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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国内一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样本，通过认真的梳理，我们发现很多国内知名高校
在总结自身丰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生培养创新模
式。我们课题组就“基于材料加工专业特色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这个我校研
究生创新项目课题，针对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课程体系
建设、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等理工类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四个具体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的研
究。

1 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学位类
型、培养模式日趋多样的今天，探讨如何有效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研究生培养水平、
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后面简称《教育规划纲要》）[1]强调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要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的局面”。随着学科结构逐步完善，形成了学科门类较齐全、培养模式多样化、多层次、多
类型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为了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正在全国
各有关高校予以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亟待深入研究与创新实践。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0409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16)

辽宁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工学为主，涵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艺
术等七大门类的多科性大学，学校注重加强科学研究，科研实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这座综
合性的大学中，对研究生培养非常重视，学校一直以来力求每个研究生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教
学改革及采取多方面的举措，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具备创新能力、分析与思考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是学校一直以来努力培养的目标。近年来，学校鼓励教师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
项目，特别是理工类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方面。我们课题组就“基于材料加工专业特色研究
生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开展了研究。我们以 2002 年来我国“985”中 20 所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为样本，对上述各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关学术论文以及重要会议进行了文献检
索。通过认真的梳理，我们发现很多国内许多知名高校在总结自身丰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
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2~5]。我
们课题组认为，理工科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创新要从注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创新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建设改革、导师队伍建设等四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研究，深入系统地思考研究生培养
模式的完善与提升。

2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刘延东同志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的灵魂是担负起造就高层次人才和支撑自主创新的历史重[6]。创新是灵魂，科学
研究主导是核心。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引领时
代发展的风向标和潮流。作为国家知识创新基础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
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特别意义。为此，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应该强调对
研究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培养。这是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
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
之一是建立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机制。以实践、创新为导向的优化整合机制、完善研
究生创新能力养成培养机制是现阶段研究的热点。《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必须注重知行统一、学思结合。面向实践、注重创新的人才培养导向，是将创新实践能
力养成作为优化、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中之重。华南理工大学陈铁群等[3]提出了“适应
规模发展、提高创新能力，发挥产学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加快人才成长”的研究生培养新
模式。方祯云[7]以“重庆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为例，从研究生管理模式、研究生创新基
金管理等方面介绍了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就是要保证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养成，使
学生形成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学术思维导向。
综上所述，创新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起点和终点，是灵魂；创新从科研实践和探索
中获得，科研是创新的温床，要创新就需走科研道路；要促进研究生科研，必须建立导师负
责制。

3 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3.1 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强调研究生“创新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的二维素质培养
目标已不能满足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还需加强研究生“国际化能力和文化素质”的要求。
《教
育规划纲要》第 48 条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
际化水平”[1]“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
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此，必须拓展研究生培养目标，树立研究生三强一高”
思维素质培养目标即“创新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国际化能力强、文化素质高”。通过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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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能力培养，彰显研究生国际学术思维、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8]
从 2009 年开始实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试点以来，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立足本土、
面向世界”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具有非常好的推广价值。立足
本土，就是在传统的国际化教育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使大多数
学生不出国门就接受国际化教育，使少数学生能够接受的昂贵的国际化教育惠及到大部分学
生。创新培养理念、突破传统模式、接轨国际一流，全面推进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借鉴国际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课程体系构建本校特色、世界前沿的研究生国际化课程。经
过广泛深入的实际和文献调研，我们得出结论：美国、澳大利亚的研究生教育比较强调创新
能力的培养；欧洲和日本的研究生教育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些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经验值
得我们借鉴，这也是开展“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基础。
3.2 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是我国现有培养模式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学科融合、交叉特征更加显著，特别是新兴前沿学科研究，更要求研究人员具
有交叉学科教育背景、并具备较强的跨学科科研实践能力。特别是近几年来学科组群建设方
面的研究也由传统单一学科内部分析向跨领域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何刚等[9]分析指出：科
研人员合作意识不强、学科融合的结构层次不完善，以及学科包容性、开放性不够，是制约
我国研究生交叉学科培养体系形成的几个关键方面。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是对我国现有培养模
式的有益补充，应该加以重视并发展。

