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 
 

 

成果名称     “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开放共享”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平台的创建     

成果完成人 杨斌、史宗恺、孙宏斌、邴浩、李双寿、                              

付志勇、余潇潇、顾学雍、杨建新、邓焱  

成果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成 果 科 类              其他-14                  

类 别 代 码       1410                    

推 荐 序 号           11008                   

 

 

 

推荐单位名称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推 荐 时 间        2018  年 4  月   30  日



 

I 
 

 

目  录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 1 

1. 教育理念 ........................................................................................... 4 

1.1. 《人民日报》：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 ................................................................... 4 

1.2. 《中国科学报》：志趣驱动是大学生创业的本质 ........................................................... 5 

1.3. 《创新与创业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几点思考 ....................................................... 6 

1.4. 《中国大学教学》：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实践 ....................................................... 7 

2. 教育体系及平台的建设 ................................................................... 8 

2.1. 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创业导引－与创业名家面对面》 ................................................... 8 

2.2. 挑战性示范课，以顾学雍的《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为例 ................................... 9 

2.2.1. 清华大学挑战性示范课列表 ................................................................................... 9 

2.2.2. 《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上课场景 ............................................................... 9 

2.3. 创新创业类课程，以杨建新的《创业认识与实践》为例 ............................................. 10 

2.4. 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15 

2.4.1. 学科交叉融合的技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 15 

2.4.2. 2017 年清华大学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招生通知 ............................................ 19 

2.4.3. 学生情况 ................................................................................................................. 20 

2.5. 创新创业赛事，以中美创客大赛、清华创客日及创客马拉松为例 ............................. 23 

2.5.1. 举办和承办的系列创新创业赛事清单 ................................................................. 23 

2.5.2. 2015 年第二届清华创客日国外创客代表性人物名单 ........................................ 28 

2.5.3. 组织同学参加的各类创新创业赛事清单 ............................................................. 28 

2.5.4. 指导赛事获奖清单 ................................................................................................. 29 

2.6. 创客团队的指导和成长..................................................................................................... 31 

2.6.1. 创业团队融资情况 ................................................................................................. 31 

2.6.2. 紫晶立方创新创业团队情况 ................................................................................. 31 

2.6.3. 幻腾智能创新创业团队情况 ................................................................................. 33 

2.6.4. 众清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情况 ................................................................................. 33 

3. 建设成效 ......................................................................................... 35 

3.1. 领导肯定 ............................................................................................................................ 35 

3.2. 新闻媒体报道..................................................................................................................... 37 

3.2.1. 国际媒体报道（部分） ......................................................................................... 37 

3.2.2. 国家主流媒体报道（部分） ................................................................................. 37 

3.2.3. 清华新闻网报道（部分） ..................................................................................... 38 

3.3. 推广应用及其效果............................................................................................................. 38 

3.3.1. 校内创新创业课程 ................................................................................................. 38 

3.3.2.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 50 

3.3.3. 向社会开放的创新创业教育 ................................................................................. 51 



 

II 
 

3.3.4. 代表性青年创客（部分） ..................................................................................... 52 

3.3.5. 兄弟院校推广应用 ................................................................................................. 54 

3.4. 国内外影响力..................................................................................................................... 61 

3.4.1. 成立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 ................................................................................. 61 

3.4.2. 组织会议 ................................................................................................................. 61 

3.4.3. 组织创新创业大赛和活动 ..................................................................................... 62 

3.4.4. 特邀报告 ................................................................................................................. 62 

3.4.5. 论著 ......................................................................................................................... 64 

3.4.6. 研究项目 ................................................................................................................. 67 

附录  

一、重要论文原文 .................................................................................................................... 68 

《人民日报》：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 ..................................................................... 68 

《中国科学报》：志趣驱动是大学生创业的本质 ............................................................. 70 

《创新与创业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几点思考 ......................................................... 73 

《中国大学教学》：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实践 ......................................................... 77 

二、获奖相关材料 .................................................................................................................... 85 

［1］ 2016年，清华大学获批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国务院办公厅） .................... 85 

［2］ 2016年，清华大学获批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教育部） 86 

［3］ 2016年，清华大学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教育部） ........................ 87 

［4］ 2015年，清华大学获评第一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教育部） .... 88 

［5］ 2016年，清华大学获批第一批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北京市教委） 89 

［6］ 2013年，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授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89 

［7］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实验实践课程基地授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 89 

［8］ 2013年，北京市科普基地授牌（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90 

［9］ 2014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孵化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

会）......................................................................................................................................... 90 

［10］ 2016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证书 ...................................................................... 90 

［11］ 2016 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先进集体奖奖状（教育部）

 ................................................................................................................................................ 91 

［12］ 2016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筹备工作贡献奖证书（教育部）

 ................................................................................................................................................ 91 

［13］ 2016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证书（教

育部）..................................................................................................................................... 91 

［14］ 2016年，清华大学获得北京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北

京市教委） ............................................................................................................................. 92 

［15］ 2016年，北京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证书（北

京市教委） ............................................................................................................................. 92 

［16］ 2014年，QS全球教育创新大奖证书（国际教育评级组织），顾学雍 ............. 93 

［17］ 2007年，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特等奖证书（宝钢集团） .................................. 94 

［18］ 2013年，宝钢优秀教师奖证书（宝钢集团） ...................................................... 94 

［19］ 2010年，北京高校育人标兵证书（北京市教工委） .......................................... 94 

三、清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报道 ..................................................................................... 95 

［1］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向 GIX赠送水杉 .................................... 95 



 

III 
 

［2］ 2015年，李克强总理给清华 iCenter 学生创客回信 ............................................ 96 

［3］ 2015年，李克强总理为清华学生参展项目点赞 .................................................... 97 

［4］ 2016年，李克强总理考察清华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展区 ........................................ 98 

［5］ 2015年，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 ............................................................ 99 

［6］ 2016年，教育部长陈宝生访问清华大学 iCenter创客空间 .............................. 100 

［7］ 2015年，孙宏斌教授在教育部高教司就“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

做专题报告，高教司全体干部参加学习。 ....................................................................... 101 

 



 

1 

 

 

 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2 

 

 

 



 

3 

 

 



 

4 

 

清华大学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创建了价值、能力和知识“三位一体”的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创意、创新和创业“三创融合”的校级协同教育平台，以及

“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平台，内容覆盖课程、活动、项目、赛事、平

台、线上线下资源。该“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开放共享”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

平台实施以来，涌现出大批优秀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

定，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和影响，获得了近年来几乎所有双创教育国家级荣誉。 

本材料从立足长远的教育理念、全方位的改革实践和显著的成效三部分尽可

能全面地反映“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开放共享”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平台创建

的历程及其成果。 

1. 教育理念  

清华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深刻意识到激发学生真正内生的学

习兴趣并创造志趣的重要性，并针对双创教育普遍存在的重技巧、轻意识和能力

培养，以及创新资源匹配不足等问题，从服务国家育人兴国的战略角度，在借鉴

国外一流大学教育理念和汲取清华教育精华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三位一体、

三创融合、开放共享”的教育理念及实施路径。 

以下几篇文章全面阐述了清华大学在双创教育方面的先进理念。 

1.1. 《人民日报》：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 

2015年5月5日，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创业教

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的署名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 

杨斌指出，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其目标是着力于培养具有开创性的

人，培养首创精神、冒险精神、独立意识、创业能力以及挑战现状并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满足需求的本领。要鼓励志趣型创业，推崇异想天开、挑战权威、敢冒

风险。因此，需要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大胆突破限制，尽快改革一些现有的教育

管理机制体制。 

全文请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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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科学报》：志趣驱动是大学生创业的本质 

2015年4月9日，《中国科技报》发表了清华大学杨斌副校长的专访——《志

趣驱动是大学生创业的本质》。 

杨斌副校长指出，一些杰出的、改变世界的成果往往来自于内在兴趣驱动的

创客和创新创业者。一流大学开展创业教育，应当有所侧重：其主要目标是为学

生创造未来发展的平台和机会，培养具有首创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培养既

有梦想又肯实干的创业者；其毕业生的创业方向、领域应当具有某种领先性、颠

覆性，能够改变行业面貌，造就大量就业机会。 

全文请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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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新与创业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几点思考 

2010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在《创新与创业教育》上，发表了题为

《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几点思考》的论文（第1卷第1期，第18-20页）。 

史宗铠谈到了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几个重点问题：一是建立以兴趣为导向的课

程学习体系；二是除了技巧之外，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培养的必要性；三是如何

为学生提供因材施教相匹配的教育资源。 

全文请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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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大学教学》：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实践 

2016年，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孙宏斌在《中国大学教学》上，发表了题为

《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实践》的论文（2016年第7期，第26-31页）。 

孙宏斌全面介绍了以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想象力，促进学生挑战自我、主动学

习为目标的清华大学挑战性课程，包括其主要特征、初步成效和提升展望。 

全文请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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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体系及平台的建设  

清华大学对三创教育进行了包括双创通识课程、挑战性课程、双创竞赛、创

客团队指导等在内的全方位建设，全力打造“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开放共享”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平台。 

2.1. 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创业导引－与创业名家面对面》 

     课程简介：该课程面向全校对创业有志趣的二年级及以上的本科学生、研究

生。课程由 15 次通识性创业教育专题组成，由俞敏洪以及徐井宏、李竹、汤和

松、王小川等 20 多位清华校友创业名家从不同角度开讲。课程模式新颖，开发

出专用网络论坛，供学生提交作业，课下交流，向导师提出一个问题，回答导师

提出的开放性问题，报名课前与导师共进晚餐。课程也开设小班辅导课，创业导

师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最后，学生分组完成商业计划书+PPT 展示，并在

期末进行路演。 

    授课知名企业家及创投家名单（部分）：俞敏洪、李竹、徐井宏、莫天全、羊

东、盛希泰、唐斌、王江、王小川、杨宁、张锐、庄辰超、王学辉、朱波、杨歌、

马东等。 

 

    2015 年 3 月 3 日晚，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主楼东阶教室为清华 300 余位

同学带来主题为“什么样的人应该创业”的讲座，这是全校性选修课《创业导引—

—与企业家面对面》的首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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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导引》课前，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专门会见了俞敏洪 

2.2. 挑战性示范课，以顾学雍的《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为例 

2.2.1. 清华大学挑战性示范课列表 

序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负责教师 

1 航天航空学院 趣味力学试验及制作 高云峰 

2 工业工程系 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 顾学雍 

3 航天航空学院 有限元法基础 张雄 

4 自动化系 线性控制系统工程 赵千川 

5 计算机系  计算机系统综合设计与实现 向 勇  

6 环境学院  室内空气污染物识别与净化  张彭义  

7 汽车系  汽车造型创意设计 王波  

8 化工系  纳米能源 张 强  

9 经管学院  中文沟通 郝 洁  

10 外文系  读写译  穆凤良  

11 医学院  病理学 裘 莹  

12 社科学院  心理潜能开发 樊富珉 

13 训练中心  制造工程体验  梁志芳   

14 医学院  医学免疫学 吴励  

15 美院 艺术管理学 章 锐 

2.2.2. 《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上课场景 

   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课上，同学们共同设计制作系统整合展示所用的基



 

10 

 

础地理沙盘，脑力激荡，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2.3. 创新创业类课程，以杨建新的《创业认识与实践》为例 

以下为《创业认识与实践》学生作业： 

（1） 

姓名： 王庆 学号：2011011239 班级：计算机系 13 班 

手机：18810656265 E-mail：wang1160997741@163.com 

创意名称 随处可寻 

所属类别 □ 环境   □ 医疗  □ 交通  □ 城市  √ 校园 

创意简介（200 字以内）： 

软件控制实物。该实物内主要有 GPS 定位，发音系统，照明系统三个部分。功能：

防盗，寻找，照明等。比如：将其固定需要定位的东西上，比如说自行车。软件随

时可以查看自行车的位置，因为 GPS 定位的精确度是 500-1000m，大致定位后我

们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实物发声，即可准确定位到自行车的位置。如果自行车的位置

发生了变化，我们手机上安装的软件会提醒我们。此时我们可以使自行车自鸣，吓

跑小偷。实物上有开关，直接按压，控制其发声或者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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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示意图： 

 

（2） 

姓名： 彭靖淞 2013010530 班级：机械 33 

手机：13261768365 E-mail：326842435@qq.com 

创意名称 腕表式多功能四旋翼 

所属类别 □ 环境   □ 医疗  √交通  □ 城市  □ 校园 

创意简介（200 字以内）： 

将四旋翼飞行器微型化为腕表级别，并搭载各种额外的功能（如摄像、求救、计时、

观测等等），可用于户外运动，军事，气象，地质勘探等需要临时占用高空地理位置

但同时又不便于携带过多额外设备（市面上普通的旋翼飞机大约占据

30cm*30cm*15cm 的空间，重量 1.5kg 左右）的领域。 

创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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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姓名：岳祥 学号：2013013068 班级：美 36 

手机：18301291261 E-mail：709946321@qq.com 

创意名称 快速干衣机 

所属类别 □ 环境   □ 医疗  □ 交通  √ 城市  □ 校园 

创意简介（200 字以内）： 

现象： 

1.当下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里，很多上班族和学生都会因为事物繁忙而忘记清洗衣

