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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nterdependent, mutually
promoting and non-separab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quality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basic guarantee to ensure higher level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combine the author’s
and his colleagues’ experience of cultivating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work during those years, and discuss the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of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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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提高教学
质量和科研水平。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对本科生进行科研素质的培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确
保更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本文将结合作者自身及周围同事几年来在教学工作之余培养本科
生参与科研的经历，谈谈培养本科生科研素质的体会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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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一般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
实验等一系列的活动。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大学生科研活动主要是指大学生课外
参加与专业紧密联系的学术交流、社会实践、课题研究、论文撰写等活动，它对培养大学生的优秀品格、
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科学思维，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知识结构和自学能力，提高应用外语能力和信息技术能力等等。培养本科生科研素质是无论在哪个时期，
哪所高校，都是高等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更多的青年学生走进了大学校门，
但大学生量的增加不应产生质的下降。国家建设创新型社会更需要人才的支持，培养大学生科研素质目
的不仅仅局限在培养科研人才，而是通过科研能力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资料、数据分析、独立思考、团
队协作等能力，从而促使其形成系统的理性思维，在今后的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有较强的竞争力[1]。
科研素质包括科研意识、科研兴趣、科研能力、科研习惯、科研实践、科研技艺等等很多内容，但
最重要的要素应当是科研意识、科研方法和科研精神三个方面[2]。科研意识是指积极从事科研工作的动
力，潜心捕捉和研究问题的探求欲，即“想不想做研究”，这是科研素质的基础；科研方法是指掌握如
何设计实验方案，开展实验研究、进行测量统计、撰写学术论文等方面的具体方法，即“能不能做研究”，
这是科研素质的核心；科研精神则是指勇于探索、甘于寂寞、敢于创新、不怕失败等优秀品质，也即“适
不适合做研究”，这是科研素质的内涵。
本文将结合作者自身及周围同事几年来在教学工作之余培养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经历，谈谈培养
本科生科研素质的体会与思考。

2. 科研意识的培养
科研意识是指积极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是科学研究者探究、认识未知事物的主动性。既然意识带
有一种主动性，笔者认为科研意识的培养最重要的就是兴趣。
兴趣是学生自觉开展一切活动的无穷动力，大学生对待科研的兴趣十分重要。日本的教育心理学家
田崎仁认为：“兴趣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也就是说兴趣作为一种认识倾向，是建立在一定的认知之
上的，无知便无趣。所以，作为老师要始终倡导把科研理念的灌输和科研意识的强化贯穿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应当让学生对科研有认知，告诉他们科研是做什么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完成什么，有怎样的乐
趣，目的是什么，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专业课程讲解自己的研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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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讲述学术研究的乐趣，也可以向学生发问，调动其积极性和思考能力。目前的课堂教学注重基础知
识的传播，忽略了学术的传播，教师作为教育第一线的人员，应当为学生提供科研思路，激发积极性和
兴趣，也可以将一些科研学术中有争议的问题抛给学生，鼓励学生讨论、思考，调动学生积极参与。作
为学校，要鼓励学生参与专题学术讲座、学术交流以激发学生科研兴趣。我校每年都会邀请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来校进行专题讲座或学术交流，这些都是增长知识的好机会。学生从中可以领略学者的风采和
科研的魅力，了解最新的科研动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升他们对于科研的兴趣，强化学生的科
研意识。

