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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5000 字以内） 

一、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是我校大学生重要的实验和实践教学基地，承

担全校通信工程、轨道交通控制等 8 个电类专业技术基础类课程的实

验教学和电子工艺实习，其中《电路分析实验》、《模拟电路实验》

和《数字电路实验》3 门课程是实验单开课程。同时，承担全校土木

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 32 个非电类理工科专业《电工学》课程的课

内实验。2016 年完成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验教学近 10 万人时数。 

在完成实验教学的同时，实验中心还积极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也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只

有激发学生的兴趣，才能充分调动其一切潜能，使其积极、主动、愉

快地去学习。2016 年实验中心的具体做法是创新创业教育从新生抓

起，社团科技活动走进实验室。在新生入校之初，通过入学教育、实

验室参观、大学生科技作品展等激发学生潜在的创作热情，让其积极

地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为创新创业教育奠定基础。 

按照大学课程体系设置，新生参与创新教育，需要面对很多问题，

最主要的是缺乏必要的知识支持，我们的做法是通过第二课堂，由指

导教师或者社团技术骨干，为新生开展基础知识普及，同时通过开放

实验，设计趣味制作项目，指导学生边学边做。以下以实验中心新生

开放实验为例做简述。 



首先，在新生入学教育时，选择经典精彩案例向其简要介绍实验

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效果，组织新生参观相关实验室和创新基

地，同时由学生社团负责科技创新作品展。因为新生在中学阶段的物

理学习已经具备了基础的电类知识，在上述活动中通过学生的亲身体

验，能够极大地激发起其兴趣和热情。活动过程中向学生详细介绍第

二课堂中开放实验的参与方式，并进行现场报名，吸引学生积极参与。 

其次，为新生量身打造开放实验项目，包括电子元器件认知、仪

器仪表介绍与使用、焊接练习、电子设计制作基础知识讲座、单片机

开发箱使用以及趣味电子设计制作等内容。根据所选趣味电子设计内

容不同分组管理，每组配高年级学生，起到以老带新的作用；配指导

老师 1 名，起到实验项目设计、组织与指导的作用。 

最后，根据开放实验内容安排第二课堂教学实践和技术交流。包

括指导老师的松香课堂的技术讲座、社团内部技术交流活动、实验室

实践操作训练等内容。电子制作焊接时用松香，故命名大学生课外创

新实践教育培训为“松香课堂”，其指导思想是让松香之味扑鼻，使

设计之思入心，为创新之路引航。 

开放实验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学校和实验中心有关规定进行质

量监控，包括学校学院两级督导、实验中心中期检查和项目结题验收

等环节，保证了项目的完成质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各项目组同学分工协作、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设计制作，形成了自主

式、探究式、合作式的学习氛围，每一个作品的完成都是激励学生继

续创作的动力源泉。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等。 

2016 年实验中心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电子设计类开放实验”16

项，共有 300 余名学生参与；开设“电子信息技术众创联盟实践创新

项目”36 项，共有 236 名学生参与；举办校级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共有 289 名学生参加；举办 2016 年趣味电子设计竞赛，共有 156 名

同学参加。 

在创新项目管理方面，遴选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学校“大学生创新

性试验计划项目”以及甘肃省和国家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2016 年获得省级立项 24 项，国家级立项 15 项。在学科竞赛激

励方面，通过校级各类竞赛评优颁奖，大大调动了学生参与学科竞赛

的积极性，同时遴选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竞

赛，2016 年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16 项，省部级奖励 197 项。以学科竞

赛为载体，实行基于项目驱动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形成了自主式、

探究式和合作式的学习氛围。结合各类学科竞赛，形成了递进式的能

力培养体，如图 1 所示。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增强，毕业生受到用人单

位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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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递进式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二、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2016 年在实验中心大平台的基础上，经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甘改发技［1099 号］）批准，成立了甘肃省集成电路工程研究

中心。经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甘工信发［2016］485 号）

成立了甘肃省微电子行业技术中心，共获得 100 万元的建设经费支

持，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 

承担 Google 教育部产学研项目“Android 系统及应用开发”已

结题。获得甘肃省本科质量工程项目“《电子电路实践》省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正在建设中。承担甘肃省互联网计算应用创新创业众

