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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全校公选课“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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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满足学术型和应用型研究生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对我校研究生全校公选课“表面
物理化学”进行了教学改革和实践。建立了满足研究生分类培养的课程内容体系，基于不同类型研究生
的学习需求和本科基础来组织实施教学和考核，教学中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使
课程适应两类研究生和交叉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需要。。
关键词：全校公选课；硕士研究生；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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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Classification Teaching of School Public
Course "Surface Physical Chemistry" for Graduate Students
YAO Zhong-Ping
JIANG Zhao-Hua*
HUANG Yu-Dong
YUE Hui-Min
AN Mao-Zhong
HAN Xiao-Jun
YIN Ge-Pi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P. R.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training needs of the academic, appli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s,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school public course "surface physical chemistry" was carried out 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necessity of classification teaching of the course was discussed and
two kinds of teaching content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classification training
of graduates. The learning demands and undergraduate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are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accumulative-type
assessment as well. In the teaching processes,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are much concerned, which really serve the classifi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In this way, the reform of the course is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for two types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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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public course;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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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physical chemistry;

2007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开始在一级学科进行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的改革试点工作[1,2]。
2009 年，哈工大化工学科开始实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确定了学术型和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方
案，其中“表面物理化学”既是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课程，也是应用型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同时由于
表面、界面科学在化学、化工学科和其他交叉学科研究中作为共性的基础理论支撑作用，
“表面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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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在研究生院统一协调下确定为全校公选课，除化学、化工学科外，还服务于其他交叉学科研究
生的培养。那么，
“表面物理化学”成为全校公选课后，针对各种类型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研究生分类
培养的需要，如何确定课程内容体系？如何组织和实施教学？以及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与科
研、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则成为“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关键。针对以上问
题，我们基于“表面物理化学”课程特点，从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具
体要求出发，进行了全校公选课“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改革和实践。

1

“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内容体系的确立

表面科学因其学科交叉特色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各理工科类高校一般都为研究
生(材料、化学、化工学科居多)开设了表面科学类课程。从课程内容看，主要是讲授表面科学基本原
理及应用和表面科学分析方法，并有针对性地对表面科学不同应用领域(如催化、纳米材料等)进行深
入介绍。各个学校讲授的内容侧重各不相同，课程名称也不一致。我校化工学科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就为化学、化工学科研究生开设了“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在长期的课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适
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课程体系。
1.1

分类教学的必要性
研究生分类培养是教育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3,4]，它涉及研究生培养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其中也包
括课程内容体系的确定及教学的组织和实施。虽然 2009 年制定的培养方案中“表面物理化学”作为
全校公选课，供化学、化工学科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的研究生选修。但是，在开始的教学实施过程中仍
然为各类学生集中上课。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表面物理化学原理的讲授以强化基础，还注重将基本原
理与能源、材料、生物、环境等国际热门领域和学术前沿相结合，启发学生的科研思路和创新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设立讨论课、自学报告和课程作业等)，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
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如学术型研究生在讨论课中要求讲述表面物理化学在当今学术前沿领域的研究
成果和进展，应用型研究生要求讲述表面物理化学基本原理在工程实际中的具体运用，而交叉学科的
研究生则要求讲述表面物理化学基本原理与本学科的交叉实例。在自学报告和课程作业方面也根据学
生类型的不同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分类培养的要求。
然而，从前期的教学实践效果看，该课程教学中存在如下问题：(1) 这种统一集中上课的教学模
式，存在着教学追求全面性与不同类型研究生学习需求不同的矛盾，使得分类培养的针对性不强。
(2) 从学生反馈来看，学术型研究生认为表面物理化学基本原理的学习过于简单，而交叉学科的研究
生由于化学基础薄弱而认为理论介绍难度过大，内容偏多。这一问题还导致学生成绩分布不合理，交
叉学科学生选课的积极性不高。因此，
“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切实的分类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2

