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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accelerating replace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education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link for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of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training at home and abroad.
In view of the problem of the inadequac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t present, we
set up the course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course teaching, the ability of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knowledge logic and
problem solving,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cul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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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中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创新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十分重视的环节。为了改善研
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生创新培养的优缺点，针对当前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
问题，开设了《科技创新思维与方法》课程。通过课程教学，培养了研究生进行知识重组与整合的能力、
构建知识逻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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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已经完成了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同时正逐步从“中国制
造”转型为“中国创造”。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如何有效地培养出创新思
维强的学生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1]。创新思维一种以新颖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可以以非常规的方法和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新颖、独到
和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而研究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更应具备良好的创新思维和丰富有效的创新方
法。国内外都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开展研究探讨。国外的创新教育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首先在美国得到
重视，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英国和日本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教育模式。MIT 作为美国创新
教育的代表，强调课内外学习相结合，营造整体最优环境。英国人强调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释放人的
创造能力，要培养“骨髓中都充满未来思想和未来意识的人”和“世界一流创新人才”。东京大学在创
新能力培养方面考虑未来社会需求，信息社会特色等。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创新教育，起步较晚，
但自提出以来，政府和各高校均十分重视教育的创新和改革。“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中提出，
要以培养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作为高等教育新的价值取向[2]。我们从 2013 年开始酝酿和准备计划素材，
从 2015 年批准并开始讲课，及时开设了《科技创新思维与方法》课程。该课程通过教师的讲解发掘研究
生的创新思维，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结合实际介绍科技创新的方式方法，进而使研究生在进行相关
科学研究时，对问题有更宏观的认识和更多样的理解。

2. 国内外研究生培养分析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特征就是创新，而研究生是经济时代的中坚力量，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直接
影响到高校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水平[3]。以英国为例，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在这里攻读研究生学位，除了考
虑到其教学语言是英语外，英国大学的教育模式中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4]。主要原
因有三点：一是英国大学深刻认识到学生优秀的创新能力是维持其在国际竞争中地位中的重要原因。二
是英国政府通过学术研究评估为学校分配资金资助，而评估的标准就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创新程度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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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高校通过为企业提供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而获得报酬，这就要求学生具备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在
寻找优良的研究生创新培养机制的过程中，国外代表性的研究如 Lanser [5]提出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应该
不仅是教和学的关系，更是一种合作关系，学生和导师要加强在创新思考和研究方面的合作[6]。此外，
Sara Delamont [7]和 Peluchette [8]认为集体指导在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具有较好效果。
自建国以来，我国大力支持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使得我国在学科建设和创新团队建设方面取得
了突出成就，科研创新能力逐年提高。如“十五”期间，全国高校共发表论文 146.3 万篇，其中国际三
大检索论文 17.6 万篇；科学技术发明奖 64 项，占全国可公布授奖项目总数的 64.40%；科学技术进步奖
433 项，占全国可公布授奖项目总数的 53.57% [9]。2007 年至 2017 年(截至 2017 年 10 月)我国科技人员
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 1935.00 万次，与 2016 年统计时比较，数量增加了 29.9%，超越英国和德国前
进到世界第 2 位。其中，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连续第七年排在世界第 2 位。
以 SCI 数据库为例，2016 年收录中国科技论文为 32.42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17.1%，所占份额提升了 0.8
个百分点。虽然研究生创新能力在逐步提高，但高校的创新培养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
1) 研究生的创新意识不强，不知道如何提高创新思维模式。
2) 研究生的创新意识自我培养匮乏，有畏惧解决难题的思想，缺乏创新精神；
3) 重视所完成科研项目的任务指标，不重视完成任务时创新方法，创新导向不明确；
4) 研究生的创新实践方法偏弱，跟随性研究做得多，探索新的方法少。
针对这些问题，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研究，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如段辉等[10]认为，通过
调整课程设置、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等方法来发挥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杨立敏[11]
提出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构建系统性、互动性和层次性相结合的高校学术交流平台，从而最
大限度地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李祖超[12]通过研究发现，要提高理工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需增
强其科研实践参与的多样性、系统性和内生性。
国内外如此重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就是因为只有具备创新能力的研究生才能不断更新和进步，
才能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本门课程开设的初衷正是如此。

3. 培养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教学内容选材
要培养有创新能力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密切的师生之间讨论研究的过程。因此，本
课程在内容上不局限于科研本身，教学内容非常广泛，不拘泥于介绍创新思维与方法，更多的是通过教
师的讲解，为同学们开拓视野，并与同学们进行充分地讨论与交流[13]，从而发掘学生的创新潜力。
课程的教学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1) 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发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结合实践经验介绍当今时代大背景下的热门行业
和新兴产业。关注最前沿的科学突破、最新潮的科技热点，聚焦信息技术、新型能源、航空航天与人工
智能等前沿领域，用鲜活的故事记录当下的创新实践。并以南洋理工大学成功的创新转型为例，讲解高
校–政府–企业的关系。
2) 技术创新的典型模式。讲解美国 R&D 联合体模式，日本引进与开发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和台湾整
体输入型模式等等。为了激发学生的听课热情，以苹果公司为例，对其高成长发展做出了深入的探析，
并让学生介绍自己所了解到的创新模式。
3) 具体学科的研究案例。主要针对本校和本学院的典型创新成果进行介绍，拉近学生与高水平创新
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例如本学院往届的一位学生在无人机还未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创新性
地制造出一台民用的无人机，并获得了创新大奖。
4) 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根据教师的亲身经历，讲解如何从生活中得到灵感，从身边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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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启发。例如随身携带一个记事本，当有新的想法时可以随时记录下来，在之后可以得到应用，甚至
有时候梦境中的一些奇思妙想都会启发自己之后的科研工作。
5) 方法和体系的介绍。结合实践经验讲解科技创新的具体方法和科技创新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创新方法有很多，本课程详细地讲解了 TRIZ 理论法、头脑风暴法和模仿创新法，其他方法作简要的
介绍。
本课程既考虑了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也考虑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研究生的层次以及个性化发展，
有利于培养研究生进行知识重组与整合的能力、构建知识逻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行科技创新的
能力。