创空间项目“基于机器视觉的多自由度仿生机械臂”已完成。实验中

心获得校级实验教改立项 4 项，已全部结题。 

2016 年实验中心主持完成的教改成果“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实践

育人优势 提升电子信息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获得省教育厅

级教学成果奖。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2016 年在研省部级以上课题 8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在研厅局级科研项目 16 项，各类横向课题 6 项。通过科研项目为大

学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提供课题来源，支持大学的自主实验和大学

生科技创新训练，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不断地辐射到实验教学中来，支

撑实验室高水平建设，并促进其可持续发展。2016 年“ARMx2+DSP

综合实验设备”获全国高校自制实验仪器评选全国三等奖。 



三、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实验中心目前共有教师 31 人，其中甘肃省领军人才 2 人，博导

2 人，2016 年有 5 位教师晋升副高职称，目前师资队伍学历结构和支

撑结构如图 2 所示。 

 
 

(a) 学历结构 (b) 职称结构 

图 2 师资队伍结构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实验中心一直坚持通过专兼结合的方式组建实验教学团队和大

学生课外科技创作指导团队；通过引育并举、研修交流等方式提升实

验教学队伍的教学科研水平。通过吸引优秀教师加入教学团队，实现

了专兼结合的团队重构，既有效地保证了实验教学和各项实践创新活

动的有序开展，又为团队引入和新的活力，许多乐于奉献、志趣相投、

技术互补的老师一起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营造先进和谐的实践

环境，正是实践育人所需要的良好效果。目前，“电工电子”实验教

学团队被是甘肃省省级教学团队，2016 年“电子信息类专业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团队被评为校级教学团队。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指导教师的作用不容忽视，整个教学体系需

要指导老师的设计与组织，建设好一支稳定的高水平创新创业教育指



导团队是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保证的关键所在。学校明确的课时补贴、

获奖奖励、考核与职称评审认可等政策为我们教学团队建设提供了根

本保障。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既要强调老师的主导作用，也要突出学

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教学团队在各项教学改革中充分考虑学生的需

求和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学生的评价反馈不断完善团队建设，从而形

成了良性闭环促进提升机制，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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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学过程的闭环提升过程 

通过指导学生创新实践，教师也受益匪浅，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同时，为教师教学水平提高和课程建设

做出了贡献。例如，我校教师通过指导学生进行创新项目，在完成过

程中不断优化完善，形成教学案例，2016 年全国高校电工电子基础

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的获得案例均来自于实践创新项目的升

华，其中“基于 STM32 的多自由度机械臂制作”和“基于 AT89C51

单片机的光感智能遥控窗帘控制系统设计”获得一等奖。同时，实践

教学案例的制作进一步丰富了“电子电路实践”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的建设内容。此外，教师指导创新实践项目，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

实验教学平台，例如实验中心自制的“DSP/ARM 综合实验箱”和

“FPGA/EDA/SOPC 综合实验箱”均由指导老师和学生共同设计制作



完成，“基于 STM32 和 FPGA 的应用型机器人教学实验平台”也来

源于学校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1、信息化资源建设情况 

建设了兰州交通大学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中心网站、《电子电路

实践》国家精品课程网站、《电子电路实践》等省级精品课程网站，

提供了丰富的网上教学资源，包括实验教学录像，软硬件工作平台，

多媒体课件等。创新园地中介绍了科技创新项目的申报流程、开放信

息等，可下载常用芯片资料、竞赛信息等。中心公告及时公布教学情

况与重大新闻。同时可实现局部远程教学，加强了师生教学互动，促

进了学生自主学习。 

不断丰富网络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教学内容更新以及教材建设，

形成立体化的教学内容体系。中心非常重视立体化教学内容体系的搭

建，将基础课程教材、实验指导书、实验课教材等配套建设，自编了

系列实验指导讲义、出版了系列实验教学教材。加强计算机教辅软件、

多媒体软件、电子教案、教学资源库的配套建设，中心及精品课程网

站开放的教学资源包含了电子电路实践课程教学中使用的所有教学

资源，其中有 17 个教学录像，72 个实验项目多媒体课件，常用软件

下载区等内容；课程教学建设包括实践项目，教学大纲，实验教材，

实验设备等，建设了比较完善的网上辅助教学系统。 

 



