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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合大作业”实践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丁益民*，周静，曹志源，王玉芹
上海大学理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以联合大作业的实践项目，通过校企合作、项目驱动、兴趣引导、文献查阅、市场调研、实验研发等实践训练，
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加强课内外联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改革实践教学模式
和方法，构建产学研创新实践平台，探索符合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课外培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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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Joint Operation”
Yimin Ding *, Jing Zhou, Zhiyuan Cao, Yuqin Wang
College of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joint operation, through project driving, interest guidance, literature review, market
research,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other practical train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can be stimulated,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es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measures are design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reform th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and method,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for cultivating the compound and innovative talent
outside the class, meeting the need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1

Joint operati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引言

创新是人类科学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
是学生个体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
《国家中长期教育
就业的重要举措，是高校全面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1]的重要抓手。
[2]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中明确提出要“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
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培
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要，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如何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是高校教育改革探索和实践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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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高等学校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使其从根本上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创新创业需求，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3]。为培养符合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切实做到通过具体的课
外实践项目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同时推动学校教学资源的整合
与共享，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上海大学自 2013 年起，结合大类通识教育模式的改革，在本科生
培养中启动了“跨学科跨专业联合大作业”项目的实践活动。其目的是探索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解决实施通识教育中更好地开展课外培养有效的途径。

2

联合大作业的基本内涵

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为课堂教学，包括理论课程教学和实验课程教学，其中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
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教学手段。通过实验课堂教学与实验训练，
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但随
着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对人才的输出提出了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发展战略要求。因此，作为人
才培养基地的高校必须紧跟国家建设发展的需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培养。
上海大学自 2011 年实施大类招生、通识教育改革后，已通过开设通识课、研讨课等探索课堂教
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2013 年启动的“联合大作业”项目实践活动则是通过课外实践活动加强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
2.1 联合大作业的培养目标与内容要求
“联合大作业”是根据国家重大需求或者企业发展需要提取出来的项目、教师的科研项目、企
业的实践课题或者其他围绕人才培养专设的相关项目等设计成专设项目；或者是以社会需求和社会
热点为导向，基于课程相关的项目构建研究课题，作为几门课程的联合大作业。每个联合大作业都
由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教师组成教师团队，通过项目的设计和训练，使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分
工协作，在课外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课题或产品的研究或开发，锻炼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同
时，组建的教师教学团队在联合大作业的平台上，与学生共同创造性地工作，教学相长造就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综合能力的高水平教师教学团队。并鼓励与企业合作，跨企业校内外联合培养，以项
目驱动组织实践活动，以项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解决问题的动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
主研究的能力和探索精神。
联合大作业项目内容的策划要求紧随科技发展、切合社会需求和社会热点，能吸引社会行业专
家参与，具有形成创新创业的可能性，并体现出跨学科、跨专业的特性。项目的设计应以学生的培
养为基本出发点，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及知识要求，能与数门专业类课程进行课内外联动，注重顶
层设计和分层要求，须有详细的计划安排和循序渐进的培养方案，在项目研究实践中促进学生知识
的交叉融合并培养能适应科技高速发展的复合型创新人才[4]。
2.2 联合大作业的管理与考核
联合大作业的立项流程是由项目策划人策划设计，并依据项目需求招聘相关专业教师组成指导
教师团队，由校教务处组织申报、答辩、评审，遴选出重点支持、重点培育和一般支持的联合大作
业项目，由学校立项并给予经费支持。项目获得立项后，依据项目需求面向全校公开招募相关专业
的学生，项目的工作量须满足 15–25 名学生为期一年的实践研究工作，每名学生都能接受充分的学
术指导与科研训练，并完成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研究任务。
学校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过程管理并实施阶段性检查，项目的过程管理要考核到每名项目组成
员的参与度及效果评价，重点考核每名学生成员的参与度及效果评价。在项目实施周期内，项目组
的学生须提交项目进展报告、中期总结、结题报告和展示材料，最后由校教务处组织结题验收。项
目的结题考核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总结报告以及社会评价、高水平项目的形成、项目成员贡献比、专
利、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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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外组合的墙体保温系统的研发”为例

“内外组合的墙体保温系统的研发”是上海大学 2015 年度 6 个重点支持项目之一。
项目立项背景和意义
伴随着全球能源的日益紧张，人们对建筑节能和建筑保温材料日益重视，在建筑物中使用保温
材料具有节能保温的作用。现行使用的建筑保温材料以有机保温材料为主，具有隔热效果好、质量
轻等特点，并已建立一套施工规程和标准。然而，有机保温材料存在着火灾隐患，着火燃烧会产生
大量有毒气体，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因而迫切需要制备一种具阻燃、环保、保温效
果好的无机保温材料用于建筑物的隔热保温。联合大作业“内外组合的墙体保温系统的研发”旨在
把工业固体废弃物(钢渣、高炉渣、脱硫石膏、粉煤灰等)经过烘干、煅烧、磨细等一系列处理后，与
其他原辅材料混合，制备成具有阻燃、导热系数低、保温效果好、大掺量利用工业固废的无机保温
材料、脱硫石膏保温砂浆等，同时研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形成一种内外组合的墙体保温系统用于
建筑物的隔热保温，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该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的应用，可达到建筑物保温、
节能的要求，也为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探索一条新路，在建筑保温材料的应用中是一种创新，
项目的策划契合社会节能环保的需求。
3.1