物，导致要去关键场合时，自己想穿的衣服还脏兮兮的，并且洗完之后也干不了。 

2.近几年在大城市里，很多情况下天气不好，晴天很少，住房紧张，场地有限，没

有良好的晾衣条件。 

市场调研：眼下市场上没有类似功能的产品，有几款产品也是缓慢烘干的，达不到

迅速干衣的程度。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让人纠结的问题，我想做一个产品面向上班族和学生，可以在短

暂时间内迅速烘干刚刚洗完衣物里的水分，达到穿戴舒适的标准。 

使用人群：主要消费者以学生和上班族为主。 

 

创意示意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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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晓鹏 学号：2012010915 班级：电 22 

手机：17888837160 E-mail：1683416644@qq.com 

创意名称 随你打——校园微打印纸媒平台 

所属类别 □ 环境   □ 医疗  □ 交通  √ 校园  □ 其他 

创意简介（200 字以内）： 

作为学生，我们日常对于复习材料和课件的微打印需求很繁复，经常去一趟打

印店，打了几页讲义之后，钱包里又多了几个一毛钱的硬币，过几天，这几个硬币

还没等到下一次打印就找不到了。 

而打印店老板也对于每次为了几毛钱找零而烦恼，为了找零而多出来的人力成

本更加不必说。 

我们认为，复习材料和课件这些微打印的利用价值绝不仅限于几张纸，它可以

搭载一个更大的纸媒平台。 

创意示意图： 

我认为，一个产品，其实现的功能要重于其外观，而外观是应该由 UI 界面设

计的人来完成，所以我把三个产品的功能列于其下： 

a) PC 端打印控制软件 ：该软件 是装于实体打印店的 装于实体打印店的 PC 

电脑桌面的一款软件，其 电脑桌面的一款软件，其 能实现的功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可以对用户微打印的文件进行简单编辑， 可以向打印机下达打印指令 ，

将打印机需要设置的参数重新打包整理，可以在这款软件上编辑 。 

（2） 通过这款软件微打印的纸张，会在页眉脚加载“随你打 —— 校园免费

微打印 ”字样 。加载的字样可以通过我们后台设置由“随你打 —— 校园微打印纸

媒平台”选择更换，便于我们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甚至后期投放广告。 

（3） 可以在下达打印命令前自动判断所页数是否符合微要求。（在下达打印

命令前自动判断所页数是否符合微要求。（微打印指单次打印需求在十页以内）。并

对 同一账号在定时间内（例如三分钟）不可重复使用微打印，从而限制恶性打印

现象的发生。 

（4） 通过自动计数，在下达打印命令前自动判断当日微打印的数量是否超出 

“随你打—— 校园微打印纸媒平台 ”的预购微打印份额。例如，我们与一家打印实

体店合作 ，承包其每日五百页的微打印份额，若是当数超于则软件自动停止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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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字样，进入正常打印同学需行向店主缴费。每日微打印页数定额运营有利于提

高同学们的参与度和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宣 传度 

（5）预留网络端（包括页面端和 APP 端）外接接口，便于之后研发出的产品

对其进行升级换代。 

b) 随你打网络服务平台 ：可以让用户在平台上交流 ，讨论页脚等位置可以加

载的 可以加载的内容，在平台上举办诸如 “微情书 ”、“ 微告白 ”等活动，将同学

们的创意和告白等加载 和告白等加载 到微打印纸张的页脚处，以此来推广 “随你

打 —— 校园微打印纸媒平台 ”的知名度和 知名度和 扩大用户数量 。 

c) 随你打客户端打客户端 APP：小幅度提高微打印使用门槛，让已经习惯于

通过 “随你打— —校园免费微打印 ”进行微打印的同学注册随你打 APP，应用随

你打，应用随你打 PC 客户端将需 客户端将需要通过账号认证 ，绑定学生与手机

号，并对每个账进行打印限制（如同一账号三分钟内不可以连续进行两次微打印），

从而防止恶性打印事件发生 。 

（5） 

姓名： 南德 学号：2012011517 班级：自 21 班 

手机：18610857953 E-mail：2464323843@qq.com 

创意名称 衣择（名字感觉不好，时间紧迫没时间想 TAT） 

所属类别 □ 环境   □ 医疗  □ 交通  □ 校园  □ 其他 

创意简介（200 字以内）： 

利用温湿度传感器、PM2.5 传感器、紫外传感器，若有必要加上风级测量，收

集环境中各种信息，经过判断来实时确定用户身处环境情况，再考虑用户需要出席

的场合，确定用户在当前状况下合适的穿戴。 

在实现的时候可以将收集到的数据与网上的天气预报进行加权来确保做出的判断

更为准确。 

目前考虑的输出有两种，直接用一个盒子封装所有传感器并且显示在盒子上；

还可以把传感器放在合适的测量环境，然后把信息用蓝牙或者 WiFi 发到手机里面，

在手机上进行信息处理，并给出合适的衣着。 

改进版可以从服装管理方面进行改进，对用户拥有的服装鞋子进行统计，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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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精确到可以穿哪几件衣服，哪几件衣服需要清洗，通过对衣服量化管理避免衣服

很多却总感觉没有衣服穿的错觉。 

改进版 2.0 可以从服装搭配方面做改进，用户设定搭配方式甚至电脑帮助用户

判断搭配是否得当。（暂时这么多吧，还能想到很多改进意见） 

创意示意图： 

 

2.4. 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2.4.1. 学科交叉融合的技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2.4.1.1. 全国首创技术、设计和商业相结合的学科交叉双创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切实增强学

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创业意识，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清华

大学深入研究创新创业人才所需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要素，通过对国内外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的建设理念、运行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的调研和考察，结合学校已有

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及学科优势，于 2014 年 6 月初步提出探索技术、

设计和商业相结合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建设跨院系联合开设本科生技术创新创

业辅修专业的设想。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由教务处牵头组织，基于清华大学

高水平学科优势，依托跨学科创客实践平台清华 iCenter，发动组织美术学院、计

算机系、自动化系、机械系、工业工程系、土木系、汽车系、经管学院、法学院

等院系的近 40 名教师，不断完善框架设计和培养方案，经学校创新创业教学（专

项）委员会多次讨论和评议，于 2015 年 12 月由校教学委员会审议通过。2016 年



 

16 

 

4 月，清华大学在校庆之际召开发布会宣布：在全国率先推出的技术创新创业辅

修专业开始招生。 

清华技创辅基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全球共性的前沿领域，通过跨

界学习和团队实践，使学生掌握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创业理论、方法和工具，以

创新产品开发为核心，最终做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作品，并完成初步的初创企

业策划，以此拓展学生的创新力和领导力，培养学生的首创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清华技创辅针对人工智能的微观、中观和宏观 3 个尺度，首批设立了智能硬

件、机器人及智能交通 3 个前沿方向，体现了清华要做“创新基础上的创业”的

理念。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目标主要有机会识别能力、设计思维能力、整合实现

能力、团队执行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学习时间为 2 年，须修满不少于 25 个学

分，其中共同课组不少于 9 学分，专业课组包括专业实践 6 学分，选修课组不少

于 10 学分。共同课组负责培养双创人才对技术、设计和商业的共性知识和能力，

包括支撑学科交叉融合理念的产业前沿、设计思维和创业训练 3 门核心课程。专

业课组的专业创新实践课为跨学期的 6 学分课程，相当于毕业设计，每个专业的

多位联合导师通过这门课指导学生项目团队组建、创新作品选题及开发、初创企

业设计等。选修课组开展专业化的双创能力培养，在技术、设计和商业 3 个类别

中自由选择及组合。课程中还包含一门国际创新实践课程，优秀学生有机会在导

师带领下到国外知名高校进行创新创业训练。 

 

2016 年 9 月，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开学典礼上寄语 

技创辅师生要勇于探索“学科交叉融合”特色 

2.4.1.2. “创新中的创新”，探索学科交叉融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清华技创辅的管理机制和师资结构也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特

点。该辅修专业有 2 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要求学生组成跨专业团队，以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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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最终作出创新性产品来；二是实行跨院系的联合主任（co-director）制，每

个合作院系各出一名联合主任，不分主次，保证学科交叉培养人才。该辅修专业

由清华大学 iCenter（全球最大的校园创客空间）提供教学管理和服务支撑。 

清华技创辅由学校教务处牵头组织多个院系共同建设，有助于打破学科院系

的藩篱，师资团队由跨学科辅修专业联合导师、企业导师及清华 iCenter 的教辅

技术服务人员组成，辅修专业的联合导师及支撑服务平台主任进行专业培养方案

设计执行和服务建设，跨学科的创新创业教学专项委员会和校教学委员会负责教

学质量的学术控制。 

 

2016 年 7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调研清华 iCenter，赞许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是‘创新’中的创新 

截止 2017 年春季学期末，清华技创辅已经完成了 10 余个院系首批 70 名和

第二批 45 名学生的招生，组建完成了 26 名校内导师+12 名企业导师+10 名教辅

人员的师资团队，形成了跨学科交叉的教师团队定期讨论互相借鉴的工作氛围和

机制，完成了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及第二轮修订，完成了 13 门新开课的课

程大纲讨论、修订和授课，独具清华特色，汇聚清华大学技术、设计和商业 3 大

优势学科的跨学科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模式框架基本构建完毕；教务处及清华

iCenter 协调校内多个院系的教务管理人员，在教务程序上顺利完成了培养方案

和课程的审批、招生宣传和考核录取、排课选课、成绩录入等诸多教务环节，清

华 iCenter 在教学服务和支撑上初步完成了 3 个专业教室的设置和 1 个专业教室

的建设、2 个主要授课教室的安排、教学辅助人员的配置以及创新制作设备的配

备及使用指导，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4.1.3. 培养“创新创业科班生”，并向全国示范推广 

目前，首批技创辅学生已经顺利修完了设计思维、产业前沿和创业训练 3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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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课，在联合导师指导下，通过自由组合组成了 10 个项目团队，分别针对智

能宠物玩具、共享单车自检系统、音乐随动硬件、屏幕前久坐问题改善硬件、楼

内运行机器人、乐谱翻页器、手抛航拍器等智能产品进行开发，在各专业创新实

践课程中完成了项目的开题和中期报告。通过紧张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在首批

学生中已经有一些具有技术创新创业潜质的学生崭露头角，例如：在 2017 年中

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分赛区选拔赛中，首批同学的 2 个项目从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 60 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共

6 个项目进入决赛）。 

清华技创辅的创建对清华大学乃至我国高等教育都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意义。

这种跨院系交叉融合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各高校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引进和推广这种双创人才培养模式。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也已启动“百城千校计划”，来推广以清华大学技创辅专业课程为核心

的学科交叉型创新创业课程，将利用线上同步直播互动课堂、MOOC 课程以及

线下专业实践课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向全国高校推广。 

 

2017 年 1 月，产业前沿课程学生结课作品《产业前沿报告》 

  

2017 年 6 月，技创辅学生参加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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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017年清华大学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招生通知 

一、清华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简介 

智能硬件、机器人、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简称：清华技创辅）

是清华大学首批基于“交叉融合”理念的本科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由清华大

学多个院系联合开设，依托清华大学 iCenter，基于导师指导下的团队项目实践和

跨界学习，修读技术、设计、商业 3 大模块课程，实现创新技术产品及初创企业

策划。 

二、开设及招生 

1.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联合开设院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美术学院 

联合主任：史元春（计算机系）、付志勇（美术学院）、陶品（计算机系） 

招生人数：30 人 

2.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联合开设院系：自动化系、机械工程系、美术学院  

联合主任：赵千川（自动化系）、张文增（机械系）、徐迎庆（美术学院） 

招生人数：30 人 

3、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 

联合开设院系：工业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汽车工程系 

联合主任：申作军（工业工程系）、李萌（土木系）、杨殿阁（汽车系） 

招生人数：30 人 

面向具有清华大学学籍的 2015 级或 2016 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招生，详情请

见附件中各专业实施方案。 

三、报名及咨询 

考虑到有同学未能及时看到 info 报名通知，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的报名

截止时间延迟到 2017 年 4 月 30 日 17 点，报名学生请提交报名材料到清华大学

iCenter 教 学 办 公 室 （ 李 兆 基 科 技 大 楼 B571 ， 林 老 师 ， 62790118 ，

lxmeng@tsinghua.edu.cn）。 

报名需提交的附件材料： 

1)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申请表（纸版盖章） 

mailto:lxmeng@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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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册中心出具的本人成绩单 

3) 个人简历（限 1 页） 

4) 个人陈述（阐明个人在创新创业方面已有的经历，选择技术创新创业辅

修专业的目的，以及可能的创新创业计划等，限 3 页以内） 

5) 其他创新创业方面的能力证明材料扫描件（例如：获奖证书、作品照片、

推荐信等） 

报名材料提交同时提交申请表、个人简历及个人陈述的电子版至邮箱

lxmeng@tsinghua.edu.cn。 

鼓励交叉院系同学组成团队报名，团队报名优先录取。根据提交的材料审核

录取，无面试。 

招生咨询：清华大学 iCenter 教学办公室（李兆基科技大楼 B571，林老师，

62790118，lxmeng@tsinghua.edu.cn）。 

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介绍：info－教学门户－学生指南－二学位／辅修－

技创辅专业 

四、相关附件 

1.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实施方案 

2.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实施方案 

3.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实施方案 

4. 2017 年清华大学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招生通知（第 2 版） 

5. 清华大学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申请表 

 

