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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的使命与教师的职责 

张伟刚：教学与科研的方法和策略 

二.教研资本积累与精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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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要点总结及参考建议 



3 

张伟刚：教学与科研的方法和策略 

(1)高等教育：高级专门人才+职业化人员(专才与通才) 

1. 高教形势与大学使命 

一. 大学的使命与教师的职责 

(2)高等教育现状：①教师的困境；②学生的疑惑；③管 

     理者窘境；④教学环境弱 

(3)高等教育挑战：①“五重五轻”困局；②“三不问题”   

     现象；③“四个习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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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的使命：教学工作、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核心是人才培养。中国的大学，其使命就 

     是培养人才，培养我们国家建设急需的各种人才 (包 

     括专业专才和通用人才)。 

①教学工作：教师，传道授业，教书育人。 

②科学研究：学者，知识创造，科技创新。 

③社会服务：公仆，发挥专长，普惠民众。 

④文化传承：使者，身正为师，德高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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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之道及纲领解读 

3. 教师基本职责及要求 

(1)基本职责：授业→解惑→传道→育人。 

(2)职业要求：工程师以“造物”为主业；教师以“育人”

为目标，重在塑造人的灵魂，身正为范，学高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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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重角色：①教师；②导师；③助手；④对手 

(2)角色转换：①理想→现实；②学校→职场；③个性→ 

            团队；④求知→寻法；⑤小我→大我 

(3)转换认知：①换位体验；②教研创新；③方法应用；  

            ④关系处理 

1. 教师多重角色承载转换 

二. 教研资本积累与精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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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研资本的界定与内涵 

(1)资本的概念：资本是用于投资得到利润的本金或财产 

(2)场域资本：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 

(3)教研资本：基于上述场域资本的概念，我们提出教研 

    资本的概念，它包括教学资本和科研资本。 

 3. 教研资本的积累与释放 

(1)积累方式：个人奋斗(长期性)，团队帮助(阶段性) 

(2)释放途径：寻找突破点或创新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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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题及特点：为解决一个相对独立而单一的问题所 

     设计并确定的研究单元。继承性，创新性，发展性。 

(2)课题研究：表象→内部→本质→规律；阐释现象→解 

     释原因→阐述规律。 

(3)科研规程：课题研究需要遵从一定的规程，而课题阶 

     段划分则具有重要意义。 

 

 

 

1. 课题与课题研究规程 

三. 课题研究中的方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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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问题的科研规程 

    其中，各个相互联系的研究环节和阶段，充分体现了

科学研究的逻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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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程 

    特点：确定性验证，概念同一性，因果决定论，可量

化研究，注重直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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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程 

    特点：限制性实验，概念多样性，因果假设论，定性

式研究，注重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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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技术科学研究一般规程 

    特点：操作规范性，模型计算化，桥梁纽带性，研究

独立性，跨多学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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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题阶段：①科研前期及特点；②科研中期及特点；  

  ③科研后期及特点 

2. 科研方法与研究策略 

(1)科研方法：从事科研工作可遵循、 

    成熟的、有效的规则、方式、步 

    骤、流程、制度，也是从事科学 

    研究、技术创新和工程应用的有 

    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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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网址：http://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06177#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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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值及层次：①价值性：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 

    错误，事倍功半，严重则会造成重大损失。②层次性： 

  哲学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 

 (3)主要类型：①逻辑方法；②经验方法；③数理方法； 

    ④现代方法。 

(4)研究策略：①目标定位；②单兵作战；③团队合作；  

    ④综合策略。 

    单兵作战能力＋团队合作=高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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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研究方法及创新 

(1)大学教学方法：“教授法”和“学习法”相结合，建 

     构新型的师生关系——师生共同体，教书育人。 

 (2)大学教学特点：①以学生为本；②研究性教学；③注 

    重方法论；④社会适应性。 

 (3)大学教学模式：①古典模式；②现代模式。南开大学 

    研究性教学团队提出，将知识、方法、技能、素养形 

    成四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创建新型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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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教学创新：本教学团队将科研方法引入课程教学， 

    提出“以发现问题为切入点、以科研方法为指南、以 

    创新思维为激发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教学 

    理念，探索并实施了多种研究性教学新方法，如问题 

    引导法、P-MASE模型法、课程大作业、角色轮换法、 

    逆向设计法等，受到同行的肯定和学生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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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学研究方法及创新 

(1)理工科课题：理工科课题一般是指探索、描述和解 

    释自然现象、本质属性以及发展规律 (包括技术、 

    工艺和工程)方面的课题。 

①四项考虑内容：要想做理工科方面的课题，一般需要 

    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做这项研究的目的？ 

    二是该研究有哪些用途？三是该研究有哪些创新？四 

    是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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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课题逻辑关系：从事课题研究，必须厘清课题内容之 

    间的逻辑关系。主要有：一是纵向关系，即时间序列 

    上的纵向对比；二是横向关系，即同一时段的横向对 

    比；三是交叉关系，如横纵结合、直接或间接关联等。 

③课题研究方法：课题研究需要采用正确的、合适的研 

    究方法，如定量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模拟、数学建模、 

    数据统计等)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概要分析、趋势预 

    测等)，并且主要以采用定量方法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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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科课题：文科课题通常是指探索、描述和解释人与 

    人之间、人群组织以及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以及发展 

    规律方面的课题。 

①四项考虑内容：要想做文科方面的课题，一般也需要 

    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做这项研究？ 

    二是该研究有哪些用途？三是该研究的逻辑关系？四 

    是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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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课题逻辑关系：从事文科课题研究，也需要厘清课题 

