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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7 年读硕士研究生开始算起，不经意间自己已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从事科研工作十五
年了！回首这十五载的科研历程，从懵懂的学生成长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我对计算机应用专
业领域科研工作流程的认识逐渐清晰，对其中所涉不同身份研究人员（主要是导师和研究生）
的角色越来越明确。下面就谈谈我个人对科研过程中师生“合作共赢”关系以及“师在研中
教、生在研中学”的认识，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我们来看看科研工作的一般流程。个人认为科学研究（以计算机应用专业领域的科
研为例）往往遵循一个由 10 个步骤组成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该过程乍看起来很像传统软
件工程中“需求-设计-编码-测试”这一软件开发流程，个人认为这种相似性其实很必然，因
为大多数的计算机应用研究是要面向特定需求或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标的，因此会遵循“问
题-思路-算法-实验”的类似流程。但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软件开发的目标是确定的，因此
强调的是“满足需求，实现功能”
，甚至允许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做
法。而科学研究的目标往往是不确定的（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无解的），因此更强调理论
上的简约与完美，强调逻辑上的严谨和缜密，强调解决方法的优雅与推广性，强调算法的最
优化（最好能做到“后无来者”——后人不用做了）
，强调对前人工作的理性质疑和批判，
当然最最强调的还是创新，尤其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这些特征必然会体现在科学
研究流程中的每个步骤上，下面结合具体的科研实践，谈谈我对该流程中每个环节的认识，
并借此分析导师和研究生在其中的合作共赢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师生“教与学”的互动。
步骤 1：通过科学的需求分析确定研究课题。科学研究的需求来源非常多样，常见的如
国家重大需求、产业共性需求、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人民生活改善需求等等。还有一类需求则
来源于更纯粹、更抽象的学科发展内在的推动力（如学科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
可能来源于技术本身发展的惯性趋势（比如一些会引导甚至创造需求的新技术）。此外，研
究人员的好奇心和个人兴趣往往也会成为一种内在的科研动力。无论哪种需求，都应该得到
理性的尊重。在这一阶段，导师或研究团队负责人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研究生大多处于
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实际上，导师的研究方向一般都是确定的，所以，研究生在选择导师时
一定要审视自己内心的“真实兴趣”所在，扪心自问是否与导师的研究方向一致，避免以后
因“志不同”而“道不合”
，不得不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
就少了一位老师，这道理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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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的结果往往是一个大问题或大任务，还需要审慎地将其分解为多个条件更为可
控的子任务或者子问题，这里我称之为研究课题（不是指科研项目）。例如我们在进行人脸
识别这一大问题的研究时，其中有一类“单一样本人脸识别问题”
，即：每个待识别人在数
据库中只注册了一个图像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
从师生合作的角度来说，研究生往往在入学后不久就被分配了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也
就是说，研究生的课题往往都是由导师指定的。这当然非常考验导师对于科学需求的认识，
以及对相关领域研究趋势的把握。过难、过易、过时 的研究课题都可能给研究生未来的科研
生涯带来不利的影响。特别是 过时的题目，可能导致研究生在一些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上荒废
青春。幸运的是，该环节一般与接下来的调研环节是强耦合的，全面、准确的调研理应可以
进一步修正研究课题的具体任务。
步骤 2：调研 state of the art。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对给定的研究课题，通过调查研究，