教务处 

2017 年 4 月 25 日 

2.4.3. 学生情况 

以 2016 年技创辅学生名单为例： 

姓名 二学位专业名 一学位所在院系 一学位所在专业 

王小珊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吴家阳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建管系 工程管理 

mailto:lxmeng@tsinghua.edu.cn
mailto:lxmeng@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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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昊天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电机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韩益增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自动化系 自动化（定向） 

王丰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瑞竹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 

曹欢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 

朱士才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实验班） 

张晨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 

刘墨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 

王思远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电机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宋思睿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电子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王诗媛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计算机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范国杰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电子系 电子信息类 

杜牧歌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工物系 工程物理 

姜硕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工物系 工程物理 

邓桦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经管学院 经济与金融 

乌佳心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类（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肖珺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 

刘致远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信息设计） 

樊华锋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信息设计） 

李瑞洋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生医系 生物医学工程 

冯玉彤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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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名山 
智能硬件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许君杰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张寒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电子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石莱茜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电子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胡雯缤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自动化系 自动化 

顾谦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杨文昊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黎帆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陈声健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林中汉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饶鹏飞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机械系 机械工程 

杨奕彬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汽车系 车辆工程 

向昭阳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汽车系 车辆工程 

孙琰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 

李沛阳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自动化系 自动化 

钟典余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自动化系 自动化 

杜彦征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航院 航空航天类 

赵芷漪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 

梁晶晶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 

项梁 
机器人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生医系 生物医学工程 

杨子江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计算机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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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超凡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阳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孟嘉伟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土木系 土木工程 

唐若洋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土木系 土木工程 

司祥生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汽车系 车辆工程 

莫薪颖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汽车系 车辆工程 

马志遥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 

赵世彤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 

梅进杰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展示设计） 

胡志华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 

阮铭浦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 

蔡卓衡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 

钱姿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计算机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谢崇峰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土木系 土木工程 

吕尧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汽车系 车辆工程 

应梓浩 
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创业

（辅修） 
汽车系 车辆工程 

2.5. 创新创业赛事，以中美创客大赛、清华创客日及创客马拉松为例 

2.5.1. 举办和承办的系列创新创业赛事清单 

校内赛事 4 项： 

1）清华大学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 

2）清华大学校园生活杯创业实践大赛 

3）清华大学达索系统绿色设计大赛 

4）清华大学创客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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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赛事 2 项： 

1）教育部 2014、2015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2）全球创客马拉松北京站比赛 

国家级赛事 1 项： 

2014、2015 年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2014 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启动仪式 

 

举办 2014 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英特尔创客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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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一等奖：城市树邻，清华大学贾琨团队 

 

2014 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颁奖大会，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美国副国务卿施

坦格尔、原清华大学陈吉宁校长与获奖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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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中国赛区启动仪式北京举行，邱勇校长出席会议 

 

2015“共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刘延东副总理为青年创客点赞！ 

——  2015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在美国匹兹堡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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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教育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一等奖团队：清华大学沈易培健康伙伴团队 

 

二等奖 清华大学靠谱团队 

 

三等奖清华大学 Baby care 团队 



 

28 

 

 

三等奖 THU Dreamer 清华团队 

2.5.2. 2015年第二届清华创客日国外创客代表性人物名单 

Mitch Altman、Zimmer Barnes、Tudor Tarlev、帅天龙、李大维、张晓晖、航

院高云峰、建筑系周榕、中经网总经理罗佳、白峰杉、众清科技CEO赵飞、Ron 

Rusay（Chemwiki创始人）、Bart Eddy（底特律社区大学创始人）、Steve Austin

（硅谷创业导师）、Joseph Randall Hunt（NASA工程师） 

2.5.3. 组织同学参加的各类创新创业赛事清单 

校内赛事 7 项： 

1) 清华大学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2) 清华大学电子系统设计大赛 

3) 清华大学数字系统设计大赛 

4) 清华大学硬件设计大赛 

5) 清华大学虚拟仪器设计大赛 

6) 微控器创新设计大赛 

7) FPGA 创新设计大赛 

校际赛事 5 项： 

1)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2) 全国节能减排大赛 

3)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4) 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5)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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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指导赛事获奖清单 

1) 2015年9月，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二等奖2项。 

 

2) 2014 年 12 月，清华大学 SRT 优秀项目二等奖，获奖项目为“空中检测校

园 PM2.5” 

3) 2013 年 12 月，清华大学 SRT 优秀项目二等奖，获奖项目为“摄影小车” 

4) 2012 年 12 月，清华大学 SRT 优秀项目二等奖，获奖项目为“无碳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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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 年，北京市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 SRT 项目二等奖，获奖项目为“层

级可调书架” 

6) 2012 年 12 月, 高炬、张秀海各获 SRT 计划优秀项目奖二等奖一项。 

7) 2011 年 12 月, 武静获 SRT 计划优秀项目奖二等奖。 

8) 2011 年 11 月，中心组织学生参加 ATMEL 首届全国微控器创新设计大

赛，“LazyBoard 双轨迹球一体式键盘”获季军、“饮水机智能控制系统”获一等奖、

“基于 AVR 单片机的照明路灯自动节能控制”获三等奖，指导教师韦思健。 

9) 2011 年 1 月，中心韦思健、裴文中、彭进三位老师指导，创新社王向恒

等十位同学完成的“创新工作室环境建设与训练项目设计”项目获得第二十一届

学生实验室建设贡献奖一等奖。 

10) 2010 年 6 月，废墟中的“生命通道”，学生：马源，李国轩，石竟成，邓

东平，李忠林，指导教师：索双富，姚启明，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一等奖 

11) 2010 年 6 月，摩擦式高楼缓降逃生装置，学生：孙杰，刘骁，刘一凡，

龚铭，周诗颖，指导教师：高志，王坦，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

奖 

12) 2010 年 6 月，阳台逃生用快速可展楼梯，学生：方厚林，陆正茂，师帅，

管洪杰，程帅，指导教师：赵景山，高炬，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

等奖 

13) 2010 年 6 月，火场逃生－高空缓降器，学生：黄孚，马良旭，黄硕，指

导教师：王子羲，陈均林，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14) 2010 年 6 月，生命探测机器人，学生：何翘楚，章雄，王丹，指导教师：

季林红，徐伟国，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15) 2010 年 6 月，阳台逃生梯，学生：曾鹤翔，段传凯，指导教师：季林红，

武静，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16) 2010 年 6 月，用于雾天高速公路汽车交通事故的避险告警装置，学生：

杨汇斌，冯旭宁，唐博维，穆林，陈进科，指导教师：季林红，裴文中，首都高

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17) 2010 年 6 月，冰水两栖救援机，学生：鲁超，刘玄烨，刘泽良，陈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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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恺琛，指导教师：季林红，李睿，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 

18) 2010 年 6 月，“创新工作室开拓从自主创新的新模式” 获评清华大学第

二十三届学生实验室建设贡献奖一等奖，驻训练中心学生创新社； 

19) 2010 年 1 月, 武静获 SRT 计划优秀项目奖一等奖, 获奖项目为大型环保

垃圾桶。 

20) 2009 年，参加 2009 Altera 亚洲创新设计大赛，获大赛一等奖、二等奖、

优胜奖各 1 项以及卓越导师奖。 

2.6. 创客团队的指导和成长 

2.6.1. 创业团队融资情况 

幻腾智能，约 4000 万。 

紫晶立方，约 1000 万。 

众清科技，约 1000 万。 

八度阳光，约 450 万。 

青橙创客，约 800 万。 

清显科技，约 3400 万。 

2.6.2. 紫晶立方创新创业团队情况 

团队名称（公司名） 北京紫晶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队长及成员信息 

 

队长： 

王世栋(在读) 汽车工程系 在读硕士 汽研 12 班 2011210487 公

司创始人 CEO 

1、副队长： 

张抗抗(博士后在站) 汽车工程系 博士 2015660485(博士教工

证) 在读博后 公司联合创始人 COO 

2、成员： 

白丰一(在读) 美术学院 在读硕士 美研 144 班 2015213265 公

司设计总监 

3、成员： 

龚正伟(非清华) 中央工艺美院视觉传达系 博士 北京理工大学

副教授 公司教育业务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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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员： 

张潇捷(非清华) 东华大学 硕士 公司产品部总监 

在校内获得的创新

创业教育帮助有哪

些？  

1. iCenter 为我们企业提供最初的办公空间，并给我们指导各种

创业资源。 

2. 在 x-lab 得到创业指导，完成了从学生团队向企业经营者的

转变。 

3. 《创业新企业》课程指引我们进行长期发展规划。 

4. 启迪之星给予了我们天使投资。 

公司注册时间 2014 年 3 月 3 日 

目前获得融资或者

资助情况 

1. 启迪之星 140 万天使投资。 

2. 清华校友基金 500 万 pre-A 投资。 

3. 雏鹰计划 30 万资助。 

4. 留学生开放企业费 10 万资助。 

创新创业类获奖情

况 

1. 2013 年清华大学创业大赛第 3 名。 

2. 2014 年全国大学生创青春创业大赛金奖。 

3. 2014 年英特尔-伯克利全球创业大赛中国区一等奖，代表中

国赴美国参赛。 

 



 

33 

 

 

2015 年国务委员王勇的视察紫晶立方项目 

2.6.3. 幻腾智能创新创业团队情况 

团队名称（公司名称） 幻腾智能（北京昊恒天科技有限公司） 

队长及成员信息 队长：王昊 2006 级精仪系 

副队长：吴天际 李龙毅 2006 级电子系 

在校内获得的创新创

业教育帮助有哪些？  

基础工业训练中心/iCenter 长期大力场地支持、仪器设备支持；

x-lab 成员项目 

公司注册时间 2013 年 5 月 

目前获得融资或者资

助情况 

完成 A 轮 

创新创业类获奖情况 《FastCompany（快公司）》2014 年度中国最具创新力公司 

动点科技 ChinaBang 2015 年度最佳硬件设计奖 

2015 中国设计红星奖 

2015 台湾金点设计奖、年度最佳设计奖提名 

2.6.4. 众清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情况 

团队名称（公司名） 北京众清科技有限公司 

队长及成员信息 

 

队长：赵飞 CoClean CEO 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系 02 级校友 

副队长：赵冶 CoClean COO 清华大学建筑系 14 级研究生 

成员：马川 CoClean 商务负责人 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系 10 级校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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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内获得的创新

创业教育帮助有哪

些？  

  从入学的金工实习、到企业初创期的设计产品涉及的 3d打印、

模具制造、亚克力切割，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的领导老师

积极指导并协助我们完成早期产品的制造，并给我们提供了早

期办公场所，对我们企业的初期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公司注册时间 2015.3 

目前获得融资或者

资助情况 

天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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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成效  

经过多年努力，本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推广应用效果，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和

影响，包括： 

3.1. 领导肯定 

［1］ 清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拓展到了美国，与华盛顿大学共建位于西雅图

的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GIX），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2015 年 9月，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向 GIX 赠送水杉，祝福两校友谊常青，祝愿 GIX 茁壮成

长。 

 

［2］ 2015 年 5 月 4 日（五四青年节），李克强总理给清华 iCenter 学生创客

回信，勉励他们丰富创客文化、播撒创客种子。 

 

［3］ 2015 年 10 月，首届全国双创周主会场（北京），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

总理等领导视察，为清华学生参展项目点赞。清华大学作为主会场核心展区唯一

高校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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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年 10 月，第二届全国双创周主会场（深圳），李克强总理考察清华

大学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展区，清华大学作为主会场核心展区唯一高校参展。 

 

［5］ 2015 年 6 月，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专

门作出重要批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的成立是汇聚社会力量、推进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积极探索，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6］ 2016年 7月，新任教育部长陈宝生首站访问清华大学 iCenter 创客空间,

考察双创团队及双创教育，赞许清华大学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是“创新中的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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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 年 3 月，受高教司张大良司长邀请，孙宏斌教授在教育部高教司就

“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高层次创新创业教育”做专题报告，高教司全体干部参

加学习。 

 

3.2. 新闻媒体报道 

3.2.1. 国际媒体报道（部分）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Designed in China: Can China innovate? 关于

iCenter和终身学习实验室的报道。 

3.2.2. 国家主流媒体报道（部分） 

［1］ 人民日报：清华创客：总理回信是青年节最好的礼物 

［2］ 人民网：李克强五四青年节勉励清华学子：青年创业创新国家就朝气蓬勃 

［3］ 新闻联播：李克强总理给清华创客回信勉励同学们：青年争创新，国家就

朝气蓬勃 

［4］ 新闻联播：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面向全球首招 35 名硕士 

［5］ 人民网：清华大学成立创客教育基地联盟 

［6］ 人民网：“清华创客”王世栋：物化每个人的 3D创想 

［7］ 人民网：创客 科技动手派（新生活方式） 

［8］ 人民网：清华大学学生赴日本专门学校短期留学 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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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华社：全球最大游戏市场的追梦者——中国学生暑期东瀛“取经”记 

［10］ 新浪教育：清华学子双创周上斩获佳绩获赞无数 

［11］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 

［12］ 中国青年报：首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年会举行 

［13］ 教育部网站：清华大学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3.2.3. 清华新闻网报道（部分） 

［1］ 李克强总理双创周考察清华大学展区 

［2］ 刘延东副总理视察“互联网+”总决赛清华大学展区 为学生团队点赞 

［3］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推介会在清华举办 

［4］ 大力推进创新人才培养 清华启动首个“创客日” 