3. 科研方法的培养
科研方法是在具备了一定的科研意识的基础上经过培养和实践锻炼而形成的。一般来说，强烈的科
研意识可以促进形成科学的科研方法，而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又会提高对科研的兴趣，强化科研意识[2]。
本科生参与科研的途径有多种，主要包括课堂教学、课题研究、毕业论文(设计)、实习及社会实践、
实验实训、学术报告等[3]。通过这些科研实践，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和能力，同时可以在教师的引
导下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下面将阐述几种重要的方法。
第一，文献的检索与阅读方法。文献的检索与阅读是进行科研工作的基本技能[4]。本科阶段安排有
文献检索理论课程，学生对文献检索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和了解。同时，我们每年会邀请或安排文献检索
能力强的硕士学生帮忙安排至少一次文献检索与阅读的专题授课，详细介绍目前对于文献检索的资源和
常见的几种方法，重点介绍我校电子图书馆现有免费开放的文献数据库和检索方法。通过实际操作及 PPT
演示让学生熟悉和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同时，学习结束后安排一个课题，让学生自行上网
查询相关文献，阅读文献，并汇总出目前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或者写出一篇有关的文献综述。此方法
对培养本科实习生文献检索与阅读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还能很好的了解相关学科和领域的最新研究进
展。
第二，研究课题的选择方法。在指导学生选题时，我们要求学生牢牢把握选题的重要性、可能性和
现实性原则[5]。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体现在是否有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可能性体现在所提出的
科学思想是否与现有的知识相矛盾，是否可能获得有意义的结果；现实性则是指是否有现实可行的而又
可望成功的具体研究方案。
第三，科学的实验方法。材料科学工程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一方面，我们的大部分研究课题
属于应用基础课题，直接面向生产实践，最终目标是实现金属材料的工业化生产；另一方面，材料科学
工程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大部分研究结果必须、也只能从实验研究中获得。因此，实验设计是否
合理、实验操作是否正确、实验结果的分析测定是否可靠、实验数据的归纳推理是否科学，直接影响最
终论文的质量。我们强调“实验设计要有明确目的，实验操作过程要透彻了解所使用技术的原理，实验
记录要忠实而详细，实验结果要有统计分析并能够被重复”，在这一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开展实
验研究的能力[5]。学生应当具有的另一个重要能力是如何从实验数据这些“现象”中抽象出科学结论的
“本质”内容。我们通过定期的学术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习指导老师分析数据和归纳总结的方法，
然后独立思考，达到对某些问题“顿悟”的效果，并进而提出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思路。
第四，论文的写作方法。在论文撰写之前，教师告诉学生怎样的论文才是一篇好论文；在论文撰写
的过程中，教师指导研究生如何掌握构思要点、基本撰写方法和技巧，如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如
何避免常见错误，并提高论文的可读性；在论文完成之后，教师要求研究生按“条理是否清楚？语言是
否简单、平实、明确、直接？是否容易理解？是否正确、准确地使用了语言？”这四个要求来检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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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研精神的培养
与科研意识和科研方法相比，以勇于探索、甘于寂寞、敢于创新、不怕失败等优秀品质为主要特征
的科研精神，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非智力因素[2]。为什么把科研精神视为科研素质的内涵，主要原因在
于科研精神对科研工作具有动力作用、定向和影响作用以及维持和调节作用。激发学生的科研精神，不
仅能帮助学生克服科研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而且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产生积极的影
响。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科研精神呢？作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由于教师所表现出
来的情感、性格、动机、意志品质等对学生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只有教师自身具备了科研精神，才
谈得上去激发学生的科研精神；其次，指导教师要经常与学生进行交流，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学生的行
为。我们研究室举行讨论会时，教师经常会向同学介绍一些研究室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展望材料科学的
未来，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以积极、进取、务实的态度对待研究工作；再次，由于心理脆弱是当代大学
生的一个通病，并且从事科研工作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所以指导教师要特别重视培养学生正确对待
困难和挫折的态度。每当同学在研究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指导教师们都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他们，
帮助他们分析实验设计和具体操作中的得与失，在反复的失败和成功中磨炼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

5. 总结
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提高
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对本科生进行科研素质的培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也
是确保更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6]。本科生通过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活动能够了解本学科的
前沿理论，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获得分析、整理信息的能力和获取知识的方法，
进而可以提升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因此加强对本科生科研素质的培养是确保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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