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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several colleges’ students in Wuha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the deviation of teachers’ own job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lack of sufficient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in the
asp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Hube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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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个案分析法，对武汉市几所高校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
研究发现：在高校大学生参加科研实训方面，主要存在学生对科研实训认识不全面、对科研实训的目的
和意义存在误解、学生参加科研实训的机会不多，教师自身职责定位存在偏差，以及在科研人才培养制
度方面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等不足，文章同时以湖北大学为例，介绍了在加强和引导大学生参加科研实
训活动方面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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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3 月 1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两会期间大
学生创新、创业也成为了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指出了“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的教育改革战略目标。“纲要”同时规定，要“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支持
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可见，国家对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视程度。
与常规的课堂教学不同，科研实训是基于学生自身的兴趣和爱好而来的自发性的课外科研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具有科研能力的大学教师为独立指导，独立展开创新性科研活动。通过
科研实训活动，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对
知识的自主探究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强化学生的团队意识，增强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和综合心
理素质，是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自身综合素养的有效方法和途径[1]，也是提高其创新、创业基础
能力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为了适应新时代国
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大力支持大学生参与科研训练[2]。
在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个案分析法对武汉市几所高校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现状进
行调查。其中，共发放问卷调查报告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为 564 份，有效率为 94%，访谈了湖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个研究团队下 25 名兼职本科生，采用主题班会的方式对大二、大三和部份大四的
近 500 名学生进行了摸底询问，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否参与了科研项目、
对参与科研项目的态度和看法、对指导教师的满意程度，以及相关的改进建议。

2. 当前大学生参加科研实训的现状与分析
从问卷调查结果结合访谈内容的统计表明，92.5%的学生听说过科研实训活动，但其中约 87.4%的同
学将科研实训活动的概念集中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数学建模大赛、暑期社会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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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等方面，约 64.3%的同学曾考虑过参加科研实训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活动奖励学分以便于考研(约
占 44.7%)和提高专业素养(约占 28.4%)，但其中只有约 17.5%的同学一直在坚持从事科研实训活动，活动
的类型也主要集中于参与教师科研(约占 94.3%)；在不考虑参加科研实训活动的同学中，约 51.3%的同学
是因为得自己的专业成绩不是太好，约 27%的同学觉得参与科研活动对培养社会实践能力无实质性的影
响。导致上述表现的形成，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1) 学生对科研活动参与兴趣较高，但对科研认识存在误区
大部分学生仍然将科研活动与竞赛视为遥不可及之物，认为只有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和具有一定学
术积淀的研究生适合从事科研工作，对自身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缺乏信心。同时，由于对科研的意义缺少
了解，很多同学认为只有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目标的同学才有参与科研的必要，而那些以到企业就职为职
业目标的同学则明显缺乏参与科研的动力。正是这种对科研认识的“不知”造成了大学生在科研活动中
参与的“不为”。
2) 学生参加科研实训的机会不多
由于受到学校资金、人员、硬件基础设施等保障条件的局限，目前大部份高校学生开展科研实训的
契机，仍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挑战杯”科技竞赛等方面，而常规性的金工实习、专
业(毕业)实习等实践活动的教学模式和培养方式又过于单一，能够让本学生自主参加科研实训的机会并不
太多，因此，在某种方面也会必然导致能够参加科研实训的机会更大程度上只集中到成绩突出的学生身上。
3) 不良结果导向严重，对科研实训的目的和意义存在误解
目前，在高校中，优秀学生的选拔机制更加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很多高校也确实将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纳入学生的必修课程进行考核[3]。但是，考核、评价体系主要以学生撰写论文的
优劣(尤其是是否有结论性的成果出现)为主，基于这种不良的结果导向，很多学生将参加科研实训的目的
直接定位于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各类的竞赛，以获取更多的综合测评加分，当在短时间内生产不出科研
成果时，学生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萌生放弃继续参加实训的想法。
4) 教师自身职责定位存在偏差，教学模式线性单一
从接受访谈的学生所反馈的信息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尤其专业基础课课教师将自身职责限定为传
授专业知识，而非提高学生科研素养。这种将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割裂开的教学理念，直接导致其在教
学过程中缺少对学生科研知识的辅导和相关科研能力培养的投入，造成学生只能一味接受相关知识而没
有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导致大学生主动创新和探索精神的缺失。
5) 科研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
大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需要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员、设备等保障，而且还需要一套
与之相适应的配套管理制度。现今虽然国家教育经费呈快速增长趋势，但是经费投入方式和投放渠道多
元化不足，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不健全。很多高等学校在学生科研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学生科研工作随意
性很大，在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中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与详细培养的计划，对学生是否做科研、如何
做科研、科研进行的程度以及结果明显关注不够。

