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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通过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将以成果为导

向的 OBE 教育理念引入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实施“345”培养战略，构建由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构成的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促进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改革和学生创业项目的实施与发展。实践表明，所提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有

助于提高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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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posed by our country, the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isted in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re analyzed and 
OBE education concep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ducation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 
"345"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implemented to build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consisted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propos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will promote the re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for student.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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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上个世纪末,创新创业教育就走入了我国高等院

校，各大院校逐步开展了关于就业与创业教育的教学

研究，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的教学研究与改革特别关注
[1]
。有关统计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的创业者普遍学历不高，其中具有大学以上

学历的创业者占比不到 10%，而大学生进行创业的比

例就更少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研究与改革任

重道远。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在

不断增加，从 2020 的 874 万到 2022 年的 1076 万,近

两年的时间，就增加了 202 万,应届毕业生规模如此之

大，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如何帮他们

走好就业第一步，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成为

各地高校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掌握

必要的创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大学生创业过程

能够顺应行业发展规律、以创新思维看待问题，是高

校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2]
。 

＊基金项目：太原学院教学改革创新项目（2021jg09）；山西

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1080）；山西省研究

生教育创新项目（2021YJJG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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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育理念有待

提高，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没有很好地有机结合，

部分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存在一些脱节的

现象，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3]
。不少应用型

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师资力量薄弱，缺少专

业的创新创业教学团队
[4]
。与专业课不同，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将多学科知识有机联系起来，有较强的实践

性和实战性，同时对创新创业的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5]
。而目前一些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任课教师

的体验性较弱、引导性不强，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

为主。有些高校采取从校外的企事业等单位聘请创新

创业教育老师，但也常常因为资金、政策等元素，教

学效果难以有效保障，往往通过讲座、座谈会的形式

进行。对于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由于有关政府

部门没有相应的政策，对高校创新创业项目的支持力

度不够，资金支持有限，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系统有

待提高。因此，要应对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需求，迫

切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探索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核心内容
[6-7]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尤为必要。 

2  基于 OBE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 

将以成果为导向的 OBE 教育理念引入创新创业教

育全过程，建设三级课程教育体系，搭建创新创业教

育的四个平台，从课程体系、教学过程、考核评价、

教学团队和保障体系五个方面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保驾护航，实施“345”培养战略（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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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OBE 理念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345” 战略 

 

(1) 基于 OBE 理念，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OBE 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所有

的教育活动紧紧围绕对学生产生的预期效果开展。把

OBE 理念应用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将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划分为“普”“高”“精”三个级别：第一

级别的课程是“普”的课程，课程设置面向应用型本

科院校所有在校生，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向学生渗透初

步的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学生对创业产生兴趣；第二

级别的课程是“高”的课程，该类课程主要面向有强

烈创业热情和初步创业计划的学生，创新创业课程主

要培养学生创业的基本知识、传授创业技巧等；第三

级别的课程是“精”的课程，课程设置主要是各类实

践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创新创业必备的实际操

作技能，借助创新创业的各级各类竞赛活动和相关项

目，对学生的创业过程全程跟踪指导。对于应用型本

科院校来说，可以通过搭建“四个平台”，将 OBE 理念

导向贯穿整个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这四个平台分别是创新创业基础教育平台、创新

创业专业教育平台、创新创业保障平台、创业孵化平

台。 

(2) 基于 OBE 理念，设计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

学过程。 
以 OBE 理念为导向，创新创业的教学过程将全程

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设计，对于双创教材

的选择也是基于学生的具体学情，教学过程中不能照

本宣科，而是通过讲解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案例，

引导学生产生创新创业意识、发现创新创业机会、实

施创新创业计划，组织各种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评

估项目风险，设计可行的计划书，通过不断进行创新

创业的模拟实验，为真正进行创业打好基础。 

(3) 基于 OBE 理念，构建多维度的创新创业考核

评价体系。 
传统的创新创业教育通常以课程的形式呈现，一

般是以考查课为主，其考核更侧重于基本理论知识的

考核，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利。基于 OBE 理

念的创新创业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以成果为导向，考

核形式、考核过程、考核效果等都体现了对学生实践

操作能力的要求。以太原学院为例，我校创新创业教

育在过去的一年中，部分专业采用了创业计划书和创

业模拟考核的方式：学生在创新创业课程伊始就自由

组队，每队 5-10 人，教学过程中主要考察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掌握情况，课程结束时各小组完成创业计划书。