回答下述问题：在该课题上国内外有哪些研究者？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如何分类？
如何量化评价这些工作？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当前最好的方法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还

有什么开放问题没有解决？目前的技术趋势是什么？个人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是科
学研究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很多研究工作之所以最终成为同行不屑一顾的“垃圾”
，
很多是因为调研上出了问题，结果或者重复了别人的工作，或者解决了别人早已解决了的问
题，或者做了远不及当前最好方法的工作。
在这一环节上，我的基本经验是：一定要尽快找到该领域的 3~5 个 state of the art 的技
术或方法，并尽量完全吃透其本质，甚至要跟踪实现它们！这里我之所以保留英文，是因为
实在没找到理想的翻译，而这个英文词组本身含义非常清晰（如果一定要翻译的直白一点的
话，可能是“某方向上的最好的东西”之类的意思）
。State of the art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
研(至少是计算机应用学科)的目标就是要超越现有的最好。如果一个研究者连自己从事的研
究领域内现在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谈何“超越”？
那么该如何调研发现 state of the art？个人经验有几条：1）先看该领域的最新综述，这
类文章一般会在题目中冠以 Survey，
Review 或 Comparative study 等字眼；2）
用 Google scholar
等工具检索出该领域引用数最多的前 10 篇论文并精读它们（通常是比较旧的论文）
；3）找
该领域方向最顶级的国际会议和期刊，把其中最近 3~5 年的相关文章全部泛读一遍，找出其
中最常被引用、最多被比较的工作，精读其中至少 50 篇；4）找出领域大牛并经常关注他们
的研究动向。这一点请读者不要误解为我迷信权威，对权威的理性质疑往往是突破的契机，
但质疑一定要建立在清楚了解的基础上，所以，为了打败权威们，先去了解他们吧！5）找
机会多听讲座或者看该领域大牛的 Tutorial，现场聆听也许不现实，但网络时代资源是足够
丰富的，比如现在的各种公开课资源等，都是非常好的资源。
在调研阶段，师生共进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大量地阅读论文，
从而能够把握更多的文献和细节，但可能因缺少全局观而判断力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
体系；而导师往往本就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基础，而且知识体系更全面，对领域的发展历
史也更了解，因而更可能形成准确的判断。在这一阶段，研究生与导师应该多交流，共同形
成对研究方向的准确把握，从而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步骤 3：提出问题。调研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让我们再次重
温爱因斯坦的至理名言吧：
“提出（发现）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
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
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问题重要但找到
“好问题”并非易事。一个研究工作能否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得
到了同行的认可至关重要。比如很多论文评审人都承认，他们经常在看完论文的“序言
(Introduction)”部分内心就基本确定了是录用还是拒稿，而我们都知道，序言的结尾部分通
常就是对问题的描述以及对解决思路的概述。
那么，好问题从何而来？个人认为“问题”根源于研究者对相关领域知识体系的全面把
握，尤其是 对已有方法优缺点的准确判断和正确认识。对知识体系全局的掌握使研究者有可
能知道现有体系哪里不完善、不完美、不优雅，哪里有漏洞可以弥补，哪里应该有一个新的

增长点。而对已有方法优缺点的认识，特别是对现有 state of the art 方法之“不能”和“失
败案例”的认识，使得研究者可以直接提出问题：如何克服现有方法的某个缺陷？如何使其
“不能”变“能够”？
在这个环节上，对处于“学术童年期”的低年级研究生而言，导师必须担负起更大的责
任，导师的全局观可以帮助研究生提出更具科学价值的科学问题。当然，师生的互动讨论，
则可以提炼出全局和局部上都具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对高年级的研究生而言，则应该逐渐承
担起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深刻掌握了领域 state of the art 之后，可以充分考虑这些方法的
优缺点从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已经在 state of the art 前沿阵地滚打摸爬了一段时间的
