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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

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直接推动力。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在一些地

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技术水平仍比较落后；科学研

究质量不够高，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同时，科技

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目前，我国虽

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一个根

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薄弱。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十五年，八大目标： 

三是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
优化。 

 四是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 

二是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

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一是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五是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

突破。 

六是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七是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 

八是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

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十五年，八大目标：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

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

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

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

开创美好未来。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

源的重要结合点。 

        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

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 

 希望同学们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
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 

希望同学们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

密结合起来。(参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

自信心、科学兴趣、提升能力、提高

就业机会和质量) 

 
希望同学们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可行性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高校是科学研究的主基地 

高校是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高校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主渠道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可行性 

雄厚的指导力量 

先进完备的实验条件 

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图书资料 

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实践基地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可行性 

大学生 

科技创新的 

优势 

求知的 

 

渴望 

科研的 

 

渴求 

广泛的 

 

合作空间 

充足的 

 

时间 

活跃的 

 

思维 



挑战杯简介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办于1986年，由共青团中

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中一项具有

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竞赛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  

         竞赛的宗旨：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  

         竞赛的目的：引导和激励高校学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多

出成果、提高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高校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在学术科技上有作为、有潜

力的优秀人才。  

         竞赛的基本方式：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申报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

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参赛。 



挑战杯简介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历届回眸： 

1989年第一届由清华大学承办 

1991年第二届由浙江大学承办 

1993年第三届由上海交通大学承办 

1995年第四届由武汉大学承办 

1997年第五届由南京理工大学承办 

1999年第六届由重庆大学承办 



挑战杯简介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历届回眸： 

2001年第七届由西安交通大学承办 

2003年第八届由华南理工大学承办 

2005年第九届由复旦大学承办 

2007年第十届由南开大学承办 

2009年第十一届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 

2011年第十二届由大连理工大学承办 



挑战杯简介 

参赛资格： 

凡在举办竞赛终审决赛的当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

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中国籍专科生、本科生、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

参赛。  

参赛作品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指导教师（或

教研组）推荐，经本校学籍管理、教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

确认。  



挑战杯简介 

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距竞赛终审决赛当年7月1日前两年内完成的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可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 

        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研究工作，

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

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两人；凡作者超过三人的项目或者不超

过三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 

        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均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体作

品，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专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类进行评审。  



挑战杯简介 

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竞赛中

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含本竞赛主办单位参与举办的其

它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等均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

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大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

文作者限本专科生。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

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科技发明制

作类分为a、b两类：a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b

类指投入较少，且为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

作等。  



创新项目的选题 

来源：理论发展（资料） 

      实践需求（生产实践） 

       ——自选，结合老师科研 



创新项目的选题 

重点：实用性生产实践的需求 

                        可研性——具备相关知识和条件 

安徽省第七届挑战杯： 

一等奖：生命科学学院吴巧等同学的作品： 

            《大水榕快繁体系的构建》 

             植物保护学院钟婷等同学的作品： 

           《黄绿绿僵菌对褐飞虱致病作用与机理研究》， 

“西安世园会”专项竞赛三等奖：经济管理学院方晓同等同学的作品：                     

           《安徽农村户用沼气利用现状、问题与对策》。 



实    例： 

 
植物保护学院钟婷等同学的作品： 

《黄绿绿僵菌对褐飞虱致病作用与机理研究》 

           褐飞虱我国水稻重要害虫，而化学农药控制产生一系
列环境、残留等问题，研究生物制剂的作用机理，为生产
应用提供依据。 

生命科学学院吴巧等同学的作品： 

 《大水榕快繁体系的构建》 

     大水榕是一种名贵观赏植物，大量、高效繁殖优质种苗

困难。研究进行组织培养进行繁殖，为工厂化、规模化、
优质化繁殖种苗，提供了途径。 

 



创新项目的选题 

误区 
广 

深 

“新” 

难 大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研究时间进度 

研究难点和解决途径 

 

 

研究计划和
实验开展 



实      例 

 一种新下盾螨的生物学及生态学习性研究 
 研究动态（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当前考虑到环境生态和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提