该考核方式激发学生拓宽思路，解放思想，发现商机，

把握创业机会的能力。实践结果表明，这样的考核方

式不仅受到学生的喜欢，而且一些学生在毕业后走上

了自主创业的道路，并且有了一些成效。 

(4) 基于 OBE 理念，建设专业的创新创业教学团

基于OBE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71



 

 

 
 

队。 
基于 OBE 理念，根据学生需要，以成果为导向，

建设由高校专业教师、就业指导教师、学生辅导员以

及社会导师组成的创新创业教学团队，经过系统的学

习培训，以带领学生参加各类与创新创业相关的比赛

为契机，优化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提高创新创业教育

的师资水平。 

(5) 基于 OBE 理念，挖掘资源，完善创新创业教

育保障体系。 
应用型本科院校要以 OBE 理念为导向，围绕各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就业情况召开专题研讨会，

协调教学管理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就业指导中心、

工训中心、实训中心以及各教学单位，认真深入学习

研究创新创业的最新教育成果，深入讨论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成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同时，应用型本科院校还要积极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

协调，了解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整合学校、政府和

各类社会资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建设、教学团

队的人才引进、创新创业项目经费支持和竞赛保障构

建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 

3  OBE 理念引导下太原学院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成效 

太原学院是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

课程一直都是以选修课的形式组织，参加创新创业比

赛的经验较少。2021 年参加创新创业比赛的项目约

300 余人，参赛项目有 84 项，约 70%是工科类项目，

经济类项目较少，基础学科的项目几乎没有。 

将 OBE 理念渗透到学院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

并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过程中逐步渗透 OBE 教育理念，

不断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课程、组建专业的创业指

导教师团队、逐步完善创新创业教育的培养体系、联

合各职能单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建设，创新创

业教育已经初见成效。2022 年太原学院申报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达到二百余项，其中已经有一百多个创业

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项目以计算机、人工智能、

经济管理和机电类为主，同时理科类和文史类的项目

也不断丰富，创业项目基本上涵盖了学院的所有学科

专业，创业计划书和实施方案已经具备。在 OBE 教育

理念的引导下，各职能部门的观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学院的经费投入也在逐步加大，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

环境激发了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涌现了许多优秀的

创业案例。一些案例经过一年的建设已经开始产生经

济效益。 

例如我校物联网工程专业学生在 2021 年发起的

创业项目“微圾分商业计划”，就是在 OBE 教育理念的

引导下，逐步成功，于 2022年2月已经成功注册公司，

按照太原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宗旨，在 2022 年年

初已经服务于太原市的众多企事业单位，不仅学生的

创业梦想得以实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并

且取得了初步的经济效益，也为学院下一步基于 OBE

理念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可

以说真正实现了多赢。 

2022 年，太原学院成功入选山西省首批产教融合

重大平台载体和实训基地重点产业集群试点培育单位，

成为 42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唯一一项人工智能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重点建设项目。这些创新创业成果的

取得都离不开基于 OBE理念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引导。 

4  结束语 

将 OBE 理念应用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的“345”战略，即建设“三个级别”的模块化课

程体系，满足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新需求；通过搭建创

新创业基础教育平台、创新创业专业教育平台、创新

创业保障平台、创业孵化平台这“四个平台”，推进教

育教学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发展体系、创新创

业体系的有机衔接；把 OBE 教育理念渗透到课程体系、

教学过程、考核评价体系、教学团队和保障体系“五

个维度”，实施工程师培养、双师培训、实训教育。创

新校企合作机制，推动创新创业比赛的成果转化，以

创新创业的典型案例为引导，推动创新创业项目的落

地实施。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基于 OBE 理念的

创新创业教育全面推进了学校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

度融合，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服务社会的使命，“为国育

才，为党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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