更高年级的博士生而言，能否独立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更应该是检验其是否具备独立从事
科研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准。
步骤 4：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思路。之所以强调独立思考，是因为我感觉在互联网时代，
很多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被大大“腐蚀”了，尤其容易受到前人工作甚至是
“网络学术噪声”的影响，因而陷入已有研究思路的洪流中不能自拔。特别是一些不成熟的
研究者（比如新进入一个领域的研究生）对所谓“热门”方法的推崇和“灌水式”跟踪，很
容易导致一些并不重要的工作被过多引用，进而被更多的研究人员关注和引用，形成恶性循
环，最终损毁了“引用数”这一本来最为重要的学术评价指标的真实意义。因此，对于“热
门”话题，导师尤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全局、历史的观点来引导研究生冷静思考、正确
对待。高年级的研究生，尤其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独立思考更多的是一种习惯，而
不是能力）
，甚至要养成质疑导师的习惯，我甚至认为，一个博士生在毕业时在某专业方向
上是否超越了自己的导师可以作为其是否可以毕业的参考标准之一。
我建议研究生在这个阶段应该少看文献，而多像胡适先生倡导的那样“大胆假设”
，或
者像 CMU Takeo Kanade 教授说的“像外行一样思考”[1]。我认 为这两种说法本质上都是在
强调“直觉”
，强调摆脱前人工作划定的“条条框框”
，强调“常识逻辑推理”的重要性。换
句话说，在这个阶段不妨“放肆”一下，拿出初生牛犊的劲头，胆大包天的反思前人工作，
也许更有利于创新性成果的产出。当然，胡适先生还有后半句，即“小心求证”
；而 Kanade
教授也有后半句，即“像专家一样实践”
，则都在强调后面各个步骤上理性和严谨的重要。
在这个步骤上，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同样要因人而异。例如，对低年级研究生，导师给出
具体、明确的研究思路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低年级同学往往“思而无果”。而对高年级研究
生，则可以从较高的方法论层次上，或者从技术路线层次上给出问题的指导性解决思路，然
后以研究生为主细化这些思路，形成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对于高年级博士生，更应该有
意识地锻炼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哪怕导师有具体的解决思路，也可 以尝试着不急于直接
告知，而是逐步引导学生向可能的方向上探索，最终“自己想到”解决办法。这样做短期看
似乎效率很低，但从学生培养大局和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更高效的做法。
步骤 5：形式化解决思路。上述的解决思路最初往往是通过自然语言描述的，语言描述
的缺点是不够严格因而可能存在各种歧义。这一点最近我感触颇多，有几次我把自己的思路

和研究生沟通后，结果研究生设计、实现的算法却并没有遵循我的思路，讨论后才发现我们
对同样的语言描述理解却不同，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思路进行必要的形式化。通过
形式化不仅可以更精确地描述问题或思路（比如界定清楚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和前提假设等）
，
还非常有利于提前发现其中的“问题”。因此建议尽量把上述思路描述从自然语言描述抽象
成形式化的符号语言描述，这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步骤，非常有利于锤炼研究生的逻辑思
维和数学建模能力。更一般的讲，以符号系统形式化和抽象化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而对
问题和思路进行形式化也是一种习惯，是严谨和缜密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这一点上，导师应该有意识地锻炼研究生的形式化能力，比如导师可以把思路通过语
言描述后，再安排研究生进行形式化。研究生也应该在和导师讨论完后，尽快的把和导师的
讨论内容进行整理、形式化，并发给导师进行确认（这个习惯也适用于与导师沟通的其他环
节中）
，或再次共同对形式化后的思路进行审查和讨论，以便形成严谨科学的形式化表述。
对高年级博士生而言，把问题和思路准确的形式化，也应该是一项基本能力。
步骤 6：设计、实现并优化求解算法。即根据形式化后的研究思路具体设计算法的过程。
我认为这个工作更多应该是研究生的职责，导师在该阶段的作用应该是对设计出来的算法进
行评价或纠偏。当然，如果是低年级研究生，导师恐怕也需要更多的参与到算法设计中。需
要注意的是，一个研究思路可能存在很多种可能的实现算法，研究生算法设计能力的强弱在
这里可以得到良好体现：两个研究生去实现同样一个思路，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果甚至得
