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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结合，强化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学生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山东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敏

李惠琪

［摘 要］本文介绍了山东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将产学研有机结合，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创新人才培
养的新要求的初步实践。
［关键词］产学研结合 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
材料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新材料被视为新技术革命的基
础和先导，因此，
世界各发达国家对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都极
为重视，
并把材料科学技术列为二十一世纪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之一。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材料工业和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材料科学与技术涉及面十分广泛，是基础科学与工程科学融
合的产物。从材料的设计、制备、加工、检测到器件（零件或装备）的制
造、使用、直至材料的回收等，已形成了一个材料社会化的大循环，可以
认为全社会的人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于这个材料的大循环之
中，材料的重要性正在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重视。
创新是经济发展、
科技和社会进步的源泉，是民族进步的灵魂［１］。教
育创新［２］包括了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创新、教育评价创新和教育教学制度创新，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
程，需要教育领域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实施创新教育是教育创新的
重要环节，以培养学生再次发现知识的探索精神、重新组合知识的综合
能力和准备“首创前所未有”事物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创新意识和
创造能力的形成和高等学校的培养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产学研结合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可以是产学研结合起来搞科研，
也可以结合起来为产业、
公司搞产品开发，而本研究的目的是将产学研
结合融入教学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核心是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造能力的培养。
１．产学研结合，
强化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世界已进入 ２１ 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
竞争日趋激烈，
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纵观世界各国
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情况，
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决定性的因素。把人
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面向 ２１ 世纪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
的人才，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人才。人才的创新
性更是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如何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和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但从我国现行的
教育体制、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来看还是相
对滞后的，尚不适应 ２１ 世纪全球竞争与合作新格局以及当前市场经济
体制下对人才的培养和需求。既要培养素质高，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较强的人才，又能使科技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产学研结合
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最佳定位。我校的“材料学”
作为山东省重点学科，
非常重视学科发展和教学改革，并且在山东省试点专业“材料科学与工
金属材料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改革方面进行
程”教改项目资助下，
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且专业教师结合自身优
势，开发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通过公司化运作方式
将其直接转化为生产力，
并借助这种优势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
制定了适合我校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这是我校材料学科产学研结合
的创新点。只有将产学研结合的培养模式和理念渗透到教学过程的各
个环节中，融入到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才是真正地实现
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总之，创新之水来自实践之源。创新始于实践，创
新终于实践，实践又贯串于创新始终，不断涌流创新之水。通过产学研
合作教育培养模式［３］的具体实践，使得学校、企业、学生三方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这种有机的结合既为社会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才，
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又能从中提炼出更多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反过
来能更好地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２．国内外、省内外同类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就国内外同类工作的现状而言，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发展是一
个国内外共同关心的话题。由于材料本身的多样性以及具体材料对社
会发展影响的差异性，各个学校都根据各自的校情进行了一系列的教