图1

内外组合的墙体保温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1–内饰面；2–脱硫石膏面层粉刷砂浆；3–脱硫石膏保温砂浆；4–脱硫石膏底层粉刷砂浆；
5–外墙基层；6–水泥砂浆找平层；7–外保温层；8–保温腻子层；9–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层

3.2

项目团队及子项目建设
“内外组合的墙体保温系统的研发”联合大作业由策划人负责申报，并联系不同学科专业的教
师、研究人员及企业工程师等组成了指导教师团队。团队成员中有长期从事工业固体废弃物应用研
究的专家，有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与工程师，也有学校应用化学专业、环境与化工专业
和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共 9 人，指导教师团队结构见表 1。
表1

指导教师团队专业结构

部门

专业

职称

人数

理学院

应用化学

教授

1

理学院

应用化学

副教授

2

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材料学

副研究员

1

环境化工学院

环境

副教授

1

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总经理

1

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工程师

2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工程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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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们结合各自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将联合大作业分层设计出 5 个衍生子课题：
子课题 1 工业固体废弃物(钢渣、高炉渣、脱硫石膏、粉煤灰等)对环境影响的测评，钢渣、脱
硫石膏的资源化应用研究；
子课题 2 脱硫石膏的成分、结构、性能等测试分析研究，环保型无机保温材料与脱硫石膏保温
砂浆等的研制；
子课题 3 建筑市场保温材料及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使用场景的调研；
子课题 4 企业实习，学习建材生产流程，反射隔热涂料、无机保温砂浆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
的研发和性能测试；
子课题 5 依据本项目的研发产品，进行创业模拟实践。
项目指导团队将联合大作业的项目背景、各子课题的研究内容及对参与项目学生的专业要求和
培养方案，通过校园网、上大信使、海报等多种形式面向全校学生介绍，发出公开招募令。吸引了
来自应用化学、环境化工、材料、工商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金融等专业不同年级的 24 名学生
的自愿加入(表 2)。
表2