    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是纵向关系，依据时间序列 

    进行小组跟踪；二是横向关系，同一时段开展案例研 

    究；三是交叉关系，如横纵结合、直接或间接关联等。 

③课题研究方法：课题研究需要采用正确的、合适的研 

    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如实地考查、文献分析、历 

    史-比较法等)和定量研究方法(如实验、调查、分析、 

    统计等)等，通常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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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创新：无论是从事理工科还是文科方面的课题， 

    创新都是科研工作者的追求目标，包括结构创新、机 

    制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创新、管理创新 

    等。其中，方法创新尤为重要，科技史上许多重大的 

    发现、发明和创造，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某 

    种意义上说，没有方法的创新，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目标也是不能顺利实现的。因此，同学们在大学期 

    间，就要有意识地重视科研方法的学习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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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举两个创新方法的实例加以说明。 

①结构法：结构研究法的简称，是近些年来受到文理工 

    等多学科欢迎的一种创新方法。该方法通过研究系统 

    中各组成部分及其对比关系的变动规律，在统计分组 

    的基础上计算各组成部分所占比重，进而获得系统出 

    现某一现象时，其内部的结构特征、要素关系、总体 

    性质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使用该方法一般采用计算结 

    构指标或者结构相对指标，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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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关联图通常采用圆饼图、鱼骨结构图、网络图、

科学树、流程框图、矩阵图、立体结构图等加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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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类法：分类也属于一种创新方法，它是以事物的性 

    质、特点、用途等作为区分标准，将符合同一标准的 

    事物归类，将总体分若干层次分别研究的一种分析方 

    法。分类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促 

    进课题研究更高效、更优质地达到目的。分类法是指 

    将类或组按照相互间的关系组成系统化的结构，并按 

    照一定的原则和关系形成体系表，作为分类工作的依 

    据和工具。分类法包括交叉分类法、树状分类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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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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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状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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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研究：包括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 

    法创新、教学实践等。 

1. 教研课题典型案例分析 

四. 教学与科研典型案例分析 

(2)教研课题：能否提出有创见且合适的教研课题，对于 

    专业教师特别是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都是一件大事。 

(3)教研设计：①内容设计；②步骤设计；③方法设计；  

  ④成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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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案例 

①教改热点问题之设计、研究案例 

A. 项目名称：将科研方法引入光电信息专业课程的研究 

                          性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B. 项目类型：教育部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指委重点项目 

C. 负  责  人：张伟刚（南开大学） 

D. 执  行  期：2016年4月-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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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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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一流在线课程之设计、研究案例 

A. 项目名称:《科学素养培育及提升》慕课建设 

B. 项目类型：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C. 负  责  人：张伟刚（南开大学） 

D. 执  行  期：2019年1月-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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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网址：http://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08983#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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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案例 

A. 项目名称：适应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工程 

                         素养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B. 项目类型：新工科建设 

C. 负  责  人：张伟刚（南开大学） 

D. 执  行  期：2019年1月-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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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研究思路 

5.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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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点难点问题 

7. 主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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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果使用范围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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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曲面光纤光栅的理论和传感应用研究 

(2)项目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1874226 

(3)负  责  人：张伟刚（南开大学） 

(4)执  行  期：2019年1月-2022年12月 

2. 科研课题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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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光纤光栅：传统的光纤光栅，其栅格是平面的。 

B. 曲面光纤光栅：将传统的平面栅格拓展到曲面栅格，是

一种全新的折射率调制形式，是一项在概念、结构、机理和

特性等方面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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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究工作进展 

[1]首次设计并利用高频CO2激光技术在单模光纤上完成了 

     圆弧型LP-CSFG的写制，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双向弯曲  

     传感实验研究[Optics Letters, 2017, 43(19): 3892-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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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设计并利用高频CO2激光技术在单模光纤上完成了倾 

     斜圆弧型LP-CSFG的写制，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双向扭转 

     传感实验研究[Optics Express, 2019, 27(26): 37695-3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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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设计并利用高频CO2激光技术在单模光纤上完成了半径 

     半径啁啾的圆弧型LP-CSFG的写制，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 

     双向弯曲传感实验研究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021, 33(10): 49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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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次设计并利用高频CO2激光技术在单模光纤上完成了圆 

     拱型LP-CSFG的写制，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多向弯曲传 

     感实验研究[IEEE Sensors Journal, 2018, 18 (8): 3125-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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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首次设计并利用高频CO2激光技术在单模光纤上完成了γ型 

     栅格LP-CSFG的写制, 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多向弯曲传实 

     验研究[Optics & Laser Technology, 2021, 142: 107255(8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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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首次设计并利用高频CO2激光技术在单模光纤上完成了一 

     对反向弧型LP-CSFG的写制，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轴向 

     应变传感实验研究[Applied Optics, 2020, 59(8): 2352-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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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报告要点总结及参考建议 

 1. 报告总结 

(1)高校教师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专业教师须注意 

     教学资本、科研资本的有效积累和精准释放。 

(2)万物有序，万事皆有规，掌握方法最要紧。注意角 

    色转换，有效平衡教研关系，找准切入发展点。 

张伟刚：教学与科研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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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参考建议 

(1)目标设计：有限目标，量力而行，要需要寻找有突 

     破点或创新性的目标，进行精心设计，勤奋积累， 

     精准释放，以期取得成功。 

(2)营造环境：包括工作环境(教学、科研、团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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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科研要两手抓，科研反哺教学，教学促进科 

     研。教研融合，把教学工作当做科研工作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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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等环境)、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外延)，使高校场 

     域系统与环境达到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平衡。 

(3)掌握方法：教研方法是助燃剂、催化剂。小事借力， 

     取长补短很重要；大事借势，站得高才望得远；成 

     事借智，他山之石可攻玉。 

(4)教书育人：加强师德师风修养，做一名“四有”教 

     师。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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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各位老师共勉： 

教能传道,研达精妙,

教研融合,创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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