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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shifted from scale development to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talents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emphatically. This paper study and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mode of self-development of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based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ractice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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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高等教育由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的现阶段，应用型人才培养已成为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枣庄学

院光电工程学院人才培养实践为例研究和探索地方高校自我发展的办学思想和实践模式,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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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由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的现阶段，应用型人才培养已成为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1-3]。光电工程学院坚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学院的“求知重能，求新重实，求精

重质”的办学理念，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实际、开展应用研究。我院以“光学

工程”省级重点建设学科、“应用电子”省级特色专业及“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等

优势专业的建设为基础，以光电信息技术类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借鉴外校先进经验[4,5]，在多

年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1 教师队伍建设 

光电工程学院拥有教职工46人，其中专任教师39人，教授6人，副教授7人，硕士以上研究生36人，博

士9人，专职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2％。拥有长江学者1人，山东省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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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人，山东省中青年科学家基金资助3人。近年来，我院十分注重师资队伍

的建设和发展，注意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加强教师业务学习和教学研究活动，不断更新

知识、改善教师的知识和技能结构，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以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

行规范化教学，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严谨治学。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严格执行青年教

师导师制的培养计划，为青年教师配备专门的指导老师，负责指导青年教师的讲稿撰写、备课试讲、教学

研究和课程教授等, 加快青年教师的成长步伐。年轻队伍已成为光电工程学院师资队伍的骨干力量，师资

队伍整体水平不断提高。长期以来，团队成员团结一致，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积极进取，多次受到表彰。 

教学团队还聘请特聘教授8人，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所，其中著

名的光电子学专家姚建铨院士受聘我校。兼职教授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思想，在指导教学团

队进行创新教育、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2 打造服务地方经济的专业发展框架 

光电工程学院前身是枣庄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系，始建于1978年，是我校最早建设的系科之一。经过

历届领导与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2005年为适应学校由师范院校到综合性院校转变的需要，申报物理学和

电子信息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并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始招生，至今已有4届毕业生， 

2012年开设了光电信息工程专业，主要方向为光伏太阳能领域。光电工程学院现已发展成为拥有光电信息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为主体的，以应用电子技术专科专业为辅助的光电信息技术类人才培养体系。 

这些专业的开设立足于枣庄市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毕业生面向光伏及电子行业，经过几年

的发展，逐步确立了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服务地方，特色发展”办学理念，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理念，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 

3 探索服务地方经济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指导和促进光电信息技术类人才的培养，根据枣庄学院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特色发展”的发展

战略，为枣庄及其周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根据《枣庄学院“十二五”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

本光电工程学院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重点和具体措施。 

针对光伏、电子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以突出行业技术所必

需的知识能力，面向产业和行业培养“厚基础、宽口径、懂技术、高素质、有特色”的创新型专业技术人

才。 

为贯彻《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枣庄学院教学计划修订指

导意见》文件精神，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习、实践学分比例，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积极推行小

学期开展实习实践课程的教学模式，先后修订了《电子信息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光电信息工程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物理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等各类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光电信息技术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思路。 

其中，实践教学小学期制是利用小学期开展大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模式，是我校光电工程学院一

项重要的教育教学改革，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二学期制”难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综合实践不足的问

题。2012年，在学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与支持下，以教务处为龙头，积极试行实践教学小学期制。为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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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工程学院首派电子信息工程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150名大一学生，赴企业进行为期两月的专业实习。

使同学们在一年级就对专业技能和行业要求有所了解，遵照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校内实验与校外

实习相结合、小学期和暑假相结合、专业知识和行业技能相结合的原则，突破了时间、空间和资源对实践

教学的局限，为全校小学期实践教学的推广提供了有益尝试。 

4 服务地方经济的教学设施建设 

实验室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光电工程学院现拥有实验室总面积4900m2，资产总值1300多万元。拥有

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应用电子技术、电力与电气、PLC、EDA、DSP、多功能家电、传

感器等教学实验室，并拥有光电功能材料、光纤激光、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研发等专业实验室。2010年

我校与枣庄市政府联合成立了枣庄市太阳能新技术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些实验室（研究中心）的建

成极大地改善了我校教学科研条件。总之，光电工程学院具备集教学、科研、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实验基