［5］ 清华召开师生座谈会 学习李克强总理回信－怀揣梦想，让创客种子在清

华园播撒开来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创新学院赠送水杉 

［7］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调研清华大学 

3.3. 推广应用及其效果 

3.3.1. 校内创新创业课程 

3.3.1.1. 典型课程 

［1］ 校级创新创业通识课《创业导引－与创业名家面对面》邀请俞敏洪、徐

井宏、王小川等 40余名著名企业家授课，年选课近 700 人，2017年 2月

22 日首次网上直播，当晚直播听课 6000 人，5 天之内 3 万余人次观看。

截止目前，课程总计超过 35万人次观看，最多一期课程 15万人次观看。 

［2］ 《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等 15 门挑战性学习示范课 2012 年启动建

设，覆盖了航院、信息学院、机械学院等 8 个院系，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截止 2017年春季学期末，全校挑战性学习课程建设 3批次共立项

66项，覆盖了学校所有院系，已经开课 60门，2016-2017 年度，选课人

数约 2764 人次。 

［3］ 创新创业专业课程：截至 2017年春季学期末，本科创新创业课程共计 47

门，每年 2272 学时，2016-2017 年度，选课人数约 1400 人次，研究生

创新创业课程 103门，每年 3024 学时，年选课约 3000 人次。 

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9648/2014/20141201155807105102470/20141201155807105102470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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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截止 2017 年春季学期末，清华技创辅已经完成

了两届共 120 名学生的招生，组建了 26 名校内导师+12 名企业导师+10

名教辅人员的师资团队，完成了培养方案的第二轮修订，全新的跨学科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模式汇聚了清华大学技术、设计和商业 3 大优势学科

群。  

［5］ 2017年春季学期，对全校开设的百余门本科生创新创业课程的抽样调查

（50%抽样）显示：学科交叉课程占 72%，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创新

力、执行力和领导力为核心的能力培养)贡献较强的课程占 90%，对学生

创新创业方面的价值观塑造 (独立、首创、勇气、包容和责任为核心的

价值塑造)贡献较强的课程占 90%以上，践行了“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3.3.1.2. 学生反馈 

［1］ 《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 

  “课程内容极具挑战，把人‘整得够呛’” 

 “必须得 80多个小时连轴转” 

 “要完成一项近乎不可能的课程任务” 

 “每年都‘不近人情’地在春节前后开课，得推迟回家时间” 

 “我用短短四天时间挑战自己，做到了起初认为完全做不到的事。这次

经历帮助自己构筑并完善了学习内容的完整性、学习过程的平衡性和学习行为的

自主性。而且各个院系、不同学科的同学共同参与，思想的火花碰撞四溅，给予

我们极大的锻炼。” 

［2］ 《创业认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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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技创辅学生成果 

参赛情况： 

1. 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格斗机器人大赛技术挑战类一等奖，获奖学生：冉

瑶*、易希理、姚振翮、郭晓峰，指导教师：张文增#、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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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世界机器人大赛格斗机器人大赛无差别轮式机器人 2v2对抗赛二等

奖，获奖学生：王沖*、张腾飞、魏文崟、刘世隆，指导教师：陈凯#、张文增# 

申请发明专利情况： 

1. 许君杰*，吕虹晔, 张文增#. 支撑连杆带轮传动直线平动机器人手装置. 

申请公布号：CN106625741A, 申请公布日：2017.05.10, 申请号：2016108915239, 

申请日：201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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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文增#，饶鹏飞*. 单环柔性件平夹自适应机器人手指装置. 中国发明

专利申请. 申请号：2016103459672，申请日：2016.05.23，公布号：CN105798945A，

公布日：2016.07.27 

 

3. 张文增#，黎帆*. 四连杆平夹自适应机器人手指装置. 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 申请号：2016103452423，申请日：2016.05.23，公布号：CN105881565A，

公布日：201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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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情况： 

1. Junjie Xu*, Weidong Liang, Jifeng Cai, Wenzeng Zhang#. LPSA 

Underactuated Mode of Linearly Parallel and Self-adaptive Grasping in 

the CLIS Robot Hand with Chebyshev Linkage and Idle Stroke. 2017 IEEE 

Int. Conf. on Advanced Robotics and Mechatronics (ICARM 2017). Hefei, 

China, Aug. 27-31, 2017: pp.330-335 (EI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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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国创/北创项目情况： 

1. 北创项目“连杆式直线平夹自适应手研究”（No. 201610003B077），已

结题，完成学生：许君杰*、吕虹晔、邢宇辰，指导教师：张文增# 

2. 国创项目“自重构模块化机器人”（No. 201510003015），已结题，完成

学生：黎帆*，指导教师：张文增# 

3. 国创项目“后置驱动轴平夹自适应手研究”（No. 201510003014），已结

题，完成学生：林中汉*、蒋青原，指导教师：张文增# 

4. 国创项目“机器人自平衡控制系统”（No. 201610003010），已结题，完

成学生：顾谦*、朱凯，指导教师：张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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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创项目“自适应移动机器人”（No. 201610003B005），已结题，完成

学生：饶鹏飞*、代菁洲、徐义深，指导教师：张文增# 

*为技创辅学生，#为技创辅指导教师， 

获奖： 

1. 王丰、姚又友，2017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二等奖，2017年 6月 

2. 王丰、李瑞洋、姚又友，2017 GIX 全球创新大赛，荣誉奖，2017年 9月 

3. 樊华锋、邓桦、夏世杰、范国杰、刘墨，2017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

赛区优胜奖，2017 年 6月 

4. 张庭梁、孙羽茜，彭骏、赵子新、李子平，2018 年“MoPaaS 杯”第一届

清华 iCenter 人工智能挑战赛一等奖，2018 年 4月 

优秀作品： 

智能硬件专业 

桌前久坐问题 习惯改善方案 

小组成员：韩益增 刘昊天 

随着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久坐成为了无法避免的文明症。两位

同学针对此社会现象，利用智能硬件方法，改善久坐习惯的解决方案。利用多传

感器结合，实现精准坐姿检测，提供用户友好交互，改善久坐习惯问题。 

 

Shape Of Sound 应用于音乐现场的可视交互系统 

小组成员：樊华锋 范国杰 刘墨 邓桦 

它由面向观众的手持发光设备、中枢控制系统以及舞台大型屏幕组成。这些

设备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到一起。通过对音乐和观众姿态的解析，实时生成可交互

的舞台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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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宠物球 

小组成员：刘致远 杜牧歌 郭铭山 肖珺 

ZooBall 是一个智能小球。它就像真正的动物一样，可以在地面自主移动，

躲避追逐，也可由用户操控运动。它能够根据外界环境和自身状态，发出不同的

声音。 

 

VIB 非侵入式单车胎压计 

小组成员：王丰 李瑞洋 冯玉彤 

  

机器人专业 

智能翻页机器人 Flipage 

小组成员：向昭阳 林中汉 赵芷漪 孙琰 

智能翻页器主要面向乐队及乐器演奏者。在演出时，他们常常被演奏乐曲期

间翻页的问题而困扰，由于需要同时翻页而且不中断演奏，常常因此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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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演出的效果受到影响。故期望运用视觉识别、声音识别等核心算法来进行翻

页控制，以基于自主创新的机械运动方案来进行翻页操作，且注重人因工程和用

户体验的智能翻页器，“Flipage”。 

  

手抛式航拍无人机 

小组成员：杨文昊 顾谦 

现有的航拍无人机大致分为多旋翼无人机与固定翼无人机两种，但无论是哪

一种，都需要专业人员操作，使用流程繁琐，安全风险大。此外还面临着耗能高，

续航能力差等问题。手抛式航拍无人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 

 

科教智能交通模拟系统 

小组成员：钟典余 黎帆 李沛阳 梁晶晶 

小组的主要目标是面向科技馆，综合利用视觉识别等核心算法，最终设计实

现一个自动驾驶技术的系统模型。运用这种模型，可以方便地展示自动驾驶技术

的原理，并且在模型中体现的智能交通思想，在对具体交通问题的建模和解决上

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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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VER: 四足轮式移动平台 

小组成员：刘乐章 王伯毅 许君杰 

近年来，快递、巡逻成为机器人行业中快速发展的领域。对于城市环境中，

仍然存在着台阶、楼梯等轮子难以通过的复杂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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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内智能快递配送机器人 

小组成员：陈声健、饶鹏飞、项梁、胡雯缤 

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人们更多地选择网上购物，快递数量大幅增加。

配送上门的人工成本高昂，楼内快递配送问题尚未解决。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力运送货物成为新的趋势。旨在开发一款能在楼内配送快递的

智能机器人。 

 

 

智能交通专业 

云控智慧汽车座椅 

小组成员：应梓浩 吕尧 钱姿 马志遥 谢崇峰 

中、高端轿车座椅可调自由度多，调节繁琐，且调节准则模糊，乘员往往无

法调节座椅至最舒适、最安全的位置，长时间驾驶导致疲劳甚至劳损。共享汽车

时代将迅速改变出行方式，乘员将对汽车仅有使用权，如果驾驶员在每次使用共

享汽车时都需要反复调节座椅，则过于繁琐，用户体验差，是一个痛点。云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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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汽车座椅通过识别驾驶员特征，并将身体特征转化为座椅最舒适的调节参数，

进而驱动座椅的机电系统完成调节。 

 

 

3.3.2.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1］ 未来兴趣团队 

2010 年，创建了以激发创意为主的清华大学未来兴趣团队。目前已有注册

团队 28 支近 800 人。截止至 2016 年 10 月，兴趣团队现已获得国内外赛事奖项

65 项，学生第一作者取得专利 18 项，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其

中 2016年发表论文 9篇。截止至 2016年 10月，兴趣团队累计孵化出 Colorwork、

弱水无极、轻客、紫晶立方等 20个项目。 

［2］ 清华大学 iCenter 

2010 年，创建了以创新为特色的清华 iCenter。目前总面积 16500平米，是

迄今为止全球最大校园创客空间，年服务近 3000 名学生，支持了中美青年创客

大赛、金砖国家青年创客大赛等近 20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业赛事，和 34

家知名企业正式建立双创教育合作关系，2016 年 3 月入选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

地重点工程。 

［3］ 清华大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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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创建了“创+”平台，已有杭州、厦门、青岛和昆山等 8个政府机

构加入“创+成长”项目，入驻创业团队 600 多支，无偿种子基金已投入几百万

元，累积帮助团队融资超过六亿元。 

［4］ 清华大学 i-Space 

2014 年，创建清华南山协同创业中心（简称 i-Space），设立 i-Space创业

基金 1200 万元，提供 2500 平米创业团队工作场地，入驻创业项目超过 60 个，

与华大基因、中国工程物理材料所等 115 家企业联合建立创业实习基地。2017年

3月 7日，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正式授牌为深圳市双创示范基地。 

［5］ 清华大学学生创业启航基地 

2017 年，清华大学学生创业启航基地正式启动，已入驻清华学生创业团队

近 40支。 

［6］ 清华大学艺科基地 

 2017 年，艺术与科技创新基地成立，注册文创方面的创业团队 10支。 

3.3.3. 向社会开放的创新创业教育 

［1］ 面向中小学的创客教育 

努力践行李克强总理让清华创客把创新的种子播撒到全国的历史使命，

iCenter学生团队“青橙创客”以创新、创意、创业为主题的三创研学活动遍布

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学校，包括宁夏、新疆、广西桂林、 甘肃平凉、山东菏泽成

武和北京木兰社区等西部和贫困地区。以师资培训、送课到校、创新大赛的多种

形式，让近 7万名学生及老师感受创客文化、体验创客课堂，学习创新思维、推

广创新精神。 

［2］ 面向青年创客的教育活动 

面向国内外青年创客，iCenter提供设计思维、创业计划课程，年组织活动

16场次，参加学习的海内外青年创客 1300 余人，其中 2016-2017 学年度，来校

学习青年创客香港约 300人，英国 80人，西班牙约 20人。 

［3］ 面向教育者的培训活动 

基于清华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积极面向国内大中小学开展创新创业师

资培训。其中 2016-2017学年度，通过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处（挂靠

清华教务处），开展创新创业高等教育师资培训研讨班共 5 期，受训高校教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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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者来自 150 余所高校共计 360余人。此外，通过清华大学 iCenter培训

大学创客导师 600 余人、中学创客导师 80 余人。 

［4］ 在线创新创业教育 

2015 年以来，学堂在线中国创业学院频道上线课程 53 门，开设 162 门次，

选课用户 80.27 万人次；开展网络直播 57 场，直播观众 82.35 万人次；正式出

版物 2 本；6 所学院以学分课/选修课的方式参与使用；3 所学院以学堂在线

VPC/SPOC 的方式参与使用；中国电信、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等 3 所企业以视频

资源进企业内训平台的方式参与采购。 

其中：《创业导引——与名家面对面》是清华大学首门全网直播的学分课程，

由中国创业学院频道直播并联合腾讯新闻内容分发 13场，单期课程最高逾 15万

人次观看，总数为 37.41 万人；《创青春·创课十讲》，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

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等 20 位创投大咖授课。课程已由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名教材，并引入清华大学《创业领导力》课程使用；《清

