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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place and the important bas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raining program,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provides the platform and condition secur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raining program. Combin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raining program with experiment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and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raining program in experiment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actual research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center is to realize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explore a new experiment teaching system to develop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raining program, it has the strong practical meaning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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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作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进行的主要场所和重要基地，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
提供了平台和条件保障。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内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施的实效研究，是将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有机结合，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内进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为契机，
实现实验教学改革，探索建立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新体系和科学有效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实效评价体系，对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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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是教育部为推动创新性人才培养工作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它的主要目的是促
进高校探索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促进高校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1]。在欧美
的高校，如美国麻省理工实施了“本科生科研计划”，把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
终身自学能力的培养放在教育的首位。
目前，国内外对大学生创新训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施的外部条件与内部管理
两个方面。外部条件包括实施该项目的工作思路，政策激励，环境保障、环境氛围和交流平台等；内部
管理机制是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控制与管理。但对于具体环境下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效研究很少，尤其是创
新训练实效的评价体系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实验教学中心，2007 年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是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开展的重要基地，在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利用自身的设备和师资条件，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实验开放项目、
“挑战杯”科技制作大赛、大学生竞赛活动和仪器培训等创新训练计划。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内进行的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为契机，实现实验教学改革，探索建立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新体系和建
立科学有效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价体系，对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2. 通过实效研究建立科学有效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价体系
2.1. 传统评价机制的弊端
传统的评价机制往往都把评价的重点放在成果评价上，但是如果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评价过
分强调成果数量，就与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设立的最大初衷相违背，即不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使
其掌握创新方法，开拓创新思路[2] [3]。学生在创新性项目研究的过程中，能提高自身进行独立研究的能
力，树立正确的创新意识，掌握科学的创新方法，但这些能力、方法、意识等的收获是很难用指标来衡
量和评价也就无法计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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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中心内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价体系的优势
对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应该形成一个动态的评估系统。实验中心内创新项目的评估所应达到目
的是：宣传创新战略和思维模式，培养创新思想意识，鼓励创新行动和研究[4]。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在 2007 年成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在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上已取得较成熟经验。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2007 年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
设单位，积极地开展一系列课外创新活动、实验开放项目、大学生科技竞赛、大型仪器培训等项目，是
学生课外实践与创新活动的重要基地。
目前实验中心以轻质高强混凝土为设计目标，进行“轻质高强混凝土设计大赛”，有 8 个队、20 多
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另外还组织海峡两岸大学生陶艺比赛，有两岸 30 名大学生参加活动。实验中心承办
了材料学院“材料性能设计与制备”学科竞赛活动，本次以“轻质与高强材料设计与制备”为主题，分
陶瓷、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三学科竞赛组进行。本竞赛主题涵盖材料类的众多专业，结合材料学
科的基本理论与实验技能，涉及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表征与测试等各方面活动。竞赛项目覆盖面广，
学生参与积极性高，学生参与人数达 160 人。
这些科技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材料专业的热爱和对材料未知领域探索的热情，形成了很
好的科技氛围，在这些科技活动中，通过实效研究逐步建立起的科学有效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
价体系。

2.3.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价体系遵循原则
① 科学性原则。它包括指标体系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② 合理性原则。合理性是指设置的评价指标必须能恰如其分地反映评价项目的客观情况。
③ 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互相交叉和重叠，同时各指
标间还要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使指标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体现工科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
系统性。
④ 针对性原则。评价指标围绕本科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一般情况下，“硕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创
新能力，博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创新成果，本科生培养注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⑤ 创新性原则。围绕材料科学创新人才培养，立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性和培养质量的全面性，
从创新人才培养的投入、产出与收益的视角，构建材料学院创新人才培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4.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价体系主要内容
为了培养材料学院本科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创新能力，通过设计富有探索性的科研课题，多个创新项
目引导学生展开自主性的创新探索。为了对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否能够得到提高，设计了新的评价体系。
该体系区别于以往的只关注最终科研成果的单一评价方式，它更全面，科学的反应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以及独立完成设计实验，完成实验的能力，这将对今后的教学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评价体系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创新项目评价体系，学生评价体系以及创新成果评价体系[5]。最终按
不同权重折合成百分制，用来达到直观评价学生创新性实践成果的目的。
2.4.1. 创新项目评价体系
创新项目评价体系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① 选题合理与否，难易度、工作量、实验条件是否具备等；
② 指导、沟通是否及时，有效；
③ 实验设备管理，实验准备，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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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学生评价体系
学生评价体系主要考察以下几方面：
① 知识要素。专业知识、理论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科学研究方法论；
② 思维要素。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类比思维、联想思维；
③ 能力要素。洞察力、分析力、信息收索、实践能力、团队合作；
④ 个性动机。责任心、条理性、勤奋好学、求知欲。
2.4.3. 创新成果评价体系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① 作品成绩；
② 作品设计答辩成绩；
③ 作品设计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趣的现象以及自己最想去探讨的问题展示。
第一步：建立因素库。第二步：建立权重集。第三步：建立评价集。第四步：单因素模糊评价。第
五步：综合评价。根据上述步骤，可以对每个学生进行创新素质的测评，得出评价结果，汇总每个学生
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就能比较准确评价学生的整体创新素质和某个学生的创新素质。
“材料性能设计与制备”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创新训练计划实效评价体系表格如下(表 1)。