适应分类教学的“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内容体系的确立
“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要依据研究生培养目标所需要的知识结构，统筹考虑本科已有的基础
和不同授课对象的需求。在研究生分类培养的新形势下，
“表面物理化学”课程作为全校公选课，在
教学内容上既要满足化学、化工学科学术型和应用型这两类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又要满足非化工学
科研究生选修本课程的新需求。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满足学术型研究生对表面/界面科学知识的深度
和系统性的需求，又要满足应用型研究生将表/界面科学知识有效运用于工程实际的需求，还要使得
其他交叉学科研究生能够建立界面观点、掌握表/界面基本原理并能运用于自身的科研工作中。此
外，本课程还要为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奠定理论基础。化工学科目前有 9 大具体研究方向(表面与
界面化学，高分子复合与改性，化学电源，金属电沉积与化学沉积，功能材料制备与性能，催化剂与
催化反应工程，生物合成与分离工程，生物分子工程，新能源化工)，涉及到能源、材料、生物、环
境四大国际热门领域和学术前沿。这些领域都需要从分子水平上研究材料、能源、生命中的相界面物
理化学变化规律，这里涉及界面的共性知识和理论是本课程重要的内容体系。因此，本课程以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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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的物理化学原理和规律为基础，以界面科学及应用新进展为前沿，以拓展科研思路与方法、培养
创新精神和能力为目标，把各具体学科研究方向要求的知识结构细化为知识点，用知识点间的逻辑关
系，协调界面物理化学原理、规律、应用及前沿进展的内容，进行分类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本课程从化工学科 9 大研究方向中，凝练出 3 个共性的表面科学知识和理论方向，即表面热力学
基础、固体表面与界面以及表面活性剂。在此基础上，针对化学、化工学科的学术型研究生的需要，
重点介绍固/液界面的电化学热力学与电结晶过程中成核与长大的影响因素及润湿规律等；针对化学、
化工学科的应用型研究生及食品、航天、材料等交叉学科的研究生，重点讲授固体表面态和键合、表
面层结构性质及表面改性技术，以及润湿现象的应用等内容。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的课程内容体系
框图如图 1 所示。基于上述思路，修改了化工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取消了原来的“固体表面与键
合”课程，将其有关内容纳入“表面物理化学 II”，作为应用型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及非化学、化工学科
研究生的全校公选课；原“表面物理化学”改为“表面物理化学 I”，作为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课。

图1

2

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课程内容体系

“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分类教学的组织和实施

在课堂教学组织与实施中，首要考虑的是学术型和应用型这两类研究生培养目标的不同及交叉
学科研究生的学习需求。
“表面物理化学 I”是针对化学、化工学科的学术型研究生开设，重点在于基
本理论的深度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偏重于演绎法，从解释表面现象开始，深入到基本原理的
推导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理论分析，注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将表面科学的学术前沿与表面
科学基本理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对学术前沿中表面科学问题的认识深度；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
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科研兴趣和科学思维习惯。“表面物理化学 II”是针对化学、化工学科的应
用型研究生和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开设的。其教学过程中偏重于采用归纳法，从各类表面现象及工程
实际应用入手，在物理化学知识的基础上介绍表面科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注重基本理论与工程应
用实践的结合，加强培养学生在工程应用过程中发现表面科学问题和运用表面科学原理的能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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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面科学原理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创新和实践创新。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还要考虑研究生原本科阶段的表面化学以及物理化学课程的知识基础。我校
化工学科为本科生开设了表面化学类课程“应用表面化学与技术”，化学学科开设了“表面化学”，还
有服务于全校本科生的创新研修课“应用表面化学基础”。但是化学、化工学科每年招收的硕士研究
生有相当一定比例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没有学过表面化学类课程，而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学习过此类课程
的人数更少。为解决这一类研究生表面化学基础薄弱的问题，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学生选修相关的表面
化学类本科生课程。另外，由于本课程对本科生的物理化学知识要求较高，因此针对没有物理化学基
础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交叉学科的研究生)，要求课外自学由授课教师指定的相关内容，或利用绪论课
适当补讲相关内容。
再次，通过累加式考核的导向作用，细化各项考核的要求，加强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分类培养。
“表面物理化学 I”针对学术型研究生对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学术前沿知识要求高的特点，确定考核内容
如下：闭卷考试，占 60 分，考核基本理论和原理等；讨论课每名学生以 PPT 方式讲述与本人课程相
关的表面科学前沿问题，占 20 分；以理论推导和讨论为主的开卷考试，占 10 分；以教材为蓝本自学
其中的第二章固体表面的自学报告，占 10 分。“表面物理化学 II”针对应用型研究生和交叉学科研究
生注重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如下考核方式：闭卷考试，占 50 分，考核基本理论和原
理等；讨论课每名学生以 PPT 方式讲述表面科学问题或表面分析方法在工程实际的应用，占 20 分；
作业占 20 分，包括运用表面基本原理对某一表面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和综述某一固体材料表面或界
面的几何结构和电子结构两个方面；随堂开卷测验 2 次，共 10 分。