华经管-麦肯锡“全球领导力”系列课程》，由麦肯锡公司董事长鲍达民等 15 位

国际知名企业 CXO 联合授课，使全球精英领导者更好理解当今世界动态环境中领

导者的重要角色。课程免费模块位列 2016 学堂在线最受欢迎课程第七名。 

3.3.4. 代表性青年创客（部分） 

［1］ 1998 年，清华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团中央 1999 年将其推广为全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同年清华允许学生休学创业。获得首届全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第一名的童之磊和首批休学创业的周亚辉两位清华

学生创办的“中文在线”“昆仑万维”两家创业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同时上市。 

［2］ 2017年 4 月，4名经过清华 iCenter、x-lab、创＋平台培育的清华学生

初创团队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 2017 年度

“亚洲 30 岁以下杰出人才。 

① 赵治：2014 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赵冶是“工业、制造和能源

（Industry，Manufacturing & Energy）”类别的获奖者。 

② 呼涛：寻球科技创始人呼涛是“消费者技术（Consumer Technology）”

分类下的获奖者，呼涛分别于 2009 年（本科）及 2012 年（硕士）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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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  

③ 姚颂：入选“企业技术（Enterprise Technology）”类别的姚颂 2015

年本科毕业于清华电子工程系。 

④ 王子：入选“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类别的王子 2013年

硕士毕业于清华经管学院。 

［3］ 2017 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2000 级校友、柔宇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刘自鸿入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主办的《技术评论》杂志

(Technology Review)公布的 2017 年度 TR35 榜单，即全球 35 名 35 岁

以下“世界杰出青年创新家”名单。此前，清华校友刘湘军（1985级生

物）、吴旻（1991级自动化）、杨荣贵（1996级热能，硕）、宋晓东（1992

级物理）、夏丰年（1993级电子）、李笑（1997级电子）、陈启鑫（2001

级电机）、鲁南姝（2001级力学）、张柏乐（1999级电机）、张良方（1996

级化工）、郑晓琳（1995级热能）、伍晖（2000级化工）、戈钧（2000

级化工）、刁莹（2002级化工）、张一慧（2006级航院，硕）、高伟（2007

级精仪，硕）、顾嘉唯（2008级美院，硕）等曾先后入榜。 

［4］ 2006 级本科生印奇以“旷视科技（Face++）”CEO 的身份，受邀参加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成为中南海一场会议中最

年轻的与会者。2016 年 3月，福布斯颁布的亚洲“30岁以下 30 个领袖

人物”，28 岁的中国人印奇被放在企业科技（enterprise tech）人物

排行榜的首位。 

［5］ 李寅，美术学院 2012 级硕士，給总理写信的清华学生创客之一，北京青

橙创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EO，2015 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全力带领团队在

尝试推动创客运动进入 K12 校园，已经为北京近 200 多所中学进行了送

课进校服务达 5万人次，创客课程体系及整体教育服务方案在清华附中、

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十一学校、北京四中、史家小学等多所学校得

到应用与推广，目前团队全职员工 50人，兼职讲师团队有 100多人。17

年业绩可达到 3000万以上，A 轮估值近 2亿。 

［6］ 刘一锋，热能系本科 2012级，北京八度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CEO，项目专

注于清洁能源柔性晶硅电池，团队自主研发 11 项核心技术专利，1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8%83%E6%96%AF/3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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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科创大奖，其光电转化效率经国家权威机构认定为 19.18%，已达世

界先进水平，公司目前有 40多人。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达 5000万元人

民币。A 轮估值过亿。2017年 4 月，刘一锋受邀参加第三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并收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回信，刘一锋携其光伏发电的创业项目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延

安精神，创造光伏发电精准扶贫新模式，用知识本领帮助老乡脱贫致富。 

［7］ 王世栋，汽车系本科 2013级，北京紫晶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CEO，2017年

7 月毕业，其公司获得了北京市首张新版营业执照，融资已近千万，在

售的 3d 打印设备累计销售 3000 多台，在售的 3d 打印消费品 10 余款，

销量最高的一款(月亮灯)在一年多时间里销售量超过 20000 个，已经成

为 3d打印批量化生产的代表产品。 

3.3.5. 兄弟院校推广应用 

2015年，清华大学牵头，联合浙江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等11所高校，获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专项项目 “‘三位一体’、‘三创

融合’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及示范”立项。该项目旨在研究并提出创新创业人才在

价值、能力、知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研究并构建覆盖全校、本研协同，融合

创意、创新、创业多维训练体系；在创新创业训练过程和方法研究基础上，提出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成效的评价标准；在12所高校进行应用并验证，依托中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形成顶层设计与实施体系，服务于国家创新创业人才队伍总

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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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 教学体系 

各高校的教学体系应用实施典型特点如下： 

高校 教学体系应用实施典型特点 

清华大学 

“i.Center”；“x-Lab”；“创+”；“c-lab”；创新创业训练体系；

创新力提升证书；多元研发队伍训练中心、团委、美院、经管学

院、工业工程系、清华科技园；学科交叉创新创业辅修专业/双

学位；双创教育融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国际化创新创业

教育等 

西安交通大学 构建三级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 
完成全校约 150 个项目问卷调查和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调研报告；开设 33门创新创业课程 

重庆大学 基本培养体系和个性化培养体系的融合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创新创业“三级联动，跟踪服务”体系 

浙江大学 “专业+创新+创业”的运作模式，着手建立紫金众创小镇 

北京工业大学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模型建构与评价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实现了“全员覆盖、全面支持、全程帮扶”的开创性局面。 

北京邮电大学 创建“五位一体”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机制 

郑州大学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杭州师范大学 阿里巴巴商学院 

天津大学 “学生创新实践计划”（PSIP） 

3.3.5.2. 三创课程 

各高校的三创类课程成果如下： 

高校 课程成果 宣传推广与开放共享 

清华大学 
辅修专业项目 1项 

创新课程 30门 
创客导师培训项目 

北京科技大学 创新课程 3门 媒体报道 4篇 

华南理工大学 
培养体系 1项 

创新课程 37门 

校企开放实验基地 39 家；国家级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8家 

天津大学 创新课程 20门 
京师律师事务所；腾讯天津众创空间；赢

加 TV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生创新培养项目 1项；

创新课程 2门 

合作企业 215 家；产出论文 776 篇；相

关专利 342项 

重庆大学 
创新课程 23门； 

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 1项 
媒体报道 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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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 
创新课程 15门； 

创新创业基地 24个 

创新工场合作；车库咖啡创新创业咨询

指导合作；首农中科电商谷战略合作；创

新创业师资培训 11期 

北京邮电大学 创新课程 7门 媒体报道 12篇 

浙江大学 
辅修专业项目 1项； 

创新课程 105门 

美的集团创客培训营；中国建设银行浙

江分行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腾讯集团战

略合作；“凯泰资本杯”创业大赛；赛石

杯第三届 IdeaBank 全国泛大学生创业

大赛；“海康威视杯”第三届物联网应用

创新大赛 

郑州大学 创新课程 30门 

星火众创空间；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中科创星众创空间；“3u”众创空间；创

新创业 GYB培训 

华中科技大学 
创新课程 116门； 

专利 179项 

华中科技大学企业孵化器共建华科创客

空间；“东莞工研院杯”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 7期 

杭州师范大学 创新课程 10门 浙江省菜鸟驿站创业炼鹰训练营 

部分高校的课程创新方法与课程详细信息如下： 

高校 创新方法 创新课程 

清华大学 

通过授课、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和解决

问题等方式，训练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设计思维能力。 

开设《创新方法技术与实践》

多门创新课程 

北京工业大学 

围绕“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和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建设课程部分为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重点建设课程。 

《创业基础》《创新方法及应

用》《创新工程实践》《六西格

玛》 

杭州师范大学 

开设创新方法系列课程 10 余门，涵盖

所有专业。如阿里巴巴商学院等具有

行业特点和学院特色，受益学生 4637

人。 

《大学生创业基础教育》《创

业与法律》《创业管理》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占全校

总数的 40%；计算机占 18%；药学院占

6%；其余学院和部门占课程总数的 36%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

践》 

郑州大学 

学校开设了等创新方法系列课程，修

学课程人数达 1000余名学生，其中有

800余名学生完成培养进入测评阶段。 

《工程设计与管理》、《机电产

品正向设计及其流程管理》、 

北京邮电大学 

构建了 C—B—A 三级创新创业“广谱

式”、“融入式”和“专业式”课程体系，

有机结合、相互支撑 

学校创建了“叶培大学院”，融

合创客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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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 实施成果 

学 校 名

称 

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与活

动 

受益 

人群 

学生发表论

文与专利情

况 

资金 

支持 
获奖情况 

北 京 科

技大学 

项目 610项 

活动 100 余

场 

12000 余

人次 

论文 87篇， 

申请专利 32

项 

年 投 入

800万元 
-- 

华 南 理

工大学 
项目 24项 

6000 余

人次 

自 2013年： 

论文 365篇， 

获得专利授

权近 300项 

1000 万

元 

国际级金奖 2

项、银奖 4

项、铜奖 2

项；国家级金

奖 2项、银奖

4项 

天 津 大

学 

项目 921项 

活动 56场次 
3921人 

论文 179篇， 

申请专利 126

项 

600万元 

国家级奖励

50项、天津市

奖励 293项 

西 安 交

通大学 

项目 480项 

活动 100 余

场 

16000 人

次 

论文 68篇， 

申请专利 24

项， 

新产品 4个  

-- 

国际级特等

奖 2项，一、

二 等 奖 12

项；国家级或

部级一、二等

奖 72项。 

重 庆 大

学 

项目 754项 

活动 40余场 

22000 余

人次 

论文 80篇， 

申请专利 46

项， 

实物装置 103

套 

550万元 

国际特等奖 4

项；全国特等

奖 6项，全国

一 等 奖 48

项，全国二等

奖 69 项，省

部级三等奖

以上 603项； 

北 京 工

业大学 

多期大学生

创业训练营 
200余人 -- -- 

市级金奖 2

项，银奖 6

项，铜奖 13

项 

北 京 邮

电大学 

项目 400 余

项 

12000 余

人 

SCI 检索 28

篇，EI 检索

118 篇 

-- 

国家级金奖 1

项、银奖 2

项、铜奖 1项 

浙 江 大

学 

多项国际国

内双创大赛 
-- -- 

2000 万

元 

国际金奖 3

项，国家级特

等奖 1项、金

奖 7项、银奖

1 项、铜奖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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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大

学 

项目 130 余

项 
800余人 -- 209万元 

国家级银奖 2

项、铜奖 7项 

华 中 科

技大学 

1000 余项 /

年 

4000 余

人次/年 

论文 125篇， 

获得专利 62

项 

年 投 入

1000 万

元 

国家级金奖 9

项，银奖 1项 

各级奖项共

计 750余项。 

杭 州 师

范大学 
项目 24项 -- -- 367万元 

国家级金奖 5

项、银奖 9

项，一类学科

竞赛国家级

奖 72项  

3.4. 国内外影响力 

3.4.1. 成立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 

［1］ 2015 年 6 月 11 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成员有

185所国内高校和 60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还有 120 多家投资机构

组成了投融资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国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的成立是汇聚社会力量、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积极探索，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2］ 2016年 4 月，成立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设立“中国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研究基金”，2016 年向全国发布 10 个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课

题，共收到 61 所高校的 96 份申请，最后批准资助共 11 项；2017 年发

起联盟年会的论文征集活动，共收到投稿约 550篇。发布了 2016年中国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蓝皮书和学情报告，其中学情报告被教育部上报国务

院要情。 

3.4.2. 组织会议 

［1］ 2015 年到 2017 年，分别在复旦大学、成都市及郑州大学三地组织召开

三届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全球）校长论坛，组织国际/国

内（含港澳台）学术交流活动超过 10次，参与高校教师约 2000人次。 

［2］ 2017年 5 月 29日，在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之际，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

港澳高校加盟授牌仪式暨创新创业教育学术交流活动，给香港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加盟授牌，作为要情上报国务院。 

［3］ 2017年 6 月 24-26日，首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年会在郑州大学

举办。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河南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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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副省长徐济超，联盟理事长、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以及近 200 名高

校校级领导出席。来自全国 500 余所高校、200 多家企业及国家双创示

范基地代表共 1700余人参会。 

3.4.3. 组织创新创业大赛和活动 

［1］ 2016年开始，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作为两届全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的主要协办方之一，为大赛成功举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全国 150万人参赛。 

［2］ 2014年开始，清华大学作为全部四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的主要承办单位，

该赛事已经成为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项目之一。 

［3］ 1998年开始，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也是亚洲高校的第

一个商业计划竞赛，诞生了视美乐、中文在线、慧点科技等十家创业公

司，数以千计的清华学子在大赛中获得了创业素质的提升。 

［4］ 2016年开始，清华大学每年主办清华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5］ 2014年开始，清华大学每年主办“创客日”暨国际创客与教育高端论坛。 

［6］ 2014年开始，清华大学每年主办“校长杯”创新挑战赛。 

［7］ 2017年，清华大学承办金砖国家创客大赛。 

［8］ 2015年开始，清华大学承办创新南山“创业之星”国际大学生联赛。 

3.4.4. 特邀报告 

3.4.4.1. 国际级双创教育会议学术报告（部分） 

［1］ Shuang-Shou Li, De-Yu Wang, Jian-Xin Yang.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 by makers.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Industrial Training, Beijing，2015.10 

［2］ Xueyong GU. Extreme Learning Process（ QS Stars Reimagine 

Education Asia Regional Award 2014，In-Presence Learning Silver 

Award 2014）. The 1st Global Educati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Philadelphia, USA,2014.12.  