4 创新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
4.1 课程体系建设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来制定培养方
案，从而设置课程体系，加强现代科技知识的掌握，并将所学新知识及时应用到工作中去，
以提高其实践技能。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础，改进研究生“知识传授”的教学方式，
拓展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注重业务综合素质和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重要举措。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行各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一些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
业比一般的职业对特定知识、技能有更加严格的要求。研究生除了应掌握专业知识外，还应
更多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使专业人员具有更高的
自律性和忘我的职业精神。比如，在全日制材料加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可以适当
加入经济、管理、市场、这些课程可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素质，为以后走向工作岗位
打下坚实的基础。
4.2 研究生课程体系创新
研究生课程体系创新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任务。目前很少针对不同课程内
容采取不同教学方式，课堂讲授多、教学辅导少，讨论交流少；重视知识的传授，缺少对研
究生批判思维、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使得学生无法实现教学互动，无法实现
有效的教学目的，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学习的地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传统的教学观念
认为，把学生带向学术前沿就是最佳的课堂教学；传统的教学论教条认为把最先进、最系统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研究生教育就是要传授最前沿的知识，而不考虑学
生真正的兴趣和承受能力。此时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课堂知识，这是一种单向的
灌输式教学，从而无法培养具有创新活力的人才。
我们课题组教师在多年教学中经常发现，在实践中，教育者总希望把自己整理出的知识直接
传授给学生，直接把学生推向学术前沿，这种教学方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忽视了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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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需要的经验积累过程，忘记了知识不可能速成，这种设想是注入式教学思想的根源，学生
在接受知识时绝大多数都是表面上理解了，并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更无法指导自己的实
践[10]。而老师想当然地认为学生理解了就可能是掌握了，知道了就可以运用了。在进行了
系统的知识讲授后，同学确实都理解了但是一旦要将这些知识变成指导实践的方法或能力，
一遇到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时，这些知识全用不上。这说明此时接受式的理解仅仅是表层，没
有深刻理解或应用以实际，要促进学生从“知”向“行”的转变。在课程设计上，课堂讲解上就
必须从抛弃传统的传授最先进的、最系统的知识开始，从传授那些最适合的知识、最需要的
知识也即最有用的知识出发，这就要求课堂教学增加针对性和实用性，突出个性化教学，在
最适合和最需要上下工夫。研究生课堂教学必须让学生从“知道”到“会做”“怎么做”的转变，
只有达到了“能做”“会做”这个层次后学生才是真正掌握知识，学到了真正知识。
2016 年 2~3 月，我们课题组在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访学，并系统对他们研究生教学进行
实际考察与研究，发现他们的研究生教学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教师作用在引导而非具体
的教，老师上课速度很快，信息量巨大；二是学生是课堂主角，教师只是引导和辅导者；三
是学生学习主要时间是在课下，课堂主要用于讨论交流，普遍采用小组学习和集体讨论，学
生组织能力非常强；四是每门课的成绩是由几个大作业成绩、小组讨论成绩以及最后考试成
绩综合而成。我们认为这种教学方式能够调动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实际研究能力；学生受
到的训练不仅是科研方法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合作能力、讲演能力和组织能力训练，这种教
学方式更容易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

5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的思维方式、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必定对学
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4]结合高校教学、培养实际提出，应从培养过
程、导师权责、资助体系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加强研究生培养。浙江大学杨卫[5]认为，要坚持
“导师主责、科研主导、协同创新、激励相容”四个研究生培养基本原则，加强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健全考核机制等方面为主要目标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导师要求除
了具有优异的学术造诣之外，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素养。但现实是，由于研究生扩招，
一个导师带十多个研究生的现象并不罕见，大学教师在利益驱动下正变得愈发浮躁,有的甚至
抛弃学术尊严和价值立场。另外有的老师随着学术地位的提高和科研项目的增多，师生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造成极大影响。
因而建立严格的导师遴选与考评机制，打造品德与学术双优的师资队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
革的当务之急。具体来说，就是要打破导师终身制，通过科学的考评，实现导师“可上可下”
的流动性评聘。研究生导师除了要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和科研中，还要注重师生之间的
交流。只有创造师生和谐的关系氛围，才能激发师生创新活力，产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
才。仅注重导师的主导作用，忽视研究生的主体地位，导师难免不产生短视行为，仅将研究
生作为完成其科研工作的劳动力，不注重对研究生的全面培养；但过分强调研究生的个性需
求也是不合适的，研究生应该也必须接受全面、正确的指导、教育与管理。
王洁、孙久厚［11］提出从导师队伍专业化、完善支持激励系统、学科骨干建设几方面
优化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质量。刘春桃、柳松等［12］则阐述了导师制功能有效实现的
几个途径：导师遴选制度、加强行业道德教育、营造和谐的科研环境、改革招生制度。在研
究生培养机制完善中，导师将承担着“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和创造更多高水平的创
新性成果”的双重任务。
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日益扩大，科研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深入，交叉性和边缘化学科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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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且创新性成果很多产生在多学科的交叉点上，仅靠导师一人指导研究生就显得越来
越力不从心。为保证培养出创新研究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可以建立不同领域的双向导师组
合。校内导师虽然理论功底深厚和指导经验丰富，但对企业中各部门实际问题不一定熟悉，
他们主要负责学术指导；而校外导师长期从事实践工作，对本部门的技术问题有深刻的认识，
他们主要负责提高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生教育培养
规模大幅提高，学位类型、培养模式日趋多样条件下，导师自身定位、导师培养作用应进一
步加强，形成既符合教育人才培养规律又适应当前阶段我国研究生培养现状的研究生导师筛
选指标体系，将是今后培养模式改革、导师制理论发展亟待重点研究的领域。

6 结语
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体系已基本形成，其培养目标是满足国家对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
需要，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已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研究生教
育已进入全面提高培养质量的新阶段。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为改革主线的前提下，研究生培
养模式的改革尤其是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相比国外发达国家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有些落后，从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灵活性到培养方
式的多样化，从社会的参与到行业及企业进入高校共同制订培养方案以至通过联合培养达到
双赢等，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还任重道远。在肯定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效的同时，进
一步了解各行业领域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并灵活调整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及培养
方式，紧跟社会经济展步伐，积极与国外的专业学位教育相对接，早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
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我国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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