2、平台建设 

2016 年，省教育厅和学校共投资 122 万元完成实验中心电路分

析实验室和电工电子创新实践育人基地改造。同时继续密切校企合

作，与甘肃省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兰州新区、兰州交大科技园等多家

众创空间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2016 年 TI 大学计划年会上，兰州交

通大学-TI 联合实验室被评为优秀联合实验室。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中心一直坚持开放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日趋完善，仪器设

备得到充分利用，深得学生的欢迎与好评。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改革

等情况。 

实验中心自建立以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2016 年

接待来自伊森科技大学、马其顿信息科学与技术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陇东学院等国内外高校交流访问、教育部工程专业认证专家以及省市

级领导调研考察等各类访问 600 余人次。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一）有关媒体对示范中心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资料。 

1、甘肃日报 2016 年 11 月 22 日 在那创客成长的地方——兰州

交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见闻”报道：“兰州交大是一所以理工类见长

的高校，创新实践能力是学校一直在学生教育中提倡的。从 2007 年

开始，学校就在本科生教育中设置了 4 个学分的创新创业学分，设了

创业基础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企业运营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兰州交



大也鼓励学生通过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各类学科竞赛提高自己的创新

能力。” 

 

2、兰州晨报 2016 年 10 月 11 日报道：“一所省属院校在众多 985、

211 高校阵营突围，兰州交大就业率把一些名校甩在身后” 

 



（二）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视察示范中心的图片及说明等。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下午，甘肃省副省长黄强、工信部产业政策

司副巡视员罗俊杰，省工信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厅、省

政府国资委、团省委等以及相关协会负责人参观实验中心。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上午，省工信委党组书记、主任臧秋华，省

教育厅科技处王怡，省科技厅高新处宋非凡，省文化厅产业处副处长

田爱军，省政府国资委规划发展处调研员常守斌，共青团甘肃省委学

校部部长杨成等参观实验中心 。 

2016 年 5 月 11 日上午省委巡视组组长白明、省委巡视办副主任

李晓林，省委第三巡视组正厅级巡视专员俄振江，副组长李玲霞，副

厅级巡视专员任宏业等参观实验中心 。 

（三）其它对示范中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等。 

学生优秀作品参加 2016“兰洽会”——中国西部创客节展示和

2016 年甘肃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展示，获得与会者好评。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信息化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实验中心自 2008 年启用了实验室智能化综合管理系统，为开放

式自主实验教学提供操作平台。但近年来，实验室的全面开放实施和

参与学生的不断增加，旧系统已不能满足目前中心管理的需要，有待

进一步完善改造中心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 

2. 实验中心科研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实验中心教师主要以教学型教师为主，整体科研能力还不够强，

今后我们将更加注重教师科研素质的培养，努力提升实验中心整体科

研水平。 

3. 实验中心对外交流需要进一步加强 

实验中心对外交流还不够，特别是在示范中心系列交流会议上发

声太少，没能广泛宣传自己的，限制了自己辐射示范作用的体现。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甘肃省教育厅和学校对示范中心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学校建立

了由校长负责、教务处和实验室管理处分管、院系为基础、各职能部

门协调配合的“质量工程”建设组织体系。目前，已形成了“质量工

程”领导小组统一编制规划和组织协调、教务处负责全面组织实施，

各学院负责具体实施的运转模式和制度。 

把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作为重点建设项目列入学校“十三五”

事业发展规划中。实验教学是保证和提高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

要环节，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铁路高校和较早设置的工科大学，我校

始终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教育教学的核心工程，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

重视实验、崇尚实践的优良办学传统与特色。学校将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等对待，主管教学副校长直接领导，

进行决策和宏观调控，并将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作为重点项目纳入学校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中。 