［3］ Xueyong GU. Extreme Learning Process（Best Presentation Award 

2015，Innovative Educational Practice Silver Award 2015）.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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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by UNESCO IITE, St Petersburg, 

Russia,2015.6  

3.4.4.2. 国内双创教育会议学术报告（部分） 

［1］ 杨斌，创新的人从哪里来（大会报告），2016 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

北京，2016 

［2］ 杨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管理与探索（大会报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师资资格认证项目开学典礼，北京，2016 

［3］ 杨斌，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新方向，还是深化教改？一流大学建设系

列研讨会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南京，2015 

［4］ 史宗恺，清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成果介绍（大会报告），2016 年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开营仪式暨北京开营仪式，约 3000人，北京 

［5］ 孙宏斌，清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进展，港澳大学加入中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联盟学术交流会，香港，2017 

［6］ 孙宏斌，清华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进展，重庆邮电大学，2017 

［7］ 孙宏斌，清华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进展，湖南大学，2017 

［8］ 孙宏斌，清华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进展，北京教委创新创业教育研讨

会，北京，2017 

［9］ 孙宏斌，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介绍，中国国际远程与继续教育大

会，北京，2016 

［10］ 孙宏斌，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2016 全国高校创业

教育高峰论坛，温州，2016 

［11］ 孙宏斌，清华大学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工作进展，2016 年中国高教学

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年度会议，大会报告，约 400人，沈阳。 

［12］ 孙宏斌，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国家教育部高教司，特

邀专题报告，高教司全体干部参加，2015年，北京。 

［13］ 孙宏斌，清华大学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2015年全国电

气与电子教学研讨会，大会报告，约 600人，南宁。 

［14］ 孙宏斌，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简介，2015年中国高教学会创新创

业教育分会年度会议，大会报告，约 400人，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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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宏斌，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论坛，大会报告，上海，2015 年 

［16］ 孙宏斌，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国高校电力院校长联

席会议，大会报告，云南腾冲，2015年 

［17］ 李双寿，基于创客教育的工程训练中心建设进展，华东暨山东高校工程

训练/金工教学学术会议，青岛，2015年 

3.4.5. 论著 

3.4.5.1. 期刊及会议论文（部分） 

［1］ 杨斌，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人民日报，2015年 5月 5日 

［2］ 杨斌，创业教育 育人兴国——《如何教创业》杨斌教授推荐序 

［3］ 杨斌，“志趣驱动而非牟利驱动”是一流高校大学生创业的本质，中国科

学报，2015 年 4月 9日  

［4］ 杨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业教育——专访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教授，  

人民网，2015 年 3月 27日  

［5］ 史宗恺. 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J]. 中国

高等教育,2016,(21):10-12. [2017-09-04].   

［6］ 史 宗 恺 . 对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几 点 思 考 [J]. 创 新 与 创 业 教

育,2010,1(01):18-20. [2017-09-04].   

［7］ 史宗恺. 为学生提供全过程匹配各类资源的因材施教[J]. 北京教育(德

育),2013,(03):15-16. [2017-09-04]. 

［8］ 顾学雍等 . 创客运动与全球化的科技教育 [J]. 现代教育技

术,2015,25(05):12-17. 

［9］ 王德宇等. 增强现实技术在高校创客教育中的应用[J/OL]. 中国电化教

育,2016,(10):112-115. 

［10］王德宇等. 创客模式:工程教育与产业实践融合的驱动力[J]. 现代教育

技术,2016,26(03):12-18. 

［11］孙宏斌，冯婉玲，马璟.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实践[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7：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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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双寿,杨建新,王德宇,付志勇,顾学雍. 高校众创空间建设实践—以清

华大学i.Center为例[J] . 现代教育技术,2015,05:5-11. 

［13］付志勇. 面向创客教育的众创空间与生态建构[J] . 现代教育技术, 

2015, 05: 18-26. 

［14］杨建新,孙宏斌,李双寿,付志勇,顾学雍. 美国高校创新教育实验室和社

会创客空间考察[J] . 现代教育技术,2015,05:27-32. 

［15］王德宇，杨建新，李双寿. 国内创客空间运行模式浅析[J] . 现代教育技

术, 2015, 05: 33-38 

［16］Li Shuangshou, PROSPE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Dalian, China, 2012. 

［17］Wei Sijian，Li Shuangshou，Li Shenglu，Pei Wenzhong，Rong Jian，

Zhang Xiuhai，Peng Jin，Constructing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Supporting the Self-innovation of Students，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Dalian, China, 

2012. 

［18］TANG Bin, LU Darong, LI Shuangshou, FU Shuige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N PROMOTING SCIENTIFIC SPIRITAND CULTIVATING 

INNOVATION CONSCIOUSNES，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Dalian, China, 2012. 

［19］顾学雍,王德宇,周硕彦,杨富方,卢达溶. 分布式学习工作流:融合信息技

术与实体校园的操作系统[J]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02:72-81+89. 

［20］付志勇. 创客教育,引领万众创新之热潮[J] . 上海教育,2015,17:30-33. 

［21］付志勇. 设计作为创新的推动者[J] . 美术观察,2015,06:26-27. 

［22］付志勇 . 面向智慧城市的协同设计创新实践 [J] . 办公自动

化,2014,19:7-9. 

［23］顾学雍. 联结理论与实践的CDIO——清华大学创新性工程教育的探索

[J]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0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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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顾学雍,查建中,Edward F.Crawley. 影响教学服务质量的四种力量[J]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04:60-69. 

［25］顾学雍. 玩中学2.0[A] . 北京交通大学.面向未来工程职场的CDIO教育

模式研究与实践——2011北京CDIO区域性国际会议文集[C] .北京交通大

学:,2011:9. 

［26］李寅,付志勇. 面向校园初创团队的协同工作模式与服务原型探究[A] . 

清华大学.设计驱动商业创新：2013清华国际设计管理大会论文集（中文

部分）[C] .清华大学:,2013:8. 

［27］查建中,徐文胜,顾学雍,朱晓敏,陆一平,鄂明成. 从能力大纲到集成化课

程体系设计的 CDIO 模式——北京交通大学创新教育实验区系列报告之一

[J]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02:10-23. 

［28］李双寿，工程训练中心建设发展展望，工程实践和创新教学探索与研究

（2014年华北金工年会论文集），2014年 8月，p3-9. 

［29］Koo, B.; Simmons, W.L.; Crawley, E.F., Algebra of Systems: A 

Metalanguage for Model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Part A: Systems and Humans, IEEE Transactions 

on , vol.39, no.3, pp.501-513, May 2009 

［30］Hsueh-Yung Koo,  John J.Z. Cha, and Edward F. Crawley, The Four 

Forces that Influences the Quality of Knowledge Provision 

Services, Singapore, CDI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 

June 7~10, 2009 

［31］李双寿，工程训练发展展望，《工程教育实践教学改革与发展》论文集，

2012. 

［32］汤彬，李双寿，卢达溶等，弘扬科学精神 培养创新意识的本科教学实践，

《工程教育实践教学改革与发展》论文集，2012. 

［33］付志勇. 从学科交叉到开放性创新人才培养——写在清华美院信息艺术

设计系建系十年之际[J] . 装饰,2014,12:12-15.  

3.4.5.2. 论文集及蓝皮书（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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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创客教育蓝皮书2015》，清华大学创客教育实验室和现代教育技术

杂志社联合发布 

［2］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蓝皮书

(2016)》 

［3］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学情报告

(2016)》，2017年被教育部上报国务院要情。 

3.4.6. 研究项目 

［1］ “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及示范，2015 年 7 月至

2017年 7 月，杨斌，科学技术部,研究经费国拨 350万 

［2］ 北京市教委共建经费-创意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 2014.1-2015.12,孙

宏斌，北京市教委，研究经费 10 万 

［3］ 高校创客空间共建共享及开放运行机制的研究，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10月，李双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研究经费 10万 

［4］ 北京市教委高校创客空间跨界共建共享机制的研究，2015-2017，李双寿，

北京市教委，研究经费 50万 

［5］ 北京市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指导中心，2016-2017，孙宏斌，北京市教委，

每年 60万 

［6］ 北京市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基地，2017，李双寿，北京市教委，50万 

［7］ “实培计划”实验教学开放共享项目，2016，李双寿，北京市教委，200

万 

［8］ 清华大学创客交叉融合空间建设，2014 年至 2015 年，李双寿，清华大

学本科教学改革立项支持项目，研究经费 450万 

［9］ 项目驱动的创业实践课程建设研究，2014 年至 2015 年，杨建新，清华

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立项支持项目，研究经费 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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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重要论文原文 

《人民日报》：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兴国 

杨斌，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 

政府自上而下大力推动创业，长期从事创业教育的高校工作者深受鼓舞，但

也不乏深思，担心片面强调短期抢种抢收的创业佳绩，而忽略育人这个创业教育

的本质，我们应该全面理性地评价创业教育的成效。 

推动创业教育所带来的实际效果，绝非缓解就业压力这么简单、直接、短期。

创业教育的目标不是帮助学生开办公司，而是着力于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人，培养

首创精神、冒险精神、独立意识、创业能力以及挑战现状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满足需求的本领。我经常接触创业者，他们往往不是求金钱求财富，而是求改变

求创造。这种价值理念以及由此带来人生态度上的变化，不仅对将来走向商业发

展方向的学生有意义，对于有志于投身学术和公共服务的学生都有价值。创业教

育，其实是激发了真正内生的学习兴趣并创造志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业

教育的目标超越了对就业补充和替代，是对育人树人的改革和发展，让青年人的

精气神儿发生了质的变化，兴国就有了长期的保证。 

创业教育还有个潜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和创业引导来改变高校与实

践长期脱节的现状。一段时间以来，学校存在一种片面追求国际论文发表数量的

倾向，缺少市场和竞争意识，不去洞察和服务需求。创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跨越学科界限，跨越产学界限，跨越国家界限。这种跨越性促使学生们以及

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去回应，从课程和培养环节、论文选题和教学管理上，进行

调整和提升。 

创业教育还会丰富和完善高校教师的概念。谁能教创新创业？这是一个大家

都很关注却也纠结的问题。国务院文件专门明确“允许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立

一定比例流动岗位，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技人才兼职。试点将

企业任职经历作为高等学校新聘工程类教师的必要条件”，这开启了一个重要的

制度可能。大学能否增加一个实践系列的教师队伍，不是事业编制，但是严格审

查资格，把这些企业家、工程师、设计师、律师和卓越的产品经理“明媒正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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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让他们完整地设计并讲授课程，这种制度性的改革，将可能打通产学界限、

通过实践育人并提高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 

宏观地看，青年学生参与创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创新系统和创新生态有独

特的贡献价值。年轻学生在创业时，受到条条框框的影响更小，他们求酷、求纯

粹和求颠覆的原生动力，即使创业活动暂时受阻搁浅，也会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

量，对于整个社会的创新生态系统来说，这不啻于源头活水，大有裨益。在引导

学生创业时，不该着眼于生存型，也不满足于简单的机会型，而更要鼓励志趣型，

推崇异想天开、挑战权威、敢冒风险。 

当然，“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东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需要教

育者和教育管理者大胆突破限制，尽快改革一些现有的教育管理机制体制。比如：

设置认可学分的在线课程，丰富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类型，真正认可创业成果，

更加面向实践，减少某种学术型人才培养沿袭下来的、却对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不

适合的“繁文缛节”。另外，创业往往会突破学科的界限，呈现出交叉创新的态

势，如何有效地评价它的成果以决定学位的授予，怎么改革调整原先按照学科划

分的学位审查方式，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最后，也许是最关键的，是如何统计和评价高校的创业教育成果。我们应当

把育人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创业教育观，建立广义的、包含性的创业教育、创

业氛围和创业参与的概念，要衡量一些无法量化的创业教育成果，避免以毕业时

学生开办公司作为创业成果统计指标的偏向。这种评价依据会成为一个有害的指

挥棒，影响校长们、教师们和学生们的行为动机。 

期待各界教育者与教育管理者一道，发扬创业精神，发挥创业本事，发展创

业教育，以期育人兴国，为复兴大业培土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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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志趣驱动是大学生创业的本质 

——访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 

中国科学报 2015-4-9 彭科峰 陈彬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要构建众创空间，加强对创业者的支持。 

3 月 24 日，清华大学正式发布系列创业在线课程。借助学堂在线和 EDX 等

慕课平台，清华大学在大力推进创业教育方面率先布局。 

大学生创业应该瞄准哪些方向？时下火热的大数据产业对于大学生有哪些

机会？4 月 2 日，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就此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创客不等于创业 

创业时下俨然已成为全社会乃至大学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去年 12 月，教

育部也曾发布通知，提出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 

对此，杨斌认为，万众创新意味着要形成一种由下而上、内生永续的力量，

如果社会大众能够形成支持、鼓励与乐于创业的氛围，就有了一种推进经济乃至

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创客和创业”，杨斌提出，去年清华曾在首届清华

创客日时邀请了一批国际著名的创客来和学生互动。他们在介绍创客活动时，举

了很多创客获得融资开办公司的例子，但国外的创客代表在发言时却明确地表示，

之所以做创客，是因为“这东西很酷，这想法很炫，我就是喜欢，所以去做它”，

而并非出于功利性、营利性的外在目的。与之相比，开公司则更强调要有明确的

目的。因此，一些杰出的、改变世界的成果往往来自于内在兴趣驱动的创客和创

新创业者。 

对于时下火热的众筹模式、众筹式创业，杨斌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指

出，真正好的创意、重大的技术，可能并不会成为众筹的热门。应该说，大家愿

意参与众筹，是很多人形成了共识，都觉得这个想法有前途。而实际上，对产业

有颠覆式的创新起始之初往往不被绝大部分人所认识、看好。众筹出来的项目一

般都“很一般，容易是大路货”。 

“从创业的角度来说，真正有创造性的想法，最初的表现形式常常是‘歧

见’，而不是被公认的‘远见’。”杨斌认为，有些时候，漫不经心、显得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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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使投资，甚至有些大公司中某种病态结构的治理模式下，也会产生一些重大