出相反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他们设计的算法是否忠实反映了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坦率地说，
在这一点上，
“强”学生和“弱”学生的差别很明显：前者可以把一个平凡的思路做得有声
有色，而后者可能会把一个很好的思路做死。
算法设计完成后一般应进行编码实现和验证。同样，这看起来主要也是研究生的职责。
导师一般认为这应该是研究生的基本功，所以往往不够关注，但其事关科研效率。试想 ，一
个编程实现能力强的研究生两三天可以完成的事情，在一 个缺少编程经验的同学那里，可能
需要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能实现，科研效率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研究生自身应该
重视自己的代码实现和调试能力的提高，尽量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拖自己科研的后腿。
步骤 7：设计实验评估算法：计算机应用专业本质上属于工程性学科，因此，除了一些
可以通过理论分析证明正确性的工作，多数情况下，设计实验、评估算法是验证前述解决思
路可行性、算法设计合理性和算法实现正确性的必需手段。评估实验要注意以下四点：
（1）
度量算法好坏的标准应该是领域同行公认的指标体系，除非你证明它们存在问题，并自己提
出可证明更合理的指标体系；
（2）评估实验一定要有量化的结果。即使是主观评测，也应该
有足够的被试进行评价，从而给出量化的统计结果；
（3）实验用数据应该是国际同行公认的、
中等以上难度的数据库，并且最好是多个，最好是 state of the art 方法所采用的那些测试数
据集。如果所研究的问题确实是新问题，应该自己收集足够规模的测试数据；
（4）实验评估
必须是无偏向性的，绝对不能只挑选对自己算法“友好的”数据，也不 能只测试对自己的算
法有利的评价指标。掩耳盗铃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其危害性自不必说。

在这个步骤中，研究生当然是主力，但导师必须要对实验设计进行必要的审核，以确定
评估实验是无偏的、量化的、能够匹配所提出问题的。尤其在学界没有适合于所研究问题的
足够数据时，导师应调动资源协助研究生获得这样的数据。
步骤 8：与 state of the art 进行量化对比分析。得到评估实验结果并进行对比分析显然
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最值得期待和令人兴奋的步骤之一，但同时也是最考验研究人员洞察力和
逻辑推理能力的过程。实验结果是解决思路、算法设计、算法实现和实验评估等前述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实验结果不好或者“感觉”结果有异常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向
推理，去追溯结果不好或异常的根源何在：研究思路本身有问题？算法设计不合理？实现有
错误？还是实验设计不合适(比如数据不满足算法假设)？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应该与什么方
法、在哪些数据集上进行对比分析。我的经验是：一定要跟 state of the art 的 3~5 种方法进
行全面、系统的对比，而且最好能够在多个不同特性的数据集上进行对比分析，否则是不宜
得出确定性的结论的，而如果作为论文投稿，没有这种对比也一般不会被审稿人接受。其原
因还在于前述的道理：计算机应用科学研究的价值更多体现在 state of the art 结果的不断超
越和更迭上。
这个过程尤其需要导师和研究生密切配合，丰富的研究经验使得导师有可能根据实验结
果直接追溯可能的问题在哪里，甚至观察出实验结果中看似正常实则异常的部分，从而发现
有价值的改进线索。为此，除了最终结果之外，研究生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提供给导师各种
中间结果，以便导师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进而或改进解决思路及形式化，或重新优化算法设
计，或调优算法参数，或改进实验评估策略。太多的例子已经表明：国内外同行在多数问题
上的解决思路是趋同的，最终取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通过反复地反馈调整，把一些“平凡的”
思路做到了“极致”的研究者！在这里，研究生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在向导师汇报时“报
喜不报忧”
，这绝对是科研之大忌（如果是在论文写作中则是有违科研道德的）
！退一步讲，
所谓“忧”
（即不好的结果）
，往往是通往新问题继而带来创新的敲门砖。从某种意义上讲，
科学就是在不断改进“坏结果”中前进的。
步骤 9：推导结论并尝试提出新问题。上述实验结果如果足够充分而且对比丰富，则提
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足以支撑一些基本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所谓“实践出真知”，这
些结果和对比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相关课题领域存
在的真实问题是什么，什么样的思路可能是有效的，从而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新问题或者