对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给予政策倾

斜。学校非常重视质量工程项目的建设，对已获准立项的国家级、省

级 “质量工程”项目，强调要按照项目建设标准集中精力加强建设，

确保顺利通过评估验收。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给予政策倾斜和

经费倾斜，例如：每年为中心提供专项建设资金、科技创新资金、实

验室运行费、实验用零小材料费等经费支持；对中心的教学改革立项

重点支持；中心人员单独定编，给予政策倾斜，确保了中心各项建设

内容的顺利实施，使中心的内涵建设得到持续的提升。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2017 年，中心将坚持精心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1）进一步发挥教学团队作用，以学生双创教育为中心，做好

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结合 2017 年学校人才培养计划修订工作，

做好大学生电子设计与制作类创新教育，扩大双创教学覆盖面，继续

优化电子设计创新类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做好 2017 年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和各类学科竞赛的相关工作。 

（2）继续加强中心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搭建实验中心管理云

平台。加强信息化资源的建设，做好《电子电路实践》省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的建设。 

（3）在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教学计划的同时，继续推动教学体系

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不断更新实验项目和内容，提高综合性实验项

目和创新创业类实验项目的比例，鼓励教师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改立

项研究，组织教师参加第四届电工电子实验教学案例竞赛。 

（4）继续完善中心平台建设，完成“高频电子技术”实验室改

造；结合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的实际工作，完善电子设计与制作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的建设。 

（5）针对 2016 年颁布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

开始全面落实其中的工作要求，细化中心各项工作。 

 



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所在学校名称 兰州交通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甘肃省教育厅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sci.lzjtu.edu.cn/ddsyzx/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西路

88 号 

邮政编码 730070 

固定资产情况 总值 1282 万元 

建筑面积 4100㎡ 设备总值 1209 万元 设备台数   1809 台 

经费投入情况 电路分析实验室改造：65 万元； 

电工电子创新实践育人基地改造：57 万元； 

实验中心运行费 10 万元； 

实验中心维持费 3 万元； 

实验中心零小材料费 3 万元。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 

138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138

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

主管部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1  通信工程 2013 151 1208 

2  通信工程 2014 197 9456 

3  通信工程 2015 225 3600 

4  电子信息工程 2014 45 1710 

5  电子信息工程 2015 50 1600 

6  电子科学技术 2015 78 1248 

7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14 103 9886 

8  物联网工程 2014 61 1952 

9  物联网工程 2015 47 752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 139 1112 

11  电气工程 2015 200 3200 

12  电气工程 2014 191 4584 

13  电气工程 2014 161 2576 

14  轨道交通控制 2015 258 4128 

15  轨道交通控制 2014 210 8400 

16  自动化 2015 90 1440 

17  自动化 2014 113 2712 

18  自动化 2014 102 1632 

19  应用物理 2014 41 656 

20  土木工程 2014 596 4768 

21  交通工程 2014 124 992 

2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015 156 1248 

23  交通运输 2015 304 2432 

24  环境科学 2014/2015 109 872 

25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4 109 872 



26  环境工程 2014 97 776 

27  测绘工程 2014/2015 115 920 

28  工程管理 2014 103 824 

29  工程造价 2014 64 512 

30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14 160 1280 

31  水利水电工程 2014 118 944 

32  车辆工程 2015 430 6880 

3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4 144 2304 

34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4 109 1744 

35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4 39 624 

36  料科学与工程 2014 48 768 

37  工业工程 2014 49 784 

38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4/2015 302 2416 

39  机械电子工程 2015 114 912 

40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2014/2015 121 1452 

合计 5873 96176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117 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66 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3 门 

实验教材总数 9 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1 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

验教材：由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

专业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16 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13 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0 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

项目的全国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

通讯作者或指导老师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

心固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有人。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甘肃省集成电

路工程中心 

甘改

发技

［10

99

号］ 

王永顺 

伍忠东、

汪再兴、

张彩珍、

吴蓉、梁

龙学、刘

春娟等 

2016.10-2

020.10  

 