3. 湖北大学加强大学生参加科研实训活动的经验与对策
作为湖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湖北大学现设有 18 个学科性学院，本科
专业 80 个，学科专业涵盖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在校
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 1.9 万余人。湖北大学通过平台拓展、机制创新、软硬件保障，在全校教师学生的
共同努力下，大学生的科研创新和创业实践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 5 年来，全
校仅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先后荣获全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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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3 项，全国银奖 9 项，全省金奖 15 项，全省银奖 22 项，其中 2012 级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本科生郑
迪威，
在校期间在美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 Nano Letters. ACS Nano.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B 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4 篇，获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为加强和引导大学生参加科研实训活动，
湖北大学采取了以下的有效措施：
1) 平台拓展，为大学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选择
湖北大学通过鼓励学生进入研究生科研团队开展科技创新、让知名教师上讲坛带实验、建设湖北大
学乐创园等方面，多方面位、多角度、多平台为大学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提供条件。学校鼓励教学经验丰
富、科研能力强、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验项目，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遴选学有余力、
对科研感兴趣的学生组建科研兴趣小组，让学生尽早进入教师科研团队，参与科研课题。仅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每年即可组建 30 个左右的科研兴趣小组，本科生约 100 人，占年级人数的 30%，取得了良好
示范性效果；同时还要求各学院知名教师上讲坛，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学生进行专题报告和实
验展示与讲解，通过耳濡目染，让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有明确的认识，开阔学生的国际化
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通过建设的湖北大学乐创园，为学生提供“创意–创法
–创新–创造–创业”的“五创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依托社会力量举办创新创业实训营，为更多大学
生进行科研实训活动提供机会、基地和保障。
2) 践行“产教融合”的大学生科研实训活动培养模式
湖北大学还以与省内外进行产学研对接而建立的校企合作研发平台为基础，让学生到园区实践，开
展企业实践实训。在大学生开展科研实训活动时，鼓励将实验教学与工程实际相结合，让学生能够深入
到生产第一线，使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连续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学校还聘请企业高级工程师或高管到学校举办讲座，开设创新创业课
程，全程参与学生的实验实践教学过程，保障学生的科研实践活动能够与企业生产实践接轨。
3) 将科研设备本科化，为大学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提供最优质的硬件基础
湖北大学通过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组织牵头，将各学院(包括各教师研究团队自有的)大型科研测试平台
仪器设备全部对本科生的科研实训活动开放，还鼓励将研究室中的本科创新实验通过自制设备的方式改
造成更多学生可利用的实验，制定了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设计实验转化自制实验设备、创新实验
转化为专业实验的制度，为大学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提供最优质的硬件基础。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
目前已组建了电子器件设计创新工作室、塑料模具设计工作室、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工作室、仿生与摩擦
材料工作室等，将用于科研的仪器设备适度扩大、改制，每年可为近 50%的本科生提供创新设计实验等
科研实训活动。
4) 将科研项目转化为创新性实验项目，多方位提升大学生科研实训活动的能力
湖北大学鼓励学科带头人负责组织完成一定数量的创新实验的设计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大学生
自己的科研实训项目。通过创新性实验的设立，配合实验课程教学内容，培养了学生从实验设计，设备
制备、测试分析到反馈改进的一整套材料科学需要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以高分子材料专业
创新型实验项目“环氧沥青材料制备与应用性能研究”为例，该项目来源于周威博士承担的多项省部级
研究项目，通过该项目，指导学生自主形成了“一种具有电磁波吸收功能的环氧沥青涂层及其制备方法”
等 5 项发明专利和多篇学术论文，在 2014 年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暨首届 MBA 专
项赛中，项目“冷拌型环氧沥青材料”荣获金奖。
5) 基于“互联网+”，为学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提供线上、线下的双重选择
湖北大学通过建设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大学生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先进、高效、
实用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为学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提供线上、线下的双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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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科研实训活动时，学生不仅可以亲自深入实验室进行真实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远程登录仿真软
件，也可通过手机扫描实验设备上的二维码，将真实的实验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结合。
6) 优化学生科研实训培养方案与测评体系
为了引导学生正视参加科研实训的目的和意义，湖北大学还将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入到学生创新、
创业等科研实训实践中，通过优化课程考核方式，探索实践教学规律与特点，进行课程内容、教学方法、
尤其是测评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最大程度上规避实践课程(实践操作)与理论课程(论点归纳)之间的
差异[4]。在引导学生参加科研实训时，特别注重学生科研过程能力的培养，弱化结果导向，将学生培养
科学的研究思维模式的建立和科学思维能力提高作为第一要务，强调学生实践过程能力的培养，引导学
生形成可以自己去寻找、查阅、选择、摘录信息的能力。同时，湖北大学由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牵头成立
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管理机构，加大对大学生开展科研实践活动的资金投入[5]，引导更多的学生
从事科研实践活动。

4. 结语
高校大学生开展科研实训活动，不仅可以加深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协助学生
建立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提高学生收集、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
实践能力，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学科竞赛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创新热情，
让学生不仅可以学到扎实的专业技能、而且形成相关专业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高校应该从优化大学
生从事科研实训活动的外部环境、完善大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的管理制度和测评体系，充分利用教师自身
的科研项目优势，建构创新型的大学生科研实践活动平台，引导和支持大学生开展科研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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