4. 提高学生认识的创新教学方法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教学思想的转变，高校对研究生课堂教学中的创新培养越来越重视，许多先
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也得到了应用，但总的来看，当前研究生课堂教学方法仍存在许多突出问题[14]：
1) 教学方法缺乏探索性。
2) 课堂教学互动模式缺乏学生主动性。
3) 虽有翻转课堂、慕课等探索模式，但对研究生的主动性如何真正调动少有探索。
本课程针对这些问题，始终把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放在首位，确立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实施以问
题研究为中心的案例式教育，采取启发式、研讨式和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
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多采用实例介绍的方式。例如在讲授模仿创新法时，
列举了实例：根据受激单面湿板模型，创造性地提出双面湿板模型。在讲授 TRIZ 理论的组合法时，介
绍了将盲源分离方法从信号处理领域引入到机械故障诊断当中的例子等等。而在课堂讨论的过程中，为
了让学生深刻领会创新理论直至应用，将学生分成多个讨论组，l 组 4~5 人，并选定组长，在课堂上合适
的时间留 10 到 15 分钟进行分组讨论，组长负责记录讨论结果。然后每次上课轮流选 3 到 5 组进行讲解，
教师负责对每一组的讲解进行点评和指导，课后上交讨论的书面结果。
通过对学生上交的讨论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合作性不强。虽然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对问题的分析，但是大部分学生仍然是独自完成。
2) 分析内容不足。在上交的材料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以罗列为主，分析的内容不足。在发现这些问
题后，教师及时提醒了学生，鼓励学生对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并要求每位组长对各组成员的发言进行
详细记录，作为评分标准之一。
在之后的讨论中，发现效果有明显改善，几轮的课程教学过后，学生的创新能力有较大提高。教学
实践结果表明，只有充分的交流和深入的分析，才能深悟创新之道。

5. 教学效果案例与比较分析
本课程开设在研究生一年级的上半学期，就是希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快速掌握科技创新方法，
并运用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当中。通过近几年的课程教学发现，学生们对本课程的评价很高，大多数学生
认为本课程新颖有趣，作业负担小，能从中得到启发，非常适合刚入学的研究生。
例如：调查了解到本学院的研究生的科研进展得知，在 2017 学年选修过《创新思维与方法》的 67
名学生当中，有近 40 名学生在第一学期就已经完成了一篇科技论文或专利的撰写，比例占到 60%左右。
而在本学院本年级没有选修此课程的其余 168 名学生中，仅有 70 多名学生完成了此项工作，比例占到
40%左右。分析其原因，有多个方面，但如下几点是明显的：
1) 没有参加该课程学习的学生缺乏对创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而又没有得到很好地指导和学习。本
DOI: 10.12677/ces.2019.71011

64

创新教育研究

李舜酩 等

课程讲授的创新思维和方法，容易引导研究生掌握灵活机动的科研方法，借它山之石筑自己根基，使研
究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2) 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科研过程中需要和导师、同学在一个泛化的学术平台上开展大量的沟通与
交流。而本课程不仅是讲授创新的思维和方法，而且为学生提供了如何在一个泛化的学术平台上开展良
好的沟通与交流的方式。
3) 没有真正掌握检索文献和知识的能力。有许多研究生在大学时期，或刚入学就学过了“文献检索”
这门课，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海量数据库不知道如何提取真正有用的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或者不
知道“珍珠堆里捡精品”这种发现最高水准文献和知识的方法。
4) 更有部分同学不知道主动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站的数据库，不知道如何检索外文文献，而只是从百
度上输入关键词查找，导致把一些不准确、不完善的东西，甚至以讹传讹的数据、方法、名词认为是新
的东西，譬如，有的研究生在其学术论文中把汽车速度用“迈”表述、把汽车起步的前倾现象用“点头”
描述。本课程详细介绍了许多检索前沿研究的方法，这是在其他课程中学不到的知识。
5) 有些研究生缺乏对创新研究的思路，做科研是迫于学位和老师项目的压力，导致没有真正主动钻
研的兴趣，很难发表优秀的科技论文。而本课程在授课的同时，使学生耳濡目染中不自觉地影响了自己
的思维方式，能够在科研项目中享受创新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6. 总结与展望
研究生必须要掌握科技创新思维与方法，才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少走弯路，高效创新。我们开设的《科
技创新思维与方法》课程，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学生学会了科学的思考方法和思路，加深了对科学形
成过程的理解，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本课程在后续的授课过程中将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法，灵活提供影像与
现场教学环节，并设置评价指标安排学生开展评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课程的教学效果发挥到更好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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