50 a 

2 
甘肃省微电子

行业中心 

甘工

信发

［20

16］

485

号 

王永顺 

伍忠东、

汪再兴、

张彩珍、

吴蓉、梁

龙学、刘

春娟等 

2016.10-2

020.10  

 

50 a 

3 

教育部产学研

项目/Android 

系统及应用开

发 

G20

15 
伍忠东 

杜永文、

彭建盛、

陈超、曹

博、王军、

王婷 

2016.01-2

016.09 
4 a 

4 

本科质量工程

项目/《电子电路

实践》省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 

甘教

高

[201

5]35

号 

蒋占军 

李积英 

姚晓通 

宫玉芳 

李攀峰 

张文婷 

刘  虎 

陶小苗 

2016.01~2

017.12 
1.5 a 

5 

甘肃省互联网

计算应用创新

创业众创空间

项目/基于机器

视觉的多自由

度仿生机械臂 

1505

JTC

A00

7 

蒋占军 姚晓通 

刘亚龙 

戈雅帅 

2016.06~2

017.06 

1.5 a 

注：（1）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理部门

下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文件

的文号。（3）负责人：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

其中研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

示范中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别：分为 a、b 两类，a 类课题指

以示范中心为主的课题；b 类课题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它单位研究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参数化的

粘性形态学分

水岭理论方法

及其在医学肿

瘤分割中的应

用研究 

6126

1029 

王小鹏 王 耀 琦 ,

杨燕 

2012.01-2

016.12 

40 a 

2 

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静电感应

晶体管栅源击

穿电压的提高

与关键工艺研

究 

6136

6006 

王永顺 吴 蓉 , 张

彩 珍 , 刘

春 娟 , 梁

龙 学 , 吴

小 所 , 侯

越 , 井 冰

洁（学）

等 

2014.01-2

017.12 

44 a 

3 

甘肃省项目/高

压高频大功率

埋栅型静电感

应器件(SIT)的

研制 

2130

48 

汪再兴 孙 春 霞 ,

冯 晶 晶 ,

刘 春 娟 ,

梁 龙 学 ,

吴 小 所 ,

李攀峰 

2013.06-2

016.12 

20 a 

4 

甘肃省项目/分

布式移动通信

系统中多用户

调度算法及其

渐进性能研究 

145

RJZ

A20

6 

张华卫 蒋 占 军 ,

鲁 怀 伟 ,

李 楠 , 李

攀峰 

2014.7-20

16.12 

3 a 

5 

甘肃省项目/电

磁谐振式无线

充电技术的研

究 

145

RJZ

A13

3 

吴蓉 吴 小 所 ,

孙 春 霞 ,

梁龙学 

2014.7-20

16.12 

3 a 

6 

甘肃省项目/机

器视觉技术在

铁路轨道障碍

物检测中的应

用研究 

2015

A-0

57 

李积英 杨 艳 春 ,

李 珺 , 杜

晓 刚 , 王

阳 萍 , 赵

贺 

2015.7-20

17.12 

1 a 

7 

甘肃省交通流

量数据采集和

检测技术研究 

2016

B-02

7 

候越 杨 燕 , 赵

贺 , 安 妍

珺 , 董 志

航（学）,

熊超（学） 

2016.07-2

018.12 

 a 



8 

甘肃省项目/硅

基集成化新型

光学逻辑器件

的研究 

2016

A-0

20 

刘春娟 吴 小 所 ,

王 永 顺 ,

吴蓉 

2016.10-2

018.10 

2 a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 

（三）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

以证书为准。（3）完成人：所有完成人，排序以证书为准。（4）类型：其它等

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

类别：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

其它。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

中心与其它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

人；第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

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它。（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号 论文或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版社

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类型 类别 

1 

Na/Mg 共掺 ZnO

薄膜的溶胶-凝胶

法制备及特性研

究 

张彩珍; 

陈永刚; 

刘肃; 

王永顺 

半导体技术 
2016 年 07 期： 

547-550 

国内

重要

刊物 

a 

2 

用于低相位噪声

LC VCO 的低噪

声可调LDO的设

计 

梁龙学; 