的创新成果。 

一流大学生创业要有所侧重 

那么，高校在创业系统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杨斌表示，高校是社会创业、地区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衡量一

流大学的创业教育，应当与培养学生创办公司区分开来。一流大学开展创业教育，

并不是把学生都往商业这条路上引，其主要目标是为学生创造未来发展的平台和

机会，培养具有首创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培养既有梦想又肯实干的创业者。 

在杨斌看来，受过较好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创业的侧重点应该也常常与其他

人有所区别。草根阶层可能为了谋生而创业，选择一些基础性、改善性的创业方

向，这能缓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坦率地说，用自主择业的方式来缓解就业

压力并不是一流大学推动学生创业的定位，一流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方向、领域应

当具有某种领先性、颠覆性，进而改变行业面貌，造就大量就业机会。” 

为此，高校的创业教育不妨多提倡志趣导向的创客精神，鼓励这些创业者

“求酷、求纯粹、求新范式”，保护这种原创性极强的创业火花。 

对于学习与创业的关系，他认为不要把教育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创业阶段，而

是要创造条件实现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无缝切换。比如，有些创业经历也可以折算

成满足培养方案的学分、建立弹性学制甚至打破学制来满足创业或学习的需要等

等。 

大数据蕴藏颠覆式创新机会 

那么，大学生创业在哪些领域会有机会呢？哪些行业蕴藏着能够出现颠覆式

创新成果的机会？ 

“毫无疑问，基于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的创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杨斌

指出，尽管很多人认为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实际上，这种趋势变成现实，

改变行业面貌，往往不是依赖于原来的行业从业者或政府决策者，未来的大数据

创业者、企业家中，许多人可能是跨界的年轻创客。他们离经叛道的想法、应用

和服务，可能会被大数据产生者、收集者的企业和高管们看做是“剑走偏

锋”“不够正经”，但却极有可能打开一片产业蓝海。 

事实上，许多基于大数据的绝妙的创新应用、成果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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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比如 Uber（打车应用开发商），其创始人最初的想法是为大众出行提供

便利，但 Uber 发展到现在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社交性，这是当初的设计所没有想

到的。”杨斌说。 

一年多来，杨斌和清华同事一起参与推动国内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杨斌看到，

全社会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创业人群生生不息，“最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扎克伯

格、新的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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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创业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几点思考 

史宗铠 

因为前面很多老师提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大意义以及他们的认识，我想我也

有同感。所以我在这里，不再去用这点宝贵的时间谈论太多的意义，我想谈一谈

我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几点思考。 

第一，我想谈一谈如何构建以兴趣为导向的课程学习体系。早些年，杨振宁

先生邀请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清华开了一个高端物理学会。之后，李岚

清邀请了这些人到中南海做客，和他们做了一个交流。谈话当中，李岚清问了他

们一个问题，李岚清同志说：“我想问你们，究竟是什么动力驱使你们做出如此

伟大的发明。” 因为当时在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有激光的发明者，还有

其他一些很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举手，他们给出

来的答案是一样的：兴趣。 

我想我们在第一课堂，特别在我们目前的课程体系当中，我们怎么样鼓励我

们同学的兴趣，鼓励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这种兴趣和热情，是格外重要的。因为

目前我们确确实实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我在清

华策划了这样一个课题，叫新生研讨课。这个我们也是借鉴了美国几所高校的经

验，具体作法是15名以下的学生组成一个班，每个班邀请最著名的教授上课，由

教授讲他们目前进行的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这种讲课的方

式和我们通常大一新生的授课方式不同，它是小班，并且是交互式，并且是和教

授们交流他们所做的最新前沿的一些成果。而这样的课程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刚

刚我提到的，培养我们同学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和热情。因为实际上在清华也存

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的同学重视功利性的结果。比方说在清华，我们有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最后要推研，所以大家对推研读研究生很在乎，所以很重

视学分绩，重视学分绩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挑选些容易上、学分高的课程来上，不

是以兴趣为导向。如此下去我们很难做到激发我们学生的创造性，这个是我们要

格外注意的。所以我想我谈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构建以兴趣为导向

的课程学习体系，而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的令人不满意的。 

第二，我想谈谈我们怎么样为学生提供个性充分发展的环境和空间和怎么样

能够实施一种个性化的全过程匹配教育资源的因材施教模式。我曾经提到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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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对大学的教育资源要重新的认识。过去认为大学的教育资源

就是指教师、教材、课堂、实验室、图书馆，但是现在，我们对大学教育资源还

要有新的扩展的认识。比方说，大学的各类讲座就可视为教育资源，因为各类讲

座给我们同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碰撞、思想互动，包括启发新的灵感的这样一个

平台和机会。我们和政府、和企业、和企业的研发机构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些企

业、研发机构、政府，他们给我们大学又提供了额外的教学资源。由于我们现在

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我们和海外的机构也有很多的联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高

校学生他们在他们四年的本科学习期间，他们会有机会去做海外交换生。所以，

这些同学可以到海外的高校、到海外的研发机构，去学习、去实践，而这又是我

们大学的新型的教育资源。当然那些有传统的高校，建校比较悠久的高校,那些

校友们会给我们的学校提供更多的额外的教育资源。而这些教育资源为我们同学

的个性发展，为我们同学的创新创造思维的培养，又创造了极好的环境和条件。

当然我们还需要把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教育资源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现在在

这一点上我们仍然也有欠缺。比方说，我们现在课外有诸多的科技活动，而这些

科技活动和第一课堂还没有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的教授还不能给我们的同

学提供课外活动当中足够的指导和知识。同时，我们需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提

供不同的教育资源，给与不同方式的支持。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清华一个同学的故事,我们有一位化学系的同学，他曾经

有一些课程挂科了。但是，当时是最早的在全国文理综合的高校举办的化学竞赛，

一开始清华作为工科院校是不允许参加的。但是因为我们后来有了化学系，我们

的化学系有了一些进步，允许我们也参加这次比赛。但是，条件是这样的：第一

你可以推荐年级中最优秀、排名成绩最靠前的学生，或者在本年级里面组织一次

竞赛选出竞赛当中的第一名去参加全国的比赛。结果我们有一位同学在实验化学

这个领域里面除了拿了清华的第一之外，还拿了全国化学竞赛的金奖。原因是什

么呢，原因是这个同学酷爱实验化学，但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衡量方式的话,他

推研就不行。当然后来因为他拿了这个金奖，后来我们给了他一个额外的推研的

机会,来作为对他将来的实验化学发展的一个奖励。 

比方说，现在在清华有各种各样的课外竞赛，而我们的同学现在的做法基本

上就是拿到一个一等奖到此为止。我们还有一些对优秀学生的奖励方式，现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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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里面应该说也比较普遍，我们各个高校的奖学金的设立应该说是数类庞多。

但是我们通常对这些优秀学生的奖励我们是用金钱的方式。比方说，最优秀的同

学我想给他一万块钱甚至超过一万块钱，有些企业在大学设奖的时候，还要求要

给的钱最多。那对于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们

的发展和他们的发展相关联的那些教育资源的匹配，给他们适应的时间，给他们

能够和那些优秀的大师们面对面交流的时间，给他们能够到那些最好的研究机构

去见习、去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且我们希望全过程地匹配不同的教

学资源,对那些在公共事业方面有发展潜质的学生，我们会给他匹配公共事业方

面的资源，对那些有创新潜质，对研究、对学术有极强烈兴趣的同学，我们会给

他匹配和他的兴趣相关联的这些资源。但是现在，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在大学的期间，根据每个同学的个性来全过程的匹配教育资源

的话，那么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有创新创业潜质的学生涌现出来。 

第三，我想谈谈我们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这个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创新

创业的意识和能力，而不简单是技巧，这个刚才有几位领导同志、老师都已经谈

过了。去年我参加清华新一届的创业大赛，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参加

创业大赛的同学，他们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缺陷，那就是纸上谈兵，这个纸上谈

兵最后发展的方向就是技巧，不是意识和能力。所以至少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想

法，我们准备采取一种递进知识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学生发展他们的创新意识，

因为如果仅仅是技巧的话，没有很好的意识、没有能力的话，我们是做不到将来

有可能有创新、有创造性的才华。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教育能够培养我们同学的

观察能力，他们能够去自理。 

试想如果当初爱因斯坦按照牛顿运动定律的思维方式去做的话，他永远不会

提出相对论。我们在智力的基础上，我们还会创新，并且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创

新，并且还要能够用我们现在的商业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把它应用到人们的生活

当中去。前一段时间，微软公司的领导在谈，他们现在在做新的搜索方面的工作，

把Google的发展视为微软的最大威胁。互联网到今天已经如火如荼的发展了，但

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创造。Google 实际上

是创造了这种新的商业营销模式，尽管这种商业营销模式为很多传统的商业营销

商所指责，但是毕竟创造了这种新的商业营销模式，并且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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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那么我们中国人、在座的同学们，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我们的智慧去创造互联

网的新的发展方向呢? 比方说，我们要借鉴和学习外国，特别是外国高校他们的

创新创业当中的经验，最近我请清华团委的老师们在研究西方究竟能给我们什么

样的启发，大家知道西部天才奖从1942年开始设立的，到现在为止产生了六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产生了100位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对比之下，我们虽然有无

数多的同学获得了奥赛的金奖、银奖，但其中产生的伟大的科学家仍然是寥寥无

几，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考虑怎么才能够创造性的来开展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

包括像西部天才奖、我们现在的因特尔天才奖，需要充分、全面的借鉴他们的一

些经验和他们的理念。当然现在清华的同学们他们现在也在努力的探索，再有进

一步的实现，再有进一步的创新。所以目前在清华的同学们当中正在进行的清华

大学创业大赛之社会公益项目实践赛，这个创新性是指的两个方面，第一是指以

前我们没有太注意的创新公益领域，第二是指以前很少用过的实践方式来推动公

益项目的拓展。我想这样创业的大赛会给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融进我们思想上的

教育，使学生明白创业不仅仅是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更重要的是能

够给人类带来福音。我的一个理想就是能够在20年后、30年后，能够在清华的同

学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校的同学当中，能够涌现出来伟大的发明者。这种发明能

够向过去的发明一样能够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希望在20

年后或30年后在我们在校的学生当中，能够涌现出来像Bill Gates一样能够创造

出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企业的人物。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在乎我们

现在的同学拿到全国的或者全世界的哪些大奖。希望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发明、自

己的智慧，能够影响人类进步。那个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说我们是科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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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学》：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实践 

孙宏斌 冯婉玲 马 璟 

摘 要：本文在界定挑战性学习课程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依据、课程实施

以及理论模型三个方面阐述了清华大学挑战性学习课程的主要特征，介绍了已取

得的初步成效，并就该类课程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相关思考。 

关键词：挑战性学习课程；体验式探索；支架式教学；挑战跨学科问题 

 

课程挑战度不足，是我国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之一。

2008年清华大学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理念，提出了“挑战性学习课程”

（Challenge Based Learning，简称CBL）的课堂教学模式。该类课程力图通过

有趣有价值的挑战性问题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通过高强度师

生互动、生生互动，使学生快速获取新知识并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培养学生沟通、

合作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敢于善于挑战自我、主动学习，使学生在完成挑战性

任务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进而增强作为拔尖学生的勇气、信心和能力。 

2012年，清华大学教务部门正式支持教师开出首门“校级挑战性学习示范课”，

2013年又支持开出了三门该类课程，由“985三期”经费支持。同时，一些院系

也着手建设“院系级挑战性学习课程”，一些学生课外科技赛事与挑战性学习课

程结合。我校在第24 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提出的“课堂转型”方针引领下，将尽

快遴选建设20 门校级挑战性学习课程，力争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经历一次挑战

性学习课程体验，经受素质、能力、求学三方面磨炼和提升。 

一、问题的提出 

1．CBL课程的历史追溯 

清华大学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学理性渊源。早在20世纪初，美

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即针对儿童教育，提出了“做中学”的理念。他认

为，“做中学是比‘听中学’更好的方法”；认为教学不应直截了当地注入知识，

而应引导受教育者在活动中得到经验和知识。其启示是，只有通过富有成效的知

识运用，才能使受教育者获得并牢固地掌握有价值的知识。此后，杜威的学生克

伯屈依据“做中学”教育思想，引入了“设计教学法”，主张让儿童自己确定学

习目的，设计实现目的的行动步骤并实践。杜威师徒早先的主张无疑与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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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培养学生能力的思想是一致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瓦布在质疑“把传授已有知识当做科

学教学本质”的传统观念基础上，提出了“探究式”教学法，即实验室探究、探

究之探究、讨论之讨论。施瓦布的“探究学习”说，强调通过探究过程，使学习

者掌握科学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末，加拿大学者巴罗斯在McMaster大学医学院提出了“基于问

