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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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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智慧教育应运而生，且成为了现代教育教学工作的必然趋势。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的背景下，高校应积极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但是，在创新创业宣传教育流于形式等因素的影响下，高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出现了培养模式落后、能力培养不全面等问题。将智慧教育融入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可以解决培养问题，
因此本文对基于智慧教育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策略进行了全面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应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创新人才
培养手段与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智慧教育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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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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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mart education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and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innovation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the mere form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encountered problems such as backward training models and incomplete ability training.
Integrating smart education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can solve the training problem.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smart education. Judging from the survey resul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stablish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s, innovate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mart 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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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应当具备语言、数理逻辑思维、肢体运动、人际关系、音

智慧教育是信息时代教育教学工作的关键理念，在国际教

乐节奏等智能。大多数学生都具备这些智能，但是不同学生的

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也提出了要构建各类智慧校园，创新

能力强度不同。例如，部分学生的语言能力较强，可以很好地

教育教学模式。将智慧教育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可以培

驾驭文字、进行写作、主持；部分学生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较

养智慧型创新创业人才，提高创新创业教育质量，因此高校应加

强，可以有效进行逻辑推理，并进行会计、计算等方面的创新

大对智慧教育的研究力度，将智慧教育融入到创新创业教育中。

创业。创新创业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数理逻辑思维以及人际关

1

智慧教育概述

系处理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应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素

1.1 智慧教育的内涵

养，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智慧教育即教育信息化，指的是在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
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常见的智慧校园、虚拟
教室等都属于智慧教育的范畴

[1]

。智慧教育涉及到诸多先进技

2

智慧教育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

2.1 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智慧教育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数字技术、

术，例如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具有开放、共享等特点。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创新创业思维也在不断延

智慧教育颠覆了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可以为教育教学工作提

伸和拓展，逐渐从封闭型与静态型转变为了开放型与动态型，

供智慧平台，因此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有利于提高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1.2 智慧型创新创业人才的特点

2.2 对主客体的影响

从相关释义来看，智慧指的是认识事物、辨析事物、发明

智慧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提

创造事物的能力；才智与智谋；良好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时需要创设

利用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化设备。从这些角度来看，智慧型创新

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及沟通氛围，让教师与学生感受到智慧技术

创业人才指的就是能够合理应用智能技术与创新创业资源，且具

的魅力与乐趣 [ 2 ] 。例如，高校可以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有创新能力与良好思维品质的人才。从多元智能理论来看，学

平台创设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利用智慧技术增强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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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 味性。

4.2 未充分了解学生的发展需求

2.3 对教育环境的影响

高校在制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前并没有做好调查工作，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构建智慧城市与智慧校园可

不了解学生的创新需求与创业需求，导致人才培养方案缺乏针对

以打造全新的城市与校园生态环境。同时，应用智慧教育可以

性。例如，高校没有调查学生喜欢的教育形式，仍然利用传统

降低创新创业教育的强制性，增强教育工作的多样性，为教育

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导致人才培养缺乏实效性。同时，高校

工作创设良好的环境。

没有优化创新创业课程设置，导致人才培养过于表面化。

3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

3.1 人才培养模式落后

4.3 忽视了教师培养工作
教师的专业能力会影响到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但很多高校

从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来看，很多高校都较为重视创

都忽视了教师能力的培养，导致教师无法为学生提供帮助。首

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但是所选择的培养模式较为落后。加强

先，高校没有聘用专业的创新创业教师，只是让其他学科的教

创新创业教育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增强学生的就业竞

师兼任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但这些教师并不具备创新思维与创业

争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学生获取核心素养。所以我国

实践能力，便无法指导学生。其次，高校没有优化教师队伍的

十分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结构，导致师资结构与能力失衡。此外，高校没有对教师进行

划纲要（2 0 1 0 - 2 0 2 0 ）》等政策中提出要全面开展创新创业教

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导致教师能力不符合要求。

育，增强了高校的教育意识

[3]

。但是，很多高校采用的人才培

养模式只是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到教育工作当中，无论是教育内
容还是方式都不符合实际需求，无法实现学生的自我价值。

4.4 未完善人才评价指标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具有动态性的特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
断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但如果想要增强人才培养目标与方

3.2 能力培养不全面

式的科学性就需要全面开展人才评价工作，为目标与方式的调整

创新创业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市场预测能力、社交能力等

提供依据。但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完善人才评价指标，只是利用

各方面能力都有较高要求，但高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缺乏

理论考试成绩、创业比赛名次等指标评价学生，缺乏客观性与

能力培养，导致学生不具备创新创业能力。例如，部分学校没

全面性[ 5 ] 。

有全面开展机会识别能力、市场预测能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培养

5

工作，导致学生只具备基础能力。

5.1 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

3.3 教育环节与内容存在问题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环节缺乏系统性，教育内容也缺乏全面

智慧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策略

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仍然以工具理性价值以及权威
性价值取向为主，导致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中，会影响

性。首先，高校没有做好课程设置工作，导致课程设置不连贯。其

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能力。
为了改善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次，高校没有积极组织创新创业讲座与培训活动，导致学生缺乏

