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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高校研究生已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先行者。本文针对研究

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推进专业知识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牵引轴”
“团队推动轴”“竞赛训练轴”“平台提升轴”四轴联动,在意识、文化、能力、实践四方面螺旋上升的“四轴四螺

旋”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通过推进实施该模式,湖南大学控制学科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可为国内外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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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推动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意
见明确指出要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训,把创

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程纳入高校必修课体系。随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不断推进,高校研究生

已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先行者[1],加强研究生

创新创业教育,对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助力社会经

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培养高等创新创业人才,已
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2]。

国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早,在创新创业

教育的指导理念、运作模式、课程体系以及多元主体

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鲜明的特点[3]。
哈佛大学采用聚集型创新创业教学模式,以学院教

育为主,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教

育和独立的资金支持[4]。斯坦福大学于1996年成

立创业研究中心,采用课堂前沿理论和现实世界专

业知识的有机结合的创业教育方法,很好地实现了

课程教学和项目学习深度结合[5]。近年来,国内诸

多高校也陆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清华大学采用知

识技能与创新创业有机融合的模式,分专业、分层次

地将创新创业选修课与实践课融入专业教育中,兼
顾学生专业知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6]。上海交

通大学采用“一体两翼”模式推动本校的创新创业教

育发展,具体表现为设立创业学院针对具有创业想

法的学生进行创新创业课程培训,加强其创业精神

与创新意识培养,做到面上覆盖和点上突破。但是

上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主要针对本科生开

展,且没有注重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成

果的落实。目前,成熟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主要集中

在科研能力的培养方面,针对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体系还比较少[7],大多数研究生通过国家及

各级部门组织的各类创新创业竞赛锻炼自己的能



力,缺少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平台、团队等融合的体

系化培养模式。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注重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更要将创新创业意识和创客文

化作为“基因”融入课程教学[8],做到专业教育和创

新创业教育融合。
本文在分析我国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

题基础上,以湖南大学控制学科为例,详细介绍“四
轴四螺旋”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及实践成效。

一、我国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目前仍处在探索

阶段,要想完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首先要

明晰当前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大体

来讲,目前我国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主要存在以下

四方面问题,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脱离课堂

当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以专业课程为主,创新

创业课程相对比较欠缺。同时,现有的研究生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和专业教育体制衔接不到位,没有实

现互联互促的良性发展[9]。部分高校设置的创新创

业课程内容陈旧保守、趋于形式化,缺乏创业实践能

力培养内容,导致研究生思维无法得到拓展和训练,
缺乏相应的创新能力。有些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仍

以就业教育为主,学生缺乏对创业的深层了解,不能

满足培养全面发展型创新创业人才的需要[10]。如

何将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堂教育,做到双创

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是目前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所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二)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考核体系不够完备

科学完善的考核体系可以全面地展示学生特

质。然而,目前国内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考核体系

还不够完备,基础数据化程度不高,不能够全面地展

示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特质,这导致学生

无法接受到良好的反馈和指导,创新创业热情逐渐

消失。部分高校仅将专业课成绩看作是衡量学生能

力的唯一标准,弱化忽视了创新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良好的考核体系也是创新创业教育开展的数据来

源,通过不断优化的评价指标和广泛的数据采集,可
以洞察现有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对其针

对性地改进完善。
(三)研究生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不够坚实

建设创新创业平台可以对研究生创新创业进行

综合性地管理和组织,提供指导,开展活动,启发灵

感[11],同时有助于营造双创“文化”,激发研究生成

长活力[12]。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应该由基础

设施、信息平台和交流平台等组成。然而,目前部分

高校平台建设不够坚实,基础设施得不到保障,同时

缺乏良好的信息沟通和校园传播机制,无法提供即

时信息和交流反馈。已有创新创业计划的同学,无
法从平台获取资金、人员、计划、设备等方面的支持,
导致计划流产,创业成功率大大降低[13]。

(四)研究生正确的创新创业意识不够清晰

成功的创新创业建立在对其正确认识的基础

上。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培养缺乏全方位、多视角的

创新创业锻炼,对于创新点、创业点的发现不够灵

敏、清晰,无法利用创新思维和商业思维思考问题。
受我国早期应试教育以及唯论文思想的影响,目前

研究生的创新活动存在急功近利和盲目跟风现象,
尝试通过简单的复制和修改获得创新成果,做“流水

线”式创新,无法突破思想禁锢。同时,部分高校的

研究生创业教育也仅仅是流于表面,学生走不出课

堂,无法获取即时信息,洞悉时代需求,做不到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理性分析市场热点,这样的创业尝试

最终是白费时间和精力[14]。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

意识,充分结合市场热点、时代需求和自身情况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是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第一要点

和最终目标。

二、“四轴四螺旋”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湖南大学是“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示范高校”和“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其控制

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近年来在研究

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提出了

“四轴四螺旋”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通过“课程

牵引轴”“团队推动轴”“竞赛训练轴”“平台提升轴”
四轴联动,实现研究生在意识、文化、能力、实践四方

面提升,通过推进专业课程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

融合的方式来培养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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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轴四螺旋”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一)课程牵引轴,培养双创意识

通过课程传输创新创业知识,培养学生双创意

识,是培养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基础。在“新工

科”背景下,湖南大学控制学科不断更新培养计划,
通过将“研究生创新课程”等课程融入本学科专业教

育,增加创新创业课程所占学分比重,让学生在专业

学习中不断吸收创新创业的基础知识,打造创新创

业培养模式。面向产业链特征和国家重点需求,依
托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底蕴,设立“控制科学与工程+
X”课程方案,旨在引导研究生将控制科学、电气工