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的教学模式，强调把学习设

置在复杂、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让多位学习者合作解决真实问题，来

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进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并形成自

主学习的能力。巴罗斯提出的PBL教学模式，对“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跨学科终

身学习”是很有意义的。但此后一段时间，PBL在相关高校推行得并不顺畅。究

其原因，主要是教师的能力欠缺和对有能力教师的激励措施不到位，以及有价值

问题设置得过难或过易[1]等，这就使得PBL教学模式在不少大学很难达到期望的

效果。且针对顶尖大学的顶尖学生，设置的问题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学习目标和

成果如何设定？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 

20 世纪90年代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等四所知名大学联

合建立跨国合作研究组织，提出了现代工程教育的CDIO模式，即构思(Conceive)、

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 和运作(Operate)。该模式以产品研发到运行

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的学习

工程技术。全球已有几十所大学加入了CDIO组织，按CDIO模式培养学生。 

几乎与我校同期，2008年Apple公司在中学教育中提出了“挑战性学习（CBL）”

理念，发起了合作项目“明天—今天的Apple 课堂”（Apple Classrooms of 

Tomorrow—Today，简称ACOT2)，并以ACOT2作为“倡导跨学科教与学，鼓励学生

用新兴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载体。CBL倡导合作式学习，要求学生之间及师生

之间交流并协同，合作解决挑战性难题，继而分享成功的经验与喜悦。CBL模式

的关键，是设置有吸引力且学生跳一跳能解决的难题，进而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知

识去解决这些难题。值得关注的是，Apple公司的ACOT2课堂模式，与我们提出并

建设挑战性学习课程在理念和时间上高度暗合。前者针对中学教育，后者针对高

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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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华为何实施CBL教学模式？ 

清华大学实施的CBL教学模式，不同于前文所说PBL和CDIO模式，而是针对现

阶段清华学生的具体情况提出和实施的。我校教育研究院2009年所做的“清华大

学本科教育学情调查报告——与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比较”[2]发现，清华本科

教育总体上与美国同类大学相当，清华低年级学生在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

水平等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美国同类大学的低年级学生，但生师互动程度落后于

对方指标。在高年级阶段，清华学生在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以及生师

互动三项主要指标上均落后于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学生。2010年的调查结果则略

有差异，结果显示，无论高年级还是低年级清华学生在学业挑战度和生师互动水

平两项指标上均落后于对方[3]。 

清华校友总会对毕业生调研发现，清华学生学习成效（outcomes）不足，主

要表现在能力和素质方面，尤其是对一些知识的学习，学得轻松，但忘得也快。

究其原因，课程缺少挑战度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学生易学易忘。这一调研也成为

推动CBL 教学模式实施的动因之一。师生互动与创造性地解决挑战性问题，是世

界顶尖级大学的共同价值所在。2012年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曾经勉励

清华优秀本科生代表团，希望他们“有勇气(To be bold)、有原创性（to be 

original）, 敢于挑战（to be challenging）”。这与我们实施CBL教学模式的

想法也不谋而合。 

二、清华大学CBL课程主要特征 

1．挑战性学习课程（CBL）基本内涵 

挑战（challenge）的主旨是激发自我、调动潜力、克服困难、享受成功的

喜悦，即“痛并快乐着”。辞海中“挑战”则有激使对手出战之意。 

清华大学挑战性课程的核心是挑战性问题。在内容上，以全球热点问题为切

入，以跨学科知识的集成和综合应用为支撑，且触及学科前沿，即问题有趣、有

难度、有挑战，足以吸引学生；在形式上，师生皆在课内外高强度投入和协作，

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充分感受和体验，激发潜能，激发学术志趣；

目的是短期内培养学生思维创新、克服困难、探究并发现新知识的能力，综合运

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通过既有知识综合运用或新知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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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享受成功喜悦，并使团队协作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得以提升。教师在整个过

程中扮演主导者、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学生及其团队则是实施主体。 

2．挑战性学习课程的理论依据 

首先是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教

学应为学生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超越其“最

近发展区”而达到下一发展阶段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在“下一个发展区”

的发展。 

苏联教育家赞科夫提出的“教学与发展”教学理论的五条原则，也是挑战性

课程的理论依据之一。他认为，教学要有一定难度，即要让学生通过努力来克服

困难；以高难度进行教学，能使学生在掌握教材相关知识时产生特殊的心理活动。

与之同时，普利斯里等人提出的支架式教学法（Scaffold）也有一定启发。普利

斯里认为，课程学习过程中，可根据学生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并在他们能力增

长时撤去此前的帮助。 

另外，杜威提出的“做中学”原则，也对清华推出挑战性学习课程有一定启

发。杜威一是提出了“做中学”原则。他认为由于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

持的知识，多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教学过程也该是“做”的过程。二是提

出了“体验中学习”原则，认为在人们所做的与享受的事情之间，应用相关知识

可将其贯穿起来。三是“做中发现”原则。认为“做事情”也可能是“发现世界

的实验”，即做的过程中“发生了的事情”即变成了“发现”。 

与之同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概括了课程编制的四步骤，

一是学校应该追求哪些教育目标？二是如何选择可能有助于达成这些教育目标

的学习经验？三是如何组织学习经验才能使教学更有成效？四是评价学习活动

达成教育目标的程度
[4]
。这些观点也对设计并推出挑战性学习课程起到了引导性

作用。 

3．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成果及其实现 

我们把挑战性学习课程的学习成效界定为：一是激发学术志趣，通过精心设

计的挑战性问题，引导师生互动，使学生对课程有“想学”的好奇心和冲动感，

学习过程中不断取得进展的喜悦感，课程结束时获得的成就感。二是激发挑战的

勇气和能力，利用课程内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完成知识的集成与运用，采用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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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比赛等挑战性形式来评价学生。三是加强创新意识和能力，挑战性问题的结果

未知、方法未知，需要创造性地解决挑战性问题。四是终身学习能力，不仅是对

已学会知识和工具的运用，通常还需要学生快速获取和运用新知识和新工具。五

是沟通和合作能力，多学科交叉的团队协作是挑战性课程的一个共性。 

为了使开设的挑战性示范课程帮助学生取得期望的学习成效，重点通过课程

七方面要素来实现。一是内容：围绕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学科交叉，触及前沿。

二是形式：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体验、探索、主动式学习，学生沉浸其中。三

是作业：课内与课外之比在1：5 以上。四是讨论：激烈，生生之间，师生之间，

确有困难时老师帮助学生取得成功。五是考核：全程分布式，答辩，每个学生有

口头表达机会。六是教学资源：各类文献、软件、网络资源、试验及实验，以及

多手段的教学辅助设施。七是课堂规模：通常是小班授课。 

4．挑战性学习课程的理论模型 

（1）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模型之一 

图1给出了挑战性学习课程的理论模型之一。自动化系赵千川老师开设的“线

性系统控制”课程采用了该模型，该课程以清华校园的节能减排为挑战性问题，

让学生自主发现校园中存在的节能减排问题，然后建立面向绿色校园的智能物联

网。其特点是：一是让学生自己找问题，进行开放性的需求调研。二是让学生综

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设计方案。三是鼓励学生实施相关方案，在客户端、服务器端

等实现基本闭环功能。实施结果是，学生实现了对FIT 楼空调、灯光、百叶窗等

的自动控制。 

 

图1 CBL课程模型之一 

（2）挑战性学习课程的模型之二 

图2给出挑战性学习课程的理论模型之二。美术学院付志勇老师开设的“创

客实践——设计与科技互融”采用了该模型。该课程从“挑战征集”入手，问题

导学、项目驱动，将课程实施分为媒体宣传、组建团队、创意推敲、开发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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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果展示、回到现实等步骤。学生参加该课程，如同完成了一次“英雄之旅”。

学生通过与其他学科同学合作，挑战自我，提升学以致用的能力，激发了学术志

趣。 

 

图2 CBL课程模型之二 

三、初步成效 

自2012 年始清华大学陆续启动多门挑战性学习示范课程，有效提高了课程

的兴趣度、挑战度和师生的互动性。 

1．热点议题，吸引多学科学生参与 

工业工程系顾学雍老师在工业工程系、钱学森班等开设了我校第一门挑战性

学习示范课程“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XLP导引课）”该课程以“极限学习

工作流”为课程设计理念，通过分布式协作等实现师生的跨学科协作。所谓的极

限学习工作流，即第一、第二课堂结合，围绕内容挖掘、项目选择、协同开发等

环节，学生借助数字化平台，在清华整个生态圈内实现前述学习过程。课程实施

中，建立了“任务方”和“挑战方”两类团队，要求学生在数天时间内解决一个

跨学科复杂任务。课程参与者和组织者超越了院系、校园乃至国家边界，吸引了

国内外、校内外志愿者和多学科学生参与。 

2．体验式探索，学生沉浸其中 

航院高云峰老师开设的“趣味力学实验”旨在使学生集成运用已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通过“分针穿玻璃”“轻功水上漂”“新式连弩”等趣味性设计与制

作，让学生沉浸其中。 

该课程是集自主性、开放性、研究性、技巧性、综合性、竞争性和趣味性为

一体的体验式探索课程。自主性，即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介绍基本原理，让学生

自己去研究；开放性，即所有问题和试验都没有固定答案；研究性，即所有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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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要探索研究，有难度，需琢磨和设计；技巧性，即需要高度技巧才能完成；

综合性，即需要多个学科的团队合作；竞争性，即团队内部要分工合作，团队之

间要进行比赛；趣味性，即要讲究课程设计，用有趣味的问题来引导学生。 

3．团队协作，挑战跨学科问题 

自动化系赵千川老师开设的“线性系统控制”，原本是一门经典的控制课，

采用了挑战性课程设计，使该课程产生了颠覆性变化。在课程设计上，将全班分

为6个团队，围绕“清华校园的节能减排”这一跨学科的挑战性问题，从发现问

题到解决问题，通过团队协作，最终实现了对FIT 楼空调、灯光、百叶窗等的节

能减排控制。赵老师认为，对学生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培养，不在于老师教什么，

而在于环境，让学生教学生；每个学生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而必须靠团队协

作。 

4．支架式教学，教师起到照明灯作用 

航院讲授“计算力学”的张雄老师认为，老师有志趣去培养学生，学生才会

有志趣去学习。张老师至少提前一年备课，课程中安排大量的时间答疑。有的学

生说自己占了一个学期的一半学习时间用来学习该课程，刚开始觉得大作业完不

成，有点迷茫，而张老师Email的答疑速度，赶上用手机回复的速度，且能起到

照明灯作用，引导其前进方向。该课程的最大成功在于学生团队合作和老师及时

答疑，最后使学生实现“解决诸多实际问题”的目标。 

四、问题与思考 

1．如何遴选挑战性学习课程？ 

对课程遴选，有以下考虑：（1）课程属性、类型（已有、重组）及方式不

限，重点是专业课；（2）学生的年级不限；（3）课程容量以20～30 人为宜；

（4）鼓励跨院系联合建设；（5）从有志趣的教师中择优选择。 

2．如何衡量课程的挑战度？ 

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性部分主要以教师和学生的感受来衡量，定量部分

则以学生与教师课内外投入的时间来衡量。定性部分的指标含：（1）学生学习

更加用功以达到教师的课程要求；（2）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能力有正向提高，如

兴趣、好奇心、冲动感；挑战的勇气和能力，创新精神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定量部分的指标含：（1）老师准备课程及答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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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在课外所花费的时间（预习、复习、相关文献或专业期刊查阅、项目/ 

实验等）。 

3．如何推广挑战性学习课程？ 

如何更好地推广挑战性学习课程，从学生角度看，首先需要减少学生的课程

总数，使得学生有精力和时间参加挑战性课程，这需要优化我们的培养方案。从

老师角度看，老师的投入很大，要使学生有兴趣与激情参与挑战，老师首先应有

兴趣与激情，需要研究老师的激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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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奖相关材料 

［1］ 2016 年，清华大学获批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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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清华大学获批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教育

部） 

 

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名单（部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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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年，清华大学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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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年，清华大学获评第一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教育部）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入选名单（ 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

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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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 年，清华大学获批第一批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北京市教

委） 

 

［6］ 2013 年，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授牌（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 

 

［7］ 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实验实践课程基地授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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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3 年，北京市科普基地授牌（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9］ 2014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孵化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

理委员会） 

 

［10］ 2016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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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6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先进集体奖奖状（教育

部） 

 

［12］ 2016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筹备工作贡献奖证书（教

育部） 

 

［13］ 2016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证

书（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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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6年，清华大学获得北京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

奖（北京市教委） 

 

［15］ 2016年，北京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

证书（北京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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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4年，QS全球教育创新大奖证书（国际教育评级组织），顾学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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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7年，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特等奖证书（宝钢集团） 

 

［18］ 2013年，宝钢优秀教师奖证书（宝钢集团） 

 

［19］ 2010年，北京高校育人标兵证书（北京市教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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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报道 

［1］ 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向 GIX赠送水杉 

 

  



 

96 

 

［2］ 2015 年，李克强总理给清华 iCenter 学生创客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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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李克强总理为清华学生参展项目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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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年，李克强总理考察清华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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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 年，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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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年，教育部长陈宝生访问清华大学 iCenter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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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年，孙宏斌教授在教育部高教司就“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

教育”做专题报告，高教司全体干部参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