3

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服务于两类研究生人才培养

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不仅是传授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也是拓展科研思路与方法、培养创新精神和
能力的有效途径。表面物理化学内容的学科交叉特色突出，使得该课程具有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优势。本课程在满足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利用界面化学涉及面广的特点，引导学术型研
究生从界面的物理化学原理和规律走向学术前沿、应用型研究生将表面化学基本理论应用到工程实
际，使“表面物理化学”课程教学有效地服务于研究生的分类培养。
3.1

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本课程在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课程组，建立了适合于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学术型研究
生培养的课程体系，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本课程组的授课教师利
用自身的科研优势，将自己与表面科学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之中，启发学生的科研思路、培养
科研兴趣；课程组成员的部分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与课程内容对应的实验项目，纳入学院的研究生实
验平台[5]之中，建立学院层面的“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实践环节；此外，课程组教师在研究生培养环
节上，服务于科研方向与表面科学密切相关的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与表面科学相关的内
容进行把关和理论指导，反馈于科研工作。
3.2

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强化应用型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针对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和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2009 年起教育部即宣布研究生培养将从过去
的学术型为主转变为应用型为主，现在应用型研究生招生比例逐年增加[6]。为提高我校化学、化工学
科应用型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化工学科在研究生院的支持下建立了校内外实践基地[7]，并与“表
面物理化学 II”有机结合起来，工程实践活动成为课程的生动实例。如在课程组成员参与建立的“化
工学科应用型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研究生可以在生产线上进行锂离子电池制造各个环节的实践活
动，包括材料合成、电极制备、电池组装及电池性能检测，全面系统地掌握锂离子电池的制造技术，
培养化工学科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提高其对产品设计、产品制造的系统观、全局观，特别是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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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会到了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在电池制备中的理论指导作用，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再如在化工学科的“上海山富数码喷绘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校外实践基地”，研究生可以进行从胶水、
涂料、涂布、贴合、分切，到产品包装的一条龙生产实践，使应用型研究生能真实了解企业生产和研
发的基本过程，又深刻体会到界面问题的重要性。

4

“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分类教学实践效果

全校公选课“表面物理化学”课程的分类教学在我校研究生院支持下正式实施以来，本课程的学
生成绩分布更趋合理，学生选课情况和学习兴趣都呈现了良性的发展态势。从学习效果看，此前本课
程闭卷考核中成绩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在化学、化工学科，并以学术型研究生居多；现在由于分类教学
中基于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需求，调整了教学内容和考核要求，使得学术型和应用型研究生各出现一
定比例的优秀生，特别是来自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成绩也出现了优秀。其二，分类教学实施后，选“表
面物理化学 II”课的交叉学科研究生从航天、食品、材料学院又增加了机械、电子和能源等学院，表
明分类教学法的实施符合交叉学科研究生对表面化学类课程的学习需求。因此，可以预期“表面物理
化学”全校公选课会吸引更多的交叉学科研究生选课，选课波及面也会进一步加大。其三，由于课程
学习内容与各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更为一致，从而使得研究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
明显增强。特别是课间学生找老师讨论问题的现象明显增多，既有对课堂上课程学习内容的讨论，也
有把自己课题方向中与表面科学相关的问题与授课教师交流。学生反馈结果表明，选修此课的研究生
对“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普遍认可。
另外，我院应用型研究生在培养上增加了校内外实践基地的实践与考核环节，从学生对校内外实
践基地实践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表面科学问题与具体的工程实践结合起
来，将在“表面物理化学”课程中学习的知识原理直接运用到具体实践之中。在教学过程中设置的讨
论课上，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将自己将要进行的硕士研究课题中的表面物理化学问题在课堂上与老师
和同学直接交流，这样授课教师可以直接进行理论指导，使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

5

结束语

我国高校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的全校公选课一般为英语、数学或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而理论性较
强的“表面物理化学”课程如何发挥其全校公选课的作用、有效地服务于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是“表
面物理化学”课程建设的首要问题。哈工大化工学院“表面物理化学”课程组在我校研究生院和化工
学院的支持下，对“表面物理化学”分类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要真正实现从原来单一地
服务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到服务于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研究生的分类培养，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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