新的解决思路，从而再次回到科研流程的第 4 个步骤上。可以说，在这个节点上，导师和研
究生的深入讨论是发现新问题、诞生新思路的法宝。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结论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低年级研究生们往往因为害怕自
己的工作贡献小而想法设法地“放大”自己工作的价值，殊不知这是论文评阅人最不喜欢看
到的——他们宁愿接收一篇贡献小一点的论文，也不要一篇会误导读者的论文。所以，一定
不要在结论中夸大自己的贡献（比如以偏概全），更要避免过分泛化结论（比如故意忽略前
提假设）
。

步骤 10：论文或专利撰写。论文是科研工作被科学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了解、继承和
推广的主要媒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撰写论文的经验介绍已经很多。这里，我想强调个人
最看重的几个关键点：
（1）对研究动机（motivation）的描述至关重要，即前述步骤 3 的内
容
；（2）对国内研究者来说，语言不是撰写英文文章的最大障碍，逻辑缺失才是最大问题；
（3）全文撰写逻辑尽量遵循“自顶向下、先广再深”的原则，局部细节一定要在全局介绍
清楚后再展开。换句话说，一定要避免让读者必须看完全文才了解全局，而应该是让读者尽
早把握住文章的全局；
（4）从具体行文上看，
“逻辑”主要体现在连词、连接性短语或连接
性(即承上启下)句子等“关节”上。一个简单的查验标准是：任意两个相邻的句子、段落是
否有“关节”相连，如果没有，一定要加上，否则就可能导致逻辑的断流；
（5）逻辑上尽量
遵循从旧知识水到渠成的流到新知识的写法，这方面有一篇经典著作，参见[2]；（6）结论
不同于摘要，应明确区分。简单地说，摘要应更全面、更抽象的概括全文，而结论则应该主
要强调本文工作对该领域贡献了什么样的“新知识”
，比如怎样做是好的，而怎样做可能是
有问题的。但应注意不宜过分扩大，请参见前述步骤 9。
在这个步骤上，师生合作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具体如何合作已有诸多前人文献做了很好
的经验总结。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因视野或经验等原因，研究生写文章容易“就事论事”
，
或者说不善于在更高的层次上“推销”自己做的工作。因此，导师可以在这方面多加引导和
补充，以便把论文工作置于领域已有知识体系中的恰当位置——个人认为这一点最体现作者
的实力，即论文作者的全局观和知识体系的健全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上述的自上而下的流程中的每个步骤都很重要，但我个人认为
这恰如河流，还是有上下游之分的。总体而言，越是上游的步骤，就越重要一些。比如问题
比思路重要，思路则比算法重要，而算法则比实现重要，等等。因此，不难发现，研究人员
的成长过程大都像逆流而上的鱼儿一样“力争上游”
。总体而言，这没有错。我也主张研究
生培养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低年级的时候侧重在“实现”层面（由导师等其他更资
深的合作者完成之前的步骤）
，而随着年级的增高，其工作重点必须逐渐往上游提升，最终
应具备独立完成从提出问题到得出结论这一全过程的能力——即所谓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
能力。当然，上游重要并不等于下游不重要。如前所述，同样的好问题或好思路，可能因为
后续实现过程的种种问题而被扼杀；反过来，一个看似平凡的思路，做到极致也可能产出非
常好的成果。特别是根据评估实验结果和对比进行反馈修正上游步骤的能力，更是至关重要
的。
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导师一方面应该加强对研究生研究流程全过程的“监控”，并在
每个环节上给出全局性的建议和帮助，必要时及时纠偏，以免研究生走过多的弯路。这一点
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研究生很多时候（尤其在其学术童年期）处在科研流程的局部，容易陷
入“局部最优”
，而不是“全局最优”
。但另一方面，研究生培养是个复杂的问题，导师也应
该牢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这恰如有人所说的“教育的本质是当学生忘记所

学后剩下的东西”
。我想，
“渔”对研究生来说就是他们独立开展研究的方法。所以，为了培
养研究生，导师需要“明知故问”
，需要“懂装不懂”，更需要让研究生“自己想到”，让研
究生意识到“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不是导师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导师风格和研究生具体情况的不同，师生合作共赢的模式亦会有
很大差异，本文所述仅仅是一孔之见，绝无批评排斥其他模式之意。同时，本文所述内容多
来自个人经验，也有诸多“拔高”
，即我自己也没有做到、但感觉可能更好的做法，并没有
经过实践检验，也写出来分享了。总之，其中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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