3. 通过实效研究构建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
3.1. 建立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的必然性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对现行的实验教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构建与时俱进、培养创新
性人才的创新实验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必须突破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着手，建立新的实验教学体系[6] [7]。
中心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效研究中，将一些合适的创新训练项目可以转化为综合设计型实验
课程或新增创新性实验课程及实验项目，将其与其他层次的实验整合成一个内在完整的有机体系，是现
行实验教学内容的延伸与发展，是对现行实验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以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推进实验课
程体系、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方法等改革，如高分子合成工艺等实验中的创新性实验教学项目建设。
(表 2)

3.2. 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的优点
通过这些创新性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加强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的衔接与延伸，在改变原教学组织方式，
精心设置同时具有“技能训练”“科学研究”“水平竞赛”三要素的创新竞赛项目，让学生通过自主设
计、研究、制备、加工等环节来完成作品。这种新的实验教学体系取得如下优点：
① 启迪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
实验技术的选择上尽可能体现先进性，将新的合成工艺(如淬冷法无机氧化物薄膜制备)与新的检测技
术(如激光粒度仪和 BET 吸附仪)引入到实验中，让学生了解较新的实验技术。实验项目选择中体现综合
性，综合性实验项目既可以是不同的分析方法的比较，也可以是对同一对象通过不同方面的测试分析，
给出一个综合评价。实验方案的设计中体现科学性。
② 构建“实验项目链”，将实验项目系统化
提高本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系统性，改善实验教学效果。将高分子化学实验、高分子物理实验以及
高分子成型加工实验等多门课程有机组合起来，通过不同课程间实验项目的关联，形成多条跨越不同课
程的实验项目链，构建出能环环相扣、高度系统化的高分子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实验项目链通常由高分
子化学实验的聚合物合成开始、经由高分子物理实验的基本性能(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力学性能、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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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novative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创新性评价体系
评价内容

创新项目评价体系

学生评价体系

创新成果评价体系

权重(%)

20

评价项目指标

备注

30

选题合理与否

难易度，工作量，实验条件是否具备等

25

协作力

指导，沟通是否及时，有效

45

实验设备管理

实验准备，安全状况

25

知识要素

专业知识，理论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科学研究方法论

25

思维要素

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类比思维，联想思维

25

能力要素

洞察力，分析力，信息收索，实践能力，团队合作

25

个性动机

责任心，条理性，勤奋好学，求知欲

60

作品成绩

实验成果价值

15

作品设计答辩成绩

答辩表现等

25

作品问题探讨

作品设计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趣的现象以及想去探讨的
问题展示

30

50

Table 2.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gram
表 2. 创新性实验教学项目建设
RAFT 聚合技术构筑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研究

48

竞赛

高分子材料专业，二年级

7

锑氧化物一维纳米结构的合成与性能

40

竞赛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

聚丙烯酸酯乳液的合成及环保型建筑涂料的配置

30

科研

高分子、复材、其他材料化工相关
专业，二年级以上

34

生物活性多糖对医用功能高分子表面修饰的研究

48

竞赛

高分子材料专业，二年级

5

氟金云母微晶玻璃的研制

60

自立题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

13

能、电学性能等)测试，再到高分子成型加工实验的将聚合物样品制成高分子材料制品而结束，将高分子
专业三大实验课程串联起来。
③ 关注实验参数设置与结果分析，导入研究型实验教学模式
设置研究性实验是让同时做实验的同学分别完成不同配方、不同参数的实验，然后对实验结果进行
比较，观察实验条件的变化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在研究性实验中，实验现象不同、结果不同完全是正常
现象，各种各样的现象和对不同结果的期待可激发学生极大的实验兴趣。同时，不同的实验现象也引导
学生思考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现象和结果、为什么改变了实验条件、结果和现象就不同了、
这些实验条件是如何影响聚合反应进行的、不同的单体配比如何导致不同的单体性能等问题摆在学生的
面前，学生就会很积极地去思考。这样的研究性教学实验，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4. 通过实效研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中教师队伍建设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组织专业教师负责计划创新实验的日常工作，包括活动组织、学术安排、实验指
导、学生考勤、中期检查、结题答辩等业务，制定《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验室管理办法》等制度。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的实效对实验中心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与激励。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
施，在实践层面为师生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或者说是创造了一个契机，使项目学生和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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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交流次数随着项目研究的进展越来越频繁，交流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创新训练计划实施
的实效研究对加强实践教学和课外教学环节起促进作用，是对学校开展的《武汉理工大学中青年教师实
践能力提升实施办法》的延伸和推广，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中，大量的青年教师进入到实验中心来，
实验中心逐步建立一支经验丰富，具有创新精神的项目指导和评估团队，公正、合理地评价项目，指导
项目发展，要大胆试验教学制度的创新，从更新课程内容入手，紧密结合高校特色和最新科技与知识，
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良性运行提供保障。

5. 结束语
创新训练计划实施的实效研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这次实验教学改革与实
践，教师教育理念得到明显的转变，实验课程体系日趋完善，实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学生
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水平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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