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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 the research teaching of functional polymer material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iterature review and writing ability by literature search, paper writing, subject seminars, PPT 

display and visiting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t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polymer 

materials, and the ability of putting forward new problems and solving existing problems. It has a 

certain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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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高分子材料”课程研究型教学，通过查阅文献、撰写论文、专题研讨、PPT展示、

仪器设备参观等方法，提高了学生查阅文献和撰写论文的能力，激发了学生学习高分子材料

的兴趣，培养了学生提出新问题和解决现有问题的能力，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 

1．引言 

“功能高分子材料”课程是讲授具有传递、转换或贮存物质、能量和信息作用的高分子的

制备、性能、应用及发展的课程，课程内容多，课堂老师直接讲授，学生理解和掌握困难。

因此，在学校教改的支持下，作者进行了研究型课程的尝试，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

和学习兴趣[1]。 

2．研究型教学指导思想 

研究型教学是将研究融入教学的一种教育方式[2,3]，在深入研究我校定位和学生现状的基

础上，提出“强化基础知识、开拓学术视野、培养创新思维”的指导思想。即在保持本课程教

学基础扎实、功底深厚的基础上，更加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学生完成功能

高分子材料的学习后要具备提出和解决功能高分子问题的能力和兴趣。在教学过程中，从以

下3个方面探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1) 学生掌握扎实的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基本功，进一步突出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功能”这个

精髓内容。 

(2) 学生善于准确把握问题的关键，培养学生提出新问题和解决现有问题的能力和兴趣。 

(3) 学生了解功能高分子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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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型教学内容 

研究型教学的一个重要关键环节是提出好的研讨专题，并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将提升

学生特定能力的培养目标融入其中。即如何将上述元素进行有机的结合，提炼设计出好的研

究型教学方案。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该课程具有研究意义的三个研讨专题： 

1）专题一：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首先分析高分子材料的特点，找出其不足之处，提出解决的方法（不限于课本），重点

探究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方法，最后扩展到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分析、鉴定研究方法。 

2）专题二：各种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历史、制备方法及应用，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相结

合的应用。  

以“反应型高分子”、“电活性高分子”、“光活性高分子”、“膜型高分子”、“吸附性高分子”

为小专题，分别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各种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特点，找出其共同点，进而研究

其制备及应用领域。具体如下： 

反应型高分子：分析高分子化学反应的特点，找出其不足，并提出解决其不足的方法（不

限于课本），重点探究固相合成的优势，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固相合成的实验操作。 

电活性高分子：从宏观和微观上找出电活性高分子材料的共同点，重点探究目前国内外

其应用方向。 

光活性高分子：从日常生活中找出光活性高分子材料的应用，重点探究目前在太阳能电

池上的应用。 

膜型高分子：从膜型高分子材料种类中如纯水制备过程等理解膜分离过程与机制，重点

了解LB膜和自组装膜。 

吸附性高分子：理解通过分子设计、高分子骨架等制备特定吸附作用的吸附性高分子，

有条件的调研应用于海绵城市中的吸附性高分子。 

3）专题三：纳米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与其他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结合。  

首先分析纳米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特点，准确理解纳米功能高分子材料不是一种新材料，

而是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纳米化，但是，其性能与常规功能高分子材料不同，提出解决常规功

能高分子不足的方法（不限于课本），最后扩展到纳米功能高分子材料适用的领域。 

学生在学习功能高分子材料课程时，通过查阅文献、分析讨论的形式使学生更加深刻理

解功能高分子材料与常规材料的不同。在研究性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系统性思维——从上到下、

从树干到树枝、再到树叶，建立部分与全局的关系。研究型教学的总体规划和思路如图1。 

专题一和专题三的研究型教学模式为论文撰写的形式，专题二的研究型教学模式为论文

撰写和PPT展示的形式。 

 

图1  研究型教学的总体规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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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型教学的实施 

研究专题由学生自主完成，借此熟悉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发挥

自己的创造性去解决；超出课上知识的内容，需要通过查阅参考书、互联网上的资源来了解。 

研究专题的完成按小组进行，3~5名学生为一组，第一和第三专题每名学生撰写研究报告，

每组学生从专题二中选择一个题目（专题二分为5个小专题），完成一份研究专题报告，并做

PPT展示。研究专题报告类似本科生毕业论文，为大四的本科毕业论文撰写提前打好基础。 

4.1  专题一学生论文摘选 

专题一是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每名学生都撰写了论文，通过撰写论文，

学生都对功能高分子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为学习具体得功能高分子打下了基础，图2是专题

一部分学生的论文摘选。 

     

图2  专题一学生论文摘选 

4.2  专题二学生论文及PPT摘选 

专题二研讨中，全班36人分为8组，每组选择一个题目研讨，并撰写论文和PPT，由一名

学生做PPT展示演讲，图3、4是部分学生的论文和PPT摘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增加了我

们团队的凝聚了和分工意识”、“大家对毕业论文的格式要求和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让

以前的知识更加具体化”。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图3  专题二学生论文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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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专题二学生PPT摘选 

4.3  专题学生论文摘选 

专题三是纳米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每名学生都撰写了论文，图5是部分学生论文摘选。 

     

图5  专题三学生论文摘选 

4.4  实验室仪器设备参观 

功能高分子材料课程讲授的是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分析、测试、表征和加工，“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光靠书本上讲讲，学生很难加深影响，因此，采用了书本讲授和加

工、分析、测试仪器参观的模式，利用2课时，带领全班学生参观了实验室加工、分析、测试

仪器设备，在参观过程中，有专人讲解，学生有问题，可以直接问，将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

合，对学生课程学习起来很好作用。图6是实际参观的照片。参观结束后，大部分学生表示，

过去只听说过的仪器设备今天看到实物，对功能高分子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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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学生参观加工、分析、测试仪器设备 

5．研究型教学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研究型教学的考试方式、成绩评定等方面与正常教学应该不同，应实行过程评价与终结

评价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全程评价模式，突出学习、实践、科研、创

新等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的综合评价。对于专题二，学生以小组完成专题研究工作（沟通、

研讨、分工、合作），专题完成后每一组一名学生进行专题汇报，由班级其他组同学进行提

问和不记名打分，得分占专题成绩的50%，教师打分占专题成绩的50%。评定成绩由研究报

告、课堂宣讲、回答问题等几个方面决定，重点关注学生的分析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及项目

的发挥和扩展部分。 

在进行了一学期的“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性课程后，本班学生对高分子材料的兴趣大增，

学习成绩有了很大进步。期末成绩全部及格，在80~89分之间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5.56%，成绩

比往年好，学生反响良好。全班36名学生，除去一名学生计划毕业后工作以外，其他35名学

生都保研或考研。 

6．结束语 

通过一学期的“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性课程教学，学生对高分子材料的兴趣大增；通过

论文撰写和PPT展示，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增强，撰写论文的能力提高，这些都为下学期的

毕业论文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研究型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功能高分

子材料的基本功，而且使学生善于准确把握问题的关键，培养学生提出新问题和解决现有问

题的能力和兴趣，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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