学改革。从总体上看，传授知识比较系统，教学要求严格，学生学习也比
较勤奋。但是在材料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没有创造教育的课程，在创造性
思维、科学方法训练方面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创新教育和创造
教育的实践活动开展得既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入，具体表现在学生的课
外活动的参加率较低，成果数量较少。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
院校的材料专业，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也仅仅侧重于开设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和课程设计的实践教学，但这需要大量的仪器设备投
入，非普通高校所能及。另外，从目前国内外材料学科的发展现状看，
新
材料和材料新技术的实验室研究成果和产业化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
脱节现象，产业化的步伐比较缓慢，这也影响了材料专业学生培养的目
标和方向。如何打破学科之间、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校园与社会
之间的界墙，将单一的课堂教学扩展到学生自学、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中去，产学研结合是一种最佳的模式［４］。目前，将产学研结合的内涵扩展
到教学环节中，扩展到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培养过程中，让学生
亲自参与科技活动，在具体的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还不够深入和完善。
３、我校材料专业产学研结合的具体实践和探索
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结合自身优势，产学研有机结合，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训练方式，发展
和完善课堂教学－科技活动－多种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途径，使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培养向多渠道、开放式、个性化方向发展。
为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１）转变传统教育思想，树立创新教育观念。改革传统教学方法，
提
倡参与式教学即开放的教学内容、提问式的讲课、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和
论文形式的考试，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中的独立思考和开拓精神，培养
创新意识，在创新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创新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学生被动
学习的定位，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开拓型人才。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任课教师针对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以作业的形式提
出，让学生结合已学知识，并结合着专业文献阅读，提出自己的解决思
路，以“读书报告”的形式或利用课堂讨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但锻
炼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是对学生创新意识的激
励。
（２）加强实验室建设和产学研一体化基地建设，并使其与学生的课
程设计、综合性实验、毕业设计、实习等教学环节紧密结合，为学生创新
意识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提供实践基地和相关的实践条件。针对我校实
际，正在有计划地不断完善材料综合实验中心和等离子表面改性、功能
晶体材料生长与应用、热喷涂、生物医学材料、绿色建材的产学研一体
化基地建设，并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教学环节中，指导教师大都选择有产业化前景的课题作为设计的题目，
将产、学、
研有机结合。
（３）教学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的修订与完善。适当压缩课内课程教
学的学时，增加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时间。鼓励学生参加多样化的课外
科技创新活动，如数学建模竞赛、挑战杯赛、创业计划大赛以及校内的
科技立项，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为学生配备了在产学研方
面经验丰富的教师适时地加以引导。近年来，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生
参加的各类科技活动达 ７０ 余项，特别是在“挑战杯”、
“创业计划”大赛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气缸套等离子合金硬化自控机床”
获第六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山东赛区一等奖；
“内
燃机气缸套梯度合金先进铸造技术”获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山东省赛区特等奖；
“ 自蔓延高温合成
Ｎｉ－Ａｌ 多孔材料”获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下转第 ４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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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ＥＧＦ 及受体促进细胞增殖、分化，在肝细胞再生以及其
它生物学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关于 ＥＧＦ／ＥＧＦＲ 的探索仍在进行
中，未来可以预见，通过对 ＥＧＦ 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 ＥＧＦ 药用剂型的
进一步研究，
ＥＧＦ 将为多方面的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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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杨晓明．肝再生调控研究［Ｊ］．国外医学生理、病理科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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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１７（２）：
１６８－１７１
［１３］马丽梅，赵培林等．大鼠下颌下腺切除对肝再生的影响［Ｊ］．解剖
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６（２）：１３０－１３３
［１４］Ｆａｕｓｔｏ Ｎ．Ｌｉ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３２ （１ｓｕｐｐ１）：
（上接第 ４０９ 页）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山东省赛区特等奖。同
时鼓励学生创办自己的刊物，将他们自己参与教学改革、各类课外科技
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体会、收获和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增强学生
在科学研究、
工程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主动获取信息和分析、处理问题的
基本技能和能力，
加强学生从事论文工作的书面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
神及协调组织能力。目前已正式出版一期，精选学生各方面论文 ３６ 篇。
（４）优化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引导学生清清白白做人，
公公正正办事，
仔仔细细思考，认认真真探索，扎扎实实做学问，蓬蓬勃
勃向前进。我校现已确立了重心向创新能力倾斜，并有利于全面素质提
高的评价体系，
将学生在课外科技活动中所表现的能力与素质状况，逐
步纳入人才培养和教学评价体系。计划按照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科技
论文、
报告。参加科研项目工作，具有创新性的课题的难度、
实用价值和
新颖性水平考核成绩和登记学分。同时将在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和综合
性试验等教学环节中，学生的实干创新精神和成果的创新性作为成绩
考核的内容之一。
（５）产学研结合也是对教师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创新人才必
须具备优良的综合素质，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一支素质优良的教
师队伍。我们教师已经充分认识到，要培养适应 ２１ 世纪需要的持续创
新人才，必须转变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从以传授已有知识为中心
（上接第 ４１０ 页） 们就有可能失去了发展的能力，变成仅仅停留在表
面化的学科。它们只有与数学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用科学的方法解决
现实问题，
具有广泛应用的学科。通过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
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严谨的做事态度。 因此，高等数学教学不
仅关系到学生在大学期间乃至研究生期间的学习质量，而且还关系到
学生的思想品质和文化素养。高等数学教学不仅仅是以科学知识为目
标，
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和素质教育。
４、结论
这里，
笔者对文科院校的高等数学教学进行了浅谈。全面地提高文
科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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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教育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现代教育。以产学研有机
结合为平台，在创造教育的实践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相
互切磋、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工作，学会创新；
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总之，近几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深化材料专业教育改革的具体实
践，极大推动了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师与
学生激励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系统工程的进行与完善，并为创新人才
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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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重大的。为达到文科生教学的目的，做到文中谈到的三点是不够
的，还需要进行有效的教学改革等。这就需要全体学生、全体教师乃至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 文科院校的高等数学教
育定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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