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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earning practices of college postgraduates, and
provide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scientific spirit, to inspir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to improv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First, the status function of academic activity,
with respect to the training system of postgraduates, is presented. Second,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academic activity, including special lectures, seminar and academic report is introduced.
Finally, several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ness and normalization of academic activity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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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活动是研究生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培养
科学精神、启发创新思维和提高科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学术活动在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地
位与作用，探讨了专题讲座、集中研讨和学术报告等多种学术活动的组织形式，并从学术活动的创新性、
规范性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等方面提出了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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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其综合素质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
水平。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渠道，担负着向国家输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人才的历
史重任。其中，科研创新能力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核心能力，成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1] [2]。研究
生学术活动是指研究生参加的涉及有关专业学习、学术研究、科研工作的研讨会、讨论会、报告会和讲
座等活动。学术活动作为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为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学习交流平台，
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3]-[5]。近年来，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将学术活动列入研究生培养工
作的重点，详细制定了学术活动计划，定期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以此培养研究生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
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协作交流能力、提高科学研究能力、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实践证明，学术活动是培
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2. 学术活动的重要作用
2.1. 培养科学精神
学术活动是大学所崇尚的科学精神的有效载体，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兼容并蓄的思想、勤勉踏实
的学风必然会在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中得到传承与发扬，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生学术思维的拓展以及学
术风格的养成[6]。在学术活动中，看到他人经过艰苦探索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由此激发攻坚克难、勇攀
高峰的信心和勇气；当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同行的认同和赞赏时，能够进一步激发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学术活动所倡导的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探求真知、勇于创新、严谨细致的精神，激励着研究生对
知识的渴求，对未知的探索，对真理的追求，潜移默化地培养了研究生的科学精神。

2.2. 启发创新思维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其中，学术活动作为研究生培养方式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有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5] [7]。
学术活动为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研究成果、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探索创新的精神。在学术汇报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通过文献阅读、积极思考、理论分
析和试验验证，能够对汇报内容有更为系统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本身极大地提高了创新思维能力。
通过聆听学术报告，可以对某一类学术问题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多方位、多角度地思考问题，从而
启发创新思维。如: 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主讲者综述了变结构控制方法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总结了变
结构控制方法存在的问题。听众结合具体的飞行器控制问题，对该方法进行了深入研讨，创造性地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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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变结构控制渐近收敛和抖振问题的新思路，并经过后期的仿真试验证明了该思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高度综合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显著趋势，学习借鉴相近和相邻学科的研究思路
和研究方法，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所在研究团体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飞行动力学、导
航、制导、与控制，这些研究方向既相互区别又高度交叉融合，通过开展团体内部学术活动，能够增进
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术争鸣，使从事不同研究工作的师生之间能够充分了解吸收他人的研
究成果。通过邀请其它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加强与飞行器总体设计、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等相关学科专业之间的交流、碰撞与融通，有利于研究生融合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激发学术灵感，启
迪学术思维，催生出创新研究方法。

2.3. 提高科研能力
科研能力是研究生学习期间需要着重锻炼提高的核心能力之一，学术活动中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
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一是通过聆听学术报告，及时跟踪本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了解最新的研究成
果，有利于站在“巨人的肩上”的开展学术研究。二是打破单一学科专业的思维局限及思维定势，把不
同学科内容展现在研究生面前，促使研究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研讨中辨证地吸收不同的学术
思想和学术观点，从而拓宽学术视野、优化知识结构、进一步提高科研能力。三是锻炼提高研究生的思
辨能力和学术表达能力，学术报告中不仅要求研究生能够清楚地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提出
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这就要求研究生在备课及现场讨论中，积极思考，善于总结归纳和提炼问题。

2.4. 增强协作意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术活动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来
自不同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科研方法和研究思路，在研讨中碰撞融合，从而启发研究生从不同的角度
和途径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交流与讨论中，让个体融于群体之中，通过“疑义相与析”
而豁然贯通；在课题研究中，尊重他人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认真学习他人的研究成果，密切协
同，团结合作，共同完成科研任务。

3. 学术活动的组织形式
3.1. 专题讲座
每年有计划地邀请 3~5 位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为研究生作专题讲座。专家学者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通过专题讲座，向广大研究生介绍本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前沿动态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科研经验，传播学术思想、启发学术思维，指导研究方法。专家
教授的学术讲座不仅仅在于传授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传承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
高尚的人格情操，将使广大学生受益终身。

3.2. 集中研讨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按照研究方向进行学术活动分组，分别为飞行动力学小组、导航小组、制导小组、
控制小组。每周安排一次小组集中研讨，围绕某个主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可以各抒己见、探讨争论、集
思广益。例如：导航小组以滤波方法为主题，研讨卡尔曼滤波、联邦滤波、粒子滤波等各类滤波方法在
飞行器定位导航中的应用问题；控制组以非线性控制为主题，研讨反馈线性化和动态逆这两种方法的异
同及优缺点。小组研讨实行组长负责制和轮值制，每周活动之前由组长预先公布研讨题目、主讲人、时
间、地点等信息。每次安排 2-3 人主讲，时间自行控制，但通常不超过两个小时，讲解形式以 Powp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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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板书为辅。

3.3. 学术报告
每周安排一名研究生做学术报告，研究团体全体老师和学生按时参加。学术报告可涵盖文献综述、
课题进展汇报、科研心得和论文写作经验交流等内容。报告人汇报结束后，由与会者提问、报告人作答
并进行集体研讨，从而促进互相交流，加深对学术问题的理解。

4. 学术活动的创新实践
4.1. 提高学术活动的创新性
首先要统筹安排、周密组织，科学规划学术活动，每学期制定详细的活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学
术活动的组织机构和参与人员，合理安排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其次，组织管理要创新[4] [5]。形成学术
活动评价体系，建立竞争机制，引导和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在课题组长和博士生导师的
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调动高年级研究生和学术骨干的积极
性，鼓励其他同学积极参与。

4.2. 加强学术活动的规范性
为有效开展教研室学术活动，必须有稳定的、长期的制度保障[4]。通过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
高对学术活动的组织管理水平，使学术活动从组织管理、经费保障、人员安排等方面进一步规范。根据
研究团队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明确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次数，并将其作为考评考
核指标之一。完善的学术活动管理制度，可以保障学术活动长期有效地开展，提高研究生学术活动的组
织管理水平[5]。

4.3.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开展学术活动，不但要有硬件环境，而且要有有利于学术交流的良好氛围[7]。研究团队和教研室应
着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给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鼓励每一名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
术活动，尤其是敢于主讲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每一位老师都应该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思路和
科研经验传授给学生，悉心指导研究生科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同时，老师和学生应当在平等自
由、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辩驳。在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中，有利于研究生积极参加并
融入学术活动。
综上所述，学术活动是研究生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环节。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应广泛开展各项学术活动，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提高研
究生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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