程、计算机科学、临床医学等先进学科有机融合,夯实

知识基础。依托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本学科构建了需求牵引的实践培养机

制,推进跨学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多维度、多学科

课程联合培养,通过融合专业知识和创新创业知识,
融合市场需求,全方位培养研究生创新创业意识。

(二)团队推动轴,营造双创文化

良好的校园创新创业文化可以启发灵感,营造

浓郁的双创氛围,而创新创业文化的营造需要优质

的团队建设。湖南大学控制学科通过领军科学家、
知名校友、创新创业中心、创新创业团队四支力量,
建立了专创融合的师资团队,加大双创教师团队培

养力度,健全团队管理机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等顶尖科学家领衔的专业导师团队分享国际学术发

展前沿,邀请李泽湘教授等行业领军人物作为导师

指导研究生创新创业工作,邀请本学科知名的创业

校友交流经验,发扬“传帮带”精神,通过传授创新知

识、培养创业意识、传递创业经验,开阔学生视野,营
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

(三)竞赛训练轴,提高双创能力

学科竞赛和双创竞赛是高校研究生锻炼双创能

力的重要途径。湖南大学控制学科坚持以赛促研、
以赛代训,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青

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三大创新创业竞赛为高地,
以 MathorCup高校数学建模挑战赛、研究生电子设

计大赛、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等学科竞赛为阶

梯,围绕“双创三赛”组建专精结合的赛训团队,鼓励

研究生积极申请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为充分发挥

竞赛的锻炼作用,本学科构建了三级递进竞赛框架,
以校级竞赛选拔做基础,以省级竞赛锻炼做主体,以
国家级及以上竞赛做标杆,深化“传帮带”竞赛培训

模式,加强科研成果和竞赛项目的有机转化,支持和

鼓励学生以科研实践成果参加各类竞赛。良好的赛

训和成果转化机制,让本学科研究生都有机会参加

创新创业竞赛,在实践和拼搏中提升双创能力。
(四)平台促进轴,落实双创实践

研究生的创新成果和创业成果产出需要与时俱

进的指导和不断实践,更需要优质平台的促进和孵

化。湖南大学控制学科依托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

“湖南大学—威胜集团”国家级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平台,充分发挥校内外

创新创业资源优势,为学生双创项目的开展和落地

提供支持和保障。优质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离不开

学校、地方和企业的紧密联系,由湖南大学提供创新

创业课程和资源储备,威胜集团等上市公司提供技

术指导和丰富的经验,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等国

家级双创中心提供人才服务和成果转化,校企地三

维协同,为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孵化和创业成果落地

提供全方位支持,全面落实研究生双创落地。

三、模式的应用成效

湖南大学控制学科依托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贯彻落实“四轴四螺旋”专创融合研究生创新创业教

育模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10年来,本学科研

究生共106人获得国家奖学金,23人获得湖南省优

秀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获批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

新项目32项,在IEEETrans.、自动化学报等本学

科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500余篇。学生积极参加中

国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等各类学科竞赛,近5年共获省级以上奖项224项,
其中国家级奖项58项,省级一等奖59项。在机器

学习、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顶级国际会议ICLR、ACM
Multimedia等举办的国际挑战赛获得3次冠军。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大年初一开始师生共同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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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机器人,被人民网、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专题

报道百余次。
湖南大学控制学科近十年来持续聘请具有高级

职称的校外导师指导研究生创新创业。随着研究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不断提高,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大赛

的热情持续高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近六年共

获得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省级及以上奖项49项,其中国

家级奖项12项。毕业生贾林博士主持研发的电动

汽车智能网关及云平台项目,获时任湖南省教育厅

厅长肖国安颁奖与肯定。毕业生魏啸宇获评湖南省

省委宣传部首届学习创业先锋,在校期间作为湖南

大学学生创业代表获李克强总理高度肯定。毕业生

周博文博士创办湖南睿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努力

把科研成果应用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通过随机选取本学科2019级和2020级的100

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显示,通过专业教育和创新

创业教育的结合,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意识和能力

明显增强,43%的学生表示有自主创业的意愿,86%
的学生表示会利用学习到的知识创新性地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显示,本学科的毕

业生得到了用人单位和国内外高校的充分肯定。由

此可见,“四轴四螺旋”的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得到了研究生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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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racticeofI&EEducationModeforPostgraduatesinProfessionalandI&EKnowledgeLearning:
WiththeControlDisciplineofHunanUniversityasanExample

LIUMin,WANGYaonan,TANHaoran,JIANGWeilai,ZHANGHui
(CollegeofElectrical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Presently,postgraduateshavebecomeafreshforceandpioneersintheMass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drive.
Respondingtothemainproblemsexistinginpostgraduate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andfocusingonthe
promotionofdeepintegrationofprofessionalknowledgeeducationand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thispaper
proposesanewmodeforpostgraduate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featuringinteractionoffouraxes:"course
tractionaxis","teampromotionaxis","competitiontrainingaxis"and"platformpromotionaxis"featuringaspiral"four-axis
andfour-helix"riseinfouraspectsofawareness,culture,abilityandpractice.Byputtingthismodeinpractice,thecontrol
disciplineinHunanUniversityhasachievedgoodapplicationresultsincultivatinginnovativeandentrepreneurialtalents,the
experiencefromwhich,theauthorsbelieve,canbeusedasusefulreferenceforotheruniversitiesathomeandabroad.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I&Eeducationmode;integratedprofessionalandI&Eknowledgelearning;fouraxesand
fourheli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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