史亚盼; 

谷江; 

卢东旭 

半导体技术 
2016 年 11 期： 

816-821 

国内

重要

刊物 

a 

3 

宽温度范围高精

度带隙基准电压

源的设计 

王永顺； 

崔玉旺； 

赵永瑞； 

汪再兴； 

刘倩 

固体电子学

研究与进展 

2016 年 01 期： 

54-59 

国内

重要

刊物 

a 

4 

CMOS 半加器电

路鲁棒性设计 

刘春娟; 

徐晓瑞; 

杨超山 

兰州交通大

学学报 

2016 年 03 期： 

68-71 

国内

重要

刊物 

a 

5 

无线智能型避雷

器在线监测装置

的研究 

姚晓通； 

王记荣； 

蒋占军 

高压电器 

2016 年 11 期: 

95-101 

 

国内

重要

刊物 

a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5%bd%a9%e7%8f%8d&scode=07918374;07917618;07905909;11157018;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99%88%e6%b0%b8%e5%88%9a&scode=07918374;07917618;07905909;11157018;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8%98%e8%82%83&scode=07918374;07917618;07905909;11157018;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6%b0%b8%e9%a1%ba&scode=07918374;07917618;07905909;11157018;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a2%81%e9%be%99%e5%ad%a6&scode=08547109;35979836;32442509;32094096;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f%b2%e4%ba%9a%e7%9b%bc&scode=08547109;35979836;32442509;32094096;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0%b7%e6%b1%9f&scode=08547109;35979836;32442509;32094096;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d%a2%e4%b8%9c%e6%97%ad&scode=08547109;35979836;32442509;3209409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b0%b8%e9%a1%ba&code=11157018;34495940;32442510;24129972;2252841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4%94%e7%8e%89%e6%97%ba&code=11157018;34495940;32442510;24129972;2252841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b5%b5%e6%b0%b8%e7%91%9e&code=11157018;34495940;32442510;24129972;2252841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b1%aa%e5%86%8d%e5%85%b4&code=11157018;34495940;32442510;24129972;2252841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88%98%e5%80%a9&code=11157018;34495940;32442510;24129972;22528415;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8%98%e6%98%a5%e5%a8%9f&scode=07917752;35352594;35352595;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e%90%e6%99%93%e7%91%9e&scode=07917752;35352594;35352595;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a8%e8%b6%85%e5%b1%b1&scode=07917752;35352594;3535259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a7%9a%e6%99%93%e9%80%9a&code=07918336;31067951;2181223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8%ae%b0%e8%8d%a3&code=07918336;31067951;2181223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92%8b%e5%8d%a0%e5%86%9b&code=07918336;31067951;21812231;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及

一般教材不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

刊物，外文专著、中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并在类型栏中标明。单位为篇或册。

（2）国外刊物：指在国外正式期刊发表的原始学术论文，国际会议一般论文集

论文不予统计。（3）国内重要刊物：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的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 (http://www.las.ac.cn), 同时可对国

内发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容的论文重

复。（4）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5）中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

作，不包括译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6）作者：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

序为准。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 

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 字以

内） 

推广和应

用的高校 

1 

ARMx2+D

SP 综合实

验设备 

自制 

系统采用三 CPU 结

构，ARMx2 和 DSP

相结合进行嵌入式

系统和数字信号处

理的综合实验。能让

学生非常清楚的了

解 DSP 系统和 ARM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

构成。支持电子信息

类专业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课程实验、课

外开放项目及科技

制作等。 

DSP 处理器和

ARM 处理器在

一个系统中同

时工作，充分体

现了未来电子

产品的设计思。

2016 年获得第

四届全国高等

学校自制实验

教学仪器设备

评选全国三等

奖。 

兰州交通

大学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

备进行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

设备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列举 1－2 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3 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2 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5 篇 

省部委奖数 2 项 

其它奖数 7 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以外的其它国内刊物，只填

报原始论文。  

http://www.las.ac.cn/


四、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1 伍忠东 男 1968.07 教授 主任 管理 硕士 