地，为更好地对光电信息技术类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实践基地建设：近年来，光电工程学院与富士康科技工业园（烟台）、山东布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青州）、山东科晶玻璃有限公司（市中）、山东奚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薛城）、山东海宏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高新区）、枣庄金诺电控工程有限公司（市中）、枣庄伟华薄膜电路有限公司（市中）、山东同

济机电有限公司（薛城）、山东鲁南瑞虹化工仪器有限公司（滕州）等多家企业签署了技术服务与研究开

发、教师科研、教学实践基地等多项合作协议，得到企业研发经费80万元。把企业的资金优势和我校人才

智力支持相结合，建设了8个校企联合创新实验室：光伏组件测试中心实验室、电光源测试中心实验室、

城市亮化中心实验室、光学薄膜中心实验室、以及电池技术中心实验室。我院研发的“纳米低压钠灯”产

品，已顺利投产，年产值7000万元。我院研发的“复合纳米薄膜制备仪”、“纳米防尘薄膜”等设备已通

过中试，即将实现产业化。上述实验基地每年可以接受总计2000人次的教学实践活动。我院与上述合作单

位签定人才培养合作协议，设立人才培养专业实践基地，加强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毕业后深受企事业

单位的好评。 

图书资料建设：光电工程学院现有相关专业图书资料共 6746册（包括电子图书），专业类期刊23种。

结合学校图书馆，图书86.5万册，现刊1995种，数据库及电子出版物达11500件，完全能够满足光电工程

学院人才培养的需要。 

网络环境建设：建立了《光学》、《电工学》、《电磁场与电磁波》、《大学物理》、《单片机》、

《信号与系统》多门校级优质课程，其中《光学》课程2008年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大学物理》和《电

工学》被评为2012年省级精品课程。 

5 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和教改项目 

近几年来，光电工程学院发表教学教改论文80余篇；承担了各类教改项目20余项：《机电、电子信息

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学过程出现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院级课题）、《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院级课题）、《大

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和优秀实验中心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院级课题）、《面向区域经济校企合作的光电

信息技术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院级课题）等。出版教材、论著共10余本。拥有“大学物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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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光学教学团队”两个院级教学团队，其中“光学教学团队”又荣获2011年省级教学团队。“应

用电子技术”2008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2009年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光电工程”被评为枣庄学院重

点建设学科，2011年被评为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 

我院近几年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多篇，其中被SCI、EI、中文核心期刊收录80余篇。获得国家

973项目子课题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2项，山东省发改委课题2项，山东

省科技攻关项目4项，市级科研立项课题39项；其中，与山东布莱特辉煌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建的枣庄市太

阳能新技术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造效益6000千多万元，纳米低压钠灯已通过山东省科技厅鉴定，其成

果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与枣庄市安监局联合的安监项目创造效益1000千多万元；编写教材8部；获得省

级三等奖3项；市级二等奖9项；三等奖1项，院级科研奖多项。 

6 广泛搭建实践平台，拓展创新能力 

本光电工程学院十分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的培养，注意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的提高，形

成了优良的学风，学生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和计算机水平较高，积极参与科研活动，社会创业实践活动，

在专业实践和各类教学、科技竞赛等活动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2006年光电工程学院成立了科技创新兴趣型的学生创新团队---科技创新协会，协会致力于培养同学

们对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兴趣，引导同学们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以专业知识为基础，

锻炼提高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2012年该协会获得“山东省优秀大学生科技社团”光荣称号。2009年光电

工程学院创立了创新实验室，有专职教师辅导，给同学们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平台，其作品在全国机电产品

设计大赛、电子竞赛、物理科技创新等比赛中屡屡获得佳绩，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为营造学

院良好的学术氛围做出了贡献；同时我院的家电维修协会多次深入居民社区，无偿维修家用电器，不但切

实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009年起，光电工程学院全面推行导师制培养模式，制定了《光电工程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工作条例》。

导师制的实施除了使教学上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外，并积极指导学生开展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SRT）计划

项目。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从项目设计、实验、采集数据、分析结果、撰写论文、发表论文等一系列环

节，提高了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近3年（2014-2016）学生参与发表的论文20余篇，部分论文被SCI、EI、

中文核心期刊收录。 

光电工程学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科技创新比赛，2016年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国机器人大赛、

山东省大学生物理创新技能大赛、山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山东省大学生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赛中，

获一等奖10余项。 

7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在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作

出了有益探索，为建设好“地方性、有特色、应用型”高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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