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人才，高校应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创新

课外学习。此外，高校更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了实践能力培

教育形式。首先，高校应加大对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研究力度。从

养。例如，部分高校设置了大量的理论课程，但是没有设置足够

实际情况来看，欧美国家十分注重创新创业教育，且在创客教育、

的实践课程，导致学生无法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践能力。

教育层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

3.4 师资力量弱

提供指导。所以高校可以深入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借

教师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主体，应当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

鉴其先进经验，不断调整创新创业教育的形式。其次，高校应深

与实践能力，但部分学生认为教师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并没有

入研究智慧教育，充分了解智慧教育时代对人才的要求。高校应

发挥较大的作用，这就说明高校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其次，

综合分析智慧教育的特点，明确智慧教育在教育工作、社会经济

部分学生认为师资结构并不合理，例如缺乏年轻教师等。

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分层次、分阶段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此

3.5 人才评价缺乏全面性

外，高校应做好创新创业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高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开展人才评价工作，从而了解学生的

校应根据办学特色、专业特点开展创新创业宣传教育工作，并利

能力现状以及创新创业教育问题，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奠定基

用新媒体平台等技术手段进行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础。但部分高校只是利用理论考试的成绩评价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创新创业理念。

力，这不仅无法增强评价的客观性，也会抑制学生的积极性。
4

造成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问题的原因

5.2 科学制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标准与规格，可以有效解决培养怎样

4.1 创新创业宣传教育流于形式

的人这一问题。因此，高校若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需要科学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激

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为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指明方向。第一，高

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让学生科学规划自己的未来。很多高

校需要将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一些小目标。例如，高校可以将人才

校虽然意识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合理开展创新

培养目标分为思想政治素养培养目标、职业素养培养目标、创新

创业宣传教育工作，导致宣传教育流于形式。例如，很多高校只

能力培养目标、创业能力培养目标等。第二，高校应结合办学定

是通过讲座、比赛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没有通过有效手段进行

位以及学生诉求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增强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性

价值观教育与创业风险教育，导致创新创业教育中出现了诸多问
题[ 4 ] 。

与可行性。例如，高校可以将思想政治素养培养目标设置为
“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生”；将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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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设置为“培养具有高尚情操与职业道德的学生”；将创

例如江苏省南通市对纺织人才、通讯技术人才、电子信息人才

新能力培养目标设置为“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以及创

的需求较大，而北京市海淀区对人工智能人才、新能源人才、

新能力的学生”；将创业能力培养目标设置为“培养具有自我

科技创业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因此，高校应综合分析自身的专

发展、合理选择创业类型、进行创业等能力的学生” 。在智

业特点以及当地的产业特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创新创业人才培

慧教育背景下，高校也需要设置智慧教育目标，即培养能够灵

养方案。

[6]

活应用智慧技术手段与创新创业资源的学生。
5.3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机制

5.7 提高教师能力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与能

为了全面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充分发挥智慧

力，因此高校需通过有效手段优化师资结构、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教育的作用并完善教育机制。首先，高校应完善创新创业教育

首先，高校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聘用更多专业的创新创业人才，

制度。在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应利用健全的制度约束教育工

为人才培养提供支持。例如，高校可以聘用一些海外留学人才，也

作，所以高校应完善课程设置制度、实践教学制度、学生管理

可以聘用企业高管，并优化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的比例，从而优

制度等制度，加大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管理力度。其次，高校应

化师资结构。其次，高校应对现有的创新创业教师进行专业培训，

加强教育资源整合、拓展创新创业教育渠道。与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提高教师能力，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

有关的资源较多，例如政策资源、物质资源、资金资源等，高

5.8 健全人才评价体系

校应做好各种资源的整合工作，并与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企业构建

高校不仅需要优化培养目标与内容，也需要健全人才评价体

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展创新创业教育渠道。此外，高校可以设

系。一方面，高校应完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专业知识水平、

置创新创业基金、创新创业项目奖，调动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

相关知识水平、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冒险精神、创新精神、职

动的积极性。

业兴趣、职业能力、责任意识、决策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资源

5.4 构建创新创业平台

整合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等多重指标对学生进行评价。

从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调查结果来看，当前高校主要是通过创

另一方面，高校应完善人才评价主体，将教师评价、企业评价结

业活动、创新创业课程等手段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但是高校的

合起来。

创新创业平台相对较少，无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因

6

此，高校应利用智慧教育手段构建创新创业平台。第一，构建

创新创业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加强创新创业人

结语

实验教学平台。高校可以利用仿真技术等智慧教育手段构建创业

才培养可以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全能型人才。在智慧教育背景下，

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等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验机会。第二，构

高校应综合分析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原因，积极探索创新创

建实践教育平台。
高校可以利用智慧教育手段构建创新创业园区、

业人才培养策略，从理念、目标、机制、平台等各方面入手

微型创业基地等创新实践教育平台，
为实践活动的组织奠定基础。

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提供更多智慧型人才。

第三，构建实践基地。高校可以利用智慧教育手段构建创业示范
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第四，构建论坛平台。在智慧教育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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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高校应根据学生的意向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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