技能培训，我院学生在全国各类赛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5. 结束语
由于该示范中心依托我校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光电信息学院等两个二级学院，覆盖专业面广。
因此，建立两院实验课程融合机制，需要兼顾 2 个学院的学生实验管理模式和机制，做到有机融合。充
分发挥我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光电探测与系统
集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学科优势，通过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加大设备投入，使实验和实践装备适
应国家新材料、新能源研究领域的发展特点[6]。
同时，提高示范中心的社会辐射作用。借助于产学研、对外服务等资源，进一步加强、稳定实验教
学队伍，提高实验教学团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创新服务意识。通过宣传，提升示范中心的影响力，为周
边的其他高校，开设实验课程，扩大社会服务及辐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对外开放实验室，实验室开
放日活动；定期举办面向全国高校的实验教学研讨会；制定对外实验教学人员培训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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