倡采取生物防治来进行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其中利用天敌防治害虫
是一个主要方面。捕食螨由于可以做为许多害虫的天敌目前已被大量
研究。其中研究比较成熟的是植绥螨，它世代历期短、捕食量高、易
人工繁殖、田间生活力强，主要用于控制地上有害生物。根据研究新
发现了一些厉螨科的下盾螨能对地下有害生物进行控制，但要投入生
产应用中还需要对它们的生物学、生态学习性有充分的了解。 

       下盾螨属(Hypoaspis Canestrini, 1885) 隶属于厉螨科
(Laelapidae) 的下盾螨亚科(Hypoaspidinae)，是厉螨科中较大的一
个属, 分布遍及各大洲。其中大多数种类营自由生活, 在地表腐殖质
和鼠类身体上较常见,有些种类见于粮仓中、啮齿动物巢穴中, 少数
种类见于甲虫和昆虫体上。目前国内已经发现的下盾螨种类共有62种。
国内目前对下盾螨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发现新种和分类上，而国外也
主要是对尖狭下盾螨（Hypoaspis aculeifer）和兵下盾螨
（Hypoaspis miles）的生物学、生态学习性及应用有相关的一些研
究。...... 



实   例 

 研究方案（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材料、方法和手段，已有研究基础和
预备试验简况） 

1．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1下盾螨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1.1.1下盾螨的孤雌生殖现象和两性生殖生命力各项指标对比 

             取下盾螨的雌后若螨60头，在饲养小室里单头连续饲养，每天
加入足够量的腐食酪螨，每天观察。记录卵、幼螨、前若螨、后若螨
的发育历期，产卵前期，产卵期，产卵后期，产卵量，各个虫态的死
亡率等。（室温25℃，RH74%）。 

            取下盾螨的雌雄后若螨各60头，在饲养小室里单头连续饲养，每
天加入足够量的腐食酪螨，每天观察。在后若螨蜕皮变成成螨的24h
内，将雌成螨和雄成螨放入同一小室里连续饲养，雄螨死亡之后移入
另一只雄螨，保持1:1。记录卵、幼螨、前若螨、后若螨的发育历期，
产卵前期，产卵期，产卵后期，产卵量，各个虫态的死亡率等。（室
温25℃，RH74%）。…… 



实     例   

研究计划和预期研究结果（包含进度安排、预期
结果、可能存在的问题） 

1．进度安排 

           2009年7月-2009年10月查阅相关捕食螨方面
的资料，在实验室建立下盾螨试验种群。 

          2009年10月-2009年11月进行试验设计，准
备试验材料，做预备试验。 

          2009年11月-2010年11月开始试验。 

          2010年11月-2011年3月补做一些相关试验。 

          2011年3月-2011年6月整理数据，进行分析，
撰写论文，申请答辩。 

 



实    例 

2.1预期结果 

          明确这种下盾螨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评价下盾螨对西花蓟马蛹和腐食酪螨、粗
脚粉螨、甜果螨的捕食效果。 

    2.2可能遇到的问题 

          在试验过程中花粉和麦麸可能会发霉，
影响腐食酪螨的生长。 

          解决方法：对麦麸和花粉经常更换。 



成果总结和论文撰写 

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前

言、材料和方法、研究结果、结

论，参考文献。 

数据的汇总 

数据的分析 

成
果
总
结 

论
文
撰
写 



实     例 

茅舍阳厉螨生殖生物学及实验种群生命表的研究 

                                       王蓓蓓 李桂亭  

                     （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合肥 230036 

摘要 

       略（文章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茅舍阳厉螨 生殖生物  温度 生命表  

                                                       前言 

   略（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材料和方法（略） 

结果与分析（略 ） 

结论与讨论 

（略 全文的简要总结，突出研究结果，进行思考和比较） 

参考文献 

 



实   例 



供试虫源： 

腐食酪螨，用玉米花粉和食母生片为食料，放于恒温箱中
饲养盒里进行多代饲养。 

捕食螨用腐食酪螨饲养，饲养盒中放有捕食螨、腐食酪螨、
食母生片和高温灭菌后的麦麸。定期向饲养盒中添加足够
量的腐食酪螨作为食物，在恒温箱里进行多代饲养。…… 

 