甘肃省领

军人才，

2009 年 

2 蒋占军 男 1975.04 教授 副主任 管理教学 博士   

3 张华卫 男 1980.01 高工 
办公室

主任 
管理教学 硕士   

4 王永顺 男 1957.12 教授   教学 博士 
博导，

2015 年 

5 王小鹏 男 1969.04 教授   教学 博士 

博导，

2016 年，

甘肃省领

军人才，

2009 年 

6 吴  蓉 女 1968.06 教授   教学 学士   

7 杜丽霞 女 1968.12 教授   教学 硕士   

8 胡亚琦 男 1963.01 教授   教学 学士   

9 张彩珍 女 1972.06 教授   教学 博士   

10 李锦屏 女 1969.01 教授   教学 硕士   

11 李积英 女 1976.08 教授   教学 博士   

12 孙春霞 女 1966.02 副教授   教学 学士   

13 周庆华 女 1971.09 副教授   教学 学士   

14 姚晓通 男 1972.06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5 苗新法 男 1979.02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6 梁龙学 男 1965.09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7 汪再兴 男 1978.06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8 贾君霞 女 1975.04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9 彭静 女 1981.03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20 王全宇 女 1967.06 副教授   教学 学士   

21 候越 女 1979.01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22 赵贺 女 1980.09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23 曹岩 男 1982.01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24 宫玉芳 女 1978.05 高工   教学 硕士   

25 吴小锁 男 1981.11 讲师   教学 硕士   

26 张文婷 女 1983.10 工程师   教学 硕士   

27 李攀峰 男 1981.01 讲师   教学 硕士   

28 化晓茜 女 1980.11 讲师   教学 硕士   

29 刘虎 男 1983.06 讲师   教学 硕士   



30 陶小苗 女 1985.11 讲师   教学 硕士   

31 程小阳 女 1984.03 工程师   教学 硕士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示范中心编制的人员。（2）示范中

心职务：示范中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它，

从事研究工作的兼职管理人员其工作性质为研究。（4）学位：博士、硕士、学

士、其它，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统计为硕士，“文革”前

毕业的本科生统计为学士。（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瞿莉

丽 
女 1982.10 讲师 中国 

兰州交通大

学自控所 
其它 

2016.1-2016.

12 

2 
葛立

明 
男 1986.06 讲师 中国 

兰州交通大

学自控所 
其它 

2016.1-2016.

12 

注：（1）流动人员：包括“访问学者和其他”两种类型。（2）工作期限：在

示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三）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没有

成立的可以不填）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参会次数 

1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

专家。（2）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

指导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sci.lzjtu.edu.cn/ddsyzx/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10 万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6577Mb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1100Mb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16 项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张华卫 

移动电话 13919338766 

电子邮箱 zhanghuawei@mail.lzjtu.cn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1.参加示范中心联席会活动情况 

所在示范中心联席会学科组名称 电子学科组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9 人次 

2.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参加人数 时间 类型 

1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

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3.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实

践育人优势，提升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蒋占军 

全国高校实验教学

改革与示范中心内

涵建设交流研讨会 

2016.07.23 西宁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4.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参赛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2016 年甘肃省

首届高校网络

安全攻防大赛 

156 伍忠东 教授 6.26 2.0 

2 

2016 年兰州交

通大学电子设

计竞赛 

289 张华卫 高工 11.1~11.31 1.5 

3 

2016 年兰州交

通大学众创联

盟创新专项赛 

236 张华卫 高工 3.20~11.20 3.6 

4 
2016 年趣味电

子设计竞赛 
156 张华卫 高工 5.1-5.31 1.0 

注：学科竞赛：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5.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号 活动开展时间 参加人数 活动报道网址 

1 2016.5 300 电子设计与制作协会科技活动周 

2 2016.9 1100 实验中心新生开放日 

6.接受进修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单位名称 起止时间 

1      

2      

注：进修人员单位名称填写学校，起止时间以正式文件为准。 

7.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2016 年 Google

师资培训与课

程建设第四期

“移动应用开

发”研讨班 

35 伍忠东 教授 2016.09 4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1100 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0 0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