3.3

参与项目的学生团队专业结构

院系

专业

年级

人数

理学院化学系

应用化学

12 级

7

理学院化学系

应用化学

13 级

3

环境化工学院化工系

化工

12 级

3

环境化工学院环境系

环境

13 级

2

环境化工学院化工系

化工

14 级

1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物流管理

12 级

3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工商管理

12 级

1

管理学院会计系

会计

12 级

1

经济学院金融学系

金融学

12 级

1

经济学院金融学系

金融学

14 级

1

社区学院

理工大类

15 级

1

项目的实施
项目团队成立之初，首先举办了项目启动仪式，邀请专家进行了“绿色节能环保新型建材”专
题讲座；邀请特种建材公司的总经理介绍公司的运作、建材市场布局与目标、公司研发的反射隔热
涂料与脱硫石膏无机轻集料砂浆组合保温系统等；各子项目负责指导教师分别报告了子课题的研究
内容及研究方案。专题讲座由浅入深地介绍了不同保温建材的优缺点以及保温建材与化学、化工、
材料等专业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结合社会新闻指出目前传统外墙保温材料易产生火灾隐患，达不到
新国标对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的要求；详细介绍了本项目计划研发的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的构造，
及其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利用，阐述了研发的新系统对建材行业的影响。公司经理的报告中特别强
调现代建材公司的生产已是高科技化、自动化、清洁化的生产线。系列报告让学生对保温建材行业
及工业固废的利用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了大家参与联合大作业的兴趣与积极性。
根据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个人兴趣与特长、课余时间等，学生自愿加入到各子课题组，各子
课题组都明确有学生负责人，并与对应的指导教师对接，各子课题任务目标明确，并在教师指导下
制定实践计划安排。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教师指导下积极开展相关文献的查阅；通过网络及实地
到建材市场去调研目前国内建材常用保温材料的类型与特性；调研工业固体废弃物对环境影响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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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等；进入指导教师的科研实验室、企业的研发实验室进行外墙反射隔热涂料的配比试验，研制
墙体相变复合保温材料与脱硫石膏砂浆，并对研制的材料进行相关性能测试。项目组的学生还有效
利用上海大学的实践短学期，在上海宇培特种建材有限公司的经理和工程师的精心指导下，实地进
入企业的建材生产流水线开展生产实习与认识实习等活动，具体了解企业的运作与管理等。
由于大作业的子课题皆由同一大课题而来，其相互间仍需要相互沟通、相互对接。这就是联合
大作业项目与普通项目的不同之处。因此，项目组定期进行汇报交流，要求全体成员都到，由学生
自主汇报各子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每位学生都可以自由阐述过去一周完成的实践内容、实践中的
收获以及遇到的问题，在场的指导教师与其他同学都可以提出疑问或是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在讨
论后每个小组必须制定下一阶段的任务。联合大作业实践是一个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的绝佳平台，
学生不光要协调好自己与组内同学的合作，还要与其他子课题小组进行交流，保证自己的工作能配
合其他小组进行，特别是化学与化工专业的学生要将研制的产品性能与优势介绍给经济与管理学院
的学生，以便为模拟创业打好基础。通过合作交流，增进了不同专业学生间的交流和学习，同时锻
炼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业意识。
3.4 实践效果
各子课题组的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学生重点调研了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特别针对上海市工业生产排放严重的钢渣、本项目
研究的无机保温材料——脱硫石膏等做了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的调研及研究，并根据钢渣处理工业
废水、脱硫石膏制备保温砂浆方面的调研材料撰写发表了 2 篇论文[5,6]。
针对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中的主要材料——脱硫石膏，学生从企业获得材料，主要对其成分、
结构、脱水等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研究，特别对利用脱硫石膏制备的硫酸钙晶须制作保温板进行了
研究，学生自主完成了相关研究报告，在教师指导下参与设计了“工业副产石膏的循环脱水实验室
系统装置”，并发表论文[7]。
利用上海大学的实践短学期及周末，学生在上海宇培特种建材公司实地实习，了解建材的生产
流程，在企业工程师的指导下参与研发了由外至内由反射隔热型真石漆层、无机保温砂浆层、水泥
砂浆找平层、墙体基层构成的四层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与企业合作完成了相关专利申请 2 份，
其中 1 份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8]；并发表研究论文 1 篇[9]。
通过调研建筑材料市场中保温材料的类型及特性、到企业产品的施工现场进行内外组合墙体保
温系统使用场景的调研，学生进一步了解了我国的建筑节能材料现状、新国标对民用住宅的外墙保
温阻燃等级的要求，对本项目研发的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的特性和使用前景更具信心。在研发保
温系统产品的同时，通过赴企业实习，学生对企业的运作模式有了实际的了解，激发了大家的创业
意识。项目组的学生就研发的专利产品进行了市场推广与创业实践模拟，项目组成员按照公司架构
进行了角色分工，应用化学、化工等理工专业的学生主要负责创业计划书中产品研究背景、创新性、
技术指标、产品生产与质量管理等产品研发，及市场状况与竞争分析等内容的撰写，经济学院与管
理学院的学生则在撰写公司经营管理、营销策略、筹资方案与财务分析、风险评估与危机处理等方
面发挥了专业优势。学生们联合完成了详细的创业计划书，并组队参加了“上海大学大学生创业梦
想计划大奖赛”，并以此完成“上海市级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 1 项。
跨学科、跨企业联合完成大作业项目，契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不但促进了学校不同学科专业教
师间的交流与合作，找到了学科间的交叉与发展点；更促进了学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为学生提
供了课内外、校内外的联动培养平台。校企合作完成联合大作业，也有利于增强教师对企业实际需
求的了解，促进教师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并为教学提供了实际案例。本项目成果“新型内外组合墙
体保温系统”获得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二等奖。
联合大作业“涉及知识面广，系统复杂”是参与学生最为直观的感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市
场调研、材料研制、性能测试、产品设计、创业模拟等环节，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各环节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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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学科专业的知识优势，大家也在项目实践中拓展了知识面，提高了文献查阅总结、实验技能、
归纳总结等科研能力，也收获了与人交流、团队合作、企业管理等社会经验。学生普遍认为通过参
与联合大作业项目实践活动，不但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知识应用和创新实践能力，增强了学习、创新
自信心，也促进了在大学期间的学习能力和科研素质的提高。参与联合大作业的 12 级学生中有 4 人
毕业后出国深造，有 6 人直推或考入 985 高校或中科院读研深造。

4

结语

学生的能力与创新培养是一个逐步深入、不断深化的培养过程，创新能力的培养有赖于相应的
创新实践平台支撑。跨学科跨企业的联合大作业通过项目设计、兴趣引导、项目驱动、课内外联动，
可进一步加大科研实验室的开放力度，有效利用实验室资源，合理地实现教学与科研实验室的资源
共享，并与企业构建产学研创新实践平台，注重学生的专业技术知识、个人能力、团队合作和交流
能力等全方位的培养[10]。教师联合指导学生实践，增强了不同专业学生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学生
的团队合作精神，也拓展了教师的学科交叉和研究方向，促进学科建设。跨学科跨企业合作，契合
现代社会转型需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深入企业实践，参与产品研发、生产及市场推广，
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业梦想，加强“双创”能力的培
养，为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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