二 、 材料与方法 



  孤雌生殖和两性生殖生殖力测定试验方法： 

移入
雄螨 

挑出雌螨 

单头连续饲
养至成螨 RH85%左右，25℃ 

猎物：腐食酪螨 



 
 3.1生物学特性 

采用24h红外摄像的方式继续观察捕食螨是否还存在着直接
产幼螨的生殖方式。 

捕食螨营两性生殖和产雄孤雌生殖两种生殖方式，两种生殖
方式都既可产卵也可产幼螨。  

捕食螨的自残习性偏严重。当猎物不适合或外界环境干扰时
（光照），雌成螨能捕食雄成螨。雌成螨之间存在干扰作用，
严重时造成不取食猎物而饥饿至死 。雌成螨更偏好残食其
幼螨，即使在有适合的猎物腐食酪螨存在时，也能取食刚产
下的幼螨。偶尔，雌螨也取食自身产的卵。  

 

三 、 结果与分析 



孤雌生殖 两性生殖 

历期（d） 历期 (d) 

卵 1.79±0.07 a 1.77±0.08 a 

幼螨 0.85±0.03 a 0.91±0.03 a 

前若螨 3.28±0.18 a 3.29±0.16 a 

后若螨 3.83±0.19 a 3.36±0.17 a 

单雌繁殖总量
（头） 

14.00±1.34 a 8.11±0.60 b 

3.2 两种生殖方式的生长发育与生殖力对比 

孤雌生殖后代均为雄性，两性生殖所产后代雌性比为0.26。孤雌生殖所产后代
发育至雄螨和两性生殖所产后代发育至雄螨的发育历期没有显著差异（表1） 

。…… 

表1  25℃生殖方式对雄螨各个螨态发育历期和单雌繁殖量的影响 



总结： 

 1.茅舍阳厉螨营产雄孤雌生殖和两性生殖两种生殖方式。
后代以直接产幼螨居多，其次为产卵。有自残习性，雌成
螨能残食雄成螨、幼螨和卵，同时雌成螨之间也存在干扰。 

 2. 孤雌生殖所产后代发育至雄螨和两性生殖所产后代发
育至雄螨的发育历期没有显著差异；两性生殖所产后代发
育至雌、雄螨的发育历期中幼螨期差异显著。 

 3.两种不同生殖方式下单雌繁殖总量存在显著差异，孤雌
生殖单雌繁殖总量14头；两性生殖单雌繁殖总量8.11头；
孤雌生殖单雌日均最高繁殖量为0.7头/d/雌，明显高于两
性生殖单雌日均最高繁殖量0.5头/d/雌。 

 

4 小结与讨论 



成果总结和论文撰写 

论文或作品（创新性、实用性、应用前景、效益预测） 

学校机关单位提供的证明 （创作人身份、工作量） 

参赛作品提供的材料： 

专家推荐意见（对作品的评价） 

查新报告（科研部门出具的创新性报告） 



成果总结和论文撰写 

        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

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

开具证明；  

  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

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

响；  

  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

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

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参 赛 与 答 辩 

材料准备 

完整的论文、作品样品； 

辅助材料   原始调查、实验数据，实物，照            

片； 

PPT  清新、简明，同作品协同，条理清楚、
逻辑性好，重点突出，文字表述、图、表
搭配适当，必要时适当的链接（演示）。 



参 赛 与答 辩 

作   者 
 

仪表整洁、仪容端庄、仪态大方、礼貌谦虚、不卑不亢、
着装得体—正装； 

熟悉材料内容、体形直立—不要随意来回走动、目光平视、
适时面向评委和屏幕； 

语速适当，语音清楚，语调适中，语言流畅，表述准确、
规范（术语）； 

时间控制  不能过多提前，不能超时； 

团队配合  PPT 播放，实物演示（准备激光笔、有时需要

两人配合播放）。抓住评委心理，提高评委兴趣
（印象分）！ 

 



参 赛 与 答 辩 

评    委 

 

看材料； 

听演讲； 

提问 感兴趣的问题、有疑问的问题、表述不清楚的问题
（作品的意义、应用前景—范围、价值、效益、难点）； 

答疑 清楚、明了评委的意思，回答简洁、准确、流畅，
（切忌抢答）---对作品的熟悉（参与度），反应、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