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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在分析工程硕士特点的基础上, 从 课程设置 、论文选 题等方 面指出了 工程硕 士培养 中存
在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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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工程硕士 课程 设置参 考了 工学 硕士的 课程 体系, 并

一、引言

作了适当调 整。由于 培养 目标不 同, 工程 硕士 研究生 在课
程学习过程中虽 然是 带着问 题来 学习 的, 但是 却难以 在课

从 1984 年开始 , 教育部 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部署开展
了工程硕士 教育的 试点 工作。1997 年, 国 务院 学位 委员会

堂上学到有 针对 性的内 容。同时, 工程硕 士课 程一般 没有
可供选择 的 余地, 学 生 只能 被 动地 接受 教 员所 讲的 知 识,

审议通过了 5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6 , 决 定在我国设
置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 这项举 措打 破了以 往工 科学 位类型

教员讲授和学生 学习 的积极 性都 不高, 教 学效 果受到 了一
定的 影响。

及培养模式 单一 的格 局。经过 近十年 的探 索, 工程 硕士教
育已发展到 200 个培 养单位、40 个 工程 领域、 年招 生 5 万

( 二) 用人单位对参与培养过程缺乏积极 性, / 双导 师0
制未 落到实处

多人、在校生 12 万余人, 为企业 的发展与创 新提供 了有力
的人才支持。但是作 为一 种人 才培养 模式 的新尝 试, 工程

校企联合培 养应 是工程 硕士 教育的 主要 特点, 但 是用
人单位对工程硕 士的 培养工 作缺 乏参 与。在选 拔研究 生的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也须有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

标准 、学位论 文选题、落 实研 究生 所在单 位的 导师和 课程
设置等工程硕士 培养 过程中 的重 要环 节上, 来 自企业 的建

二、工程硕士培养存在的问题

议很 少。工程 硕士所 在单 位对于 与高 校配合 的理 解, 还停
留在工作时间 安排这一低层面, 很少站在人 才培养的 高度,

工程硕士的培养是一典型的 过程管 理与控 制, 需要从
课程设置、课程讲授、 论文选 题及 论文答 辩等 各个 环节入
手, 实施目 标管理、 节点控 制。近年 来, 作 者参 与了 工程

在课 程设置、师资、学 生评价等培养环节中参与意见。
/ 双导师0 制是工程硕士培养的 一项重要措 施, 单位导
师和学校导师在 工程 硕士培 养方 面是 互为补 充的, 学 校导

硕士授课、开题、学位 论文 指导 及答辩 等环 节, 深感 无论
从培养方 式、培养 质量, 还 是从 教员、学 生及单 位的 重视

师侧重于指导学 位论 文的理 论升 华, 而单 位导 师则侧 重于
提升学 位论 文的工 程应 用价值。 但是, 目 前 / 双导 师0 制

程度等方面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 一) 课程设置和工程硕士的需 求还有一 定的差距, 许

在落实上还 存在 很多问 题, 有的 根本 就没有 单位 导师, 即
使有单位导 师, 也只 是挂 名的, 单 位导师 和学 校导师 缺乏

多学生上课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针对工程硕 士 研究 生的 特 点, 建 立 合理 的 课 程体 系。

有效沟通。多数用 人单位 把人 才培 养工作 当作 是学校 一方
的事 , 关心和 参与的 程度 远远不 够。这已 成为 制约我 国工

合理的课程 体系除应 遵循 一般的 研究 生教育 规律 外, 还应
针对其特点 设置 课程。课 程设 置既要 符合 培养复 合型、应

程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三) 学位论文选题不恰当, 影响工程硕士培养效果

用型人才 的需 要, 又要 体现知 识的 宽广性、 新颖 性、先进
性、综合性, 使工 程硕 士研究 生具 有扎实 的文 化素 养和合

从现实意义 上讲, 工 程硕 士学位 论文 的选题 是发 现问
题并确认研究对 象、开始 思考 和准 备学位 论文 的前提 性步

理的知识结构。
根据工程 硕士 研究生 的特 点, 其课 程设 置应当 是 / 加

骤和关键性环节。 许多工 程硕 士研 究生的 学位 论文之 所以
质量 不高、创 新性不 强, 其中 一个 重要原 因就 出现在 这一

强基础, 突 出两翼 ( 计算机和外语) , 拓宽专 业知识面, 重
视能力培养0 。但是 由于 异地远 程教 学等客 观因 素的 影响,

前提 性步骤和环节上。
在学位论文选题 这个 环节上 , 导师要 积极 引导 , 充分

X

[ 收稿日期]

2007-02- 27

[ 作者简介]

张士峰 ( 1971- ) , 男, 河南辉县人, 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副教授, 博士。

高等教育研究学 报

82

2008 年第 1 期 ( 总第 147 期)

发挥学生的 主观 能动 性, 选题 既要贴 近工 程应用 实践, 又
要有理论升华的余地。避免盲目求 / 大0, 忽 视了选 题的针

养学生是 义 不容 辞的 责 任, 另 一方 面也 是 为学 校创 品 牌、
争荣誉的机 会; 从工 程硕 士研究 生的 角度出 发, 无论 是课

对性、可行性和自身 学术能力的局限性; 避免 盲目求 / 新0
求 / 异0 , 误解选题的学术前 沿性, 局限了创 新性; 避免选

程学习还是 论文 研究, 都 是完善 自我、实 现自 身价值 的需
要。

题过于平淡, 不 敢 涉及 具有 前 沿性 和挑 战 性的 研 究领 域,
体现不出应用的开拓性。

( 三) 将工程硕士培养纳入团队 建设各个环 节, 实现学
校和 用人单位的 / 双赢0

( 四) 学校导师在指导学位论文 过程中, 缺 乏有效的互
动模式, 影响了学位论文的质量

学校应当面向企 业自 主创新 , 积极深 入工 程一 线, 根
据企业的实 际需 求, 从当 代工程 师能 力的要 求出 发, 做好

工程硕士和工学硕 士最大 的区 别就在 于工 程硕 士的学
位论文在本 单位完成, 而工学 硕士 的学位 论文 则在 学校完

工程硕士学位论 文选 题工作, 积极 培养复 合式 应用型 工程
硕士 。

成, 这就给 学校导 师指 导论文 带来 了许多 困难。 目前, 大
多数学生开 题完成以 后就 在本单 位开 展研究 工作, 到了论

团队建设是 关系 学校发 展的 基础性 工作, 可 以分 为教
学型团队、研 究型 团队、工 程型团 队和 混合型 团队 。我院

文答辩前一 段时间把 论文 提交给 指导 老师, 研 究过 程缺乏
有效的交互模式, 往往是指导老师发现论 文研究出现 问题,

的优秀团队多属 于混 合型团 队, 其 中一部 分成 员从事 基础
理论 研究, 奠 定团队 可持 续发展 的基 础, 另一 部分成 员则

但是由于时 间的 限 制, 颠覆 性 的修 改论 文 已经 不 太可 能,
只能是做些 格式或补 救性 的修订, 这势必 会影 响学 位论文

瞄准重大工程项 目开 展工程 应用 研究, 实 现团 队的跨 越式
发展。工程硕 士的 培养源 于工 程, 又面 向工程 , 将其 纳入

的质量。
正是由于 上 述 诸 多 问 题 的 存 在, 许 多 指 导 老 师 抱 怨

团队 建设的各个环节, 有利 于实 现学 校和 用人 单位 的 / 双
赢0 。

/ 工程硕士研究生不好 带0 , 而工 程硕 士则 抱怨 / 除了 论文
答辩外几乎和指导 老 师没 有 交 流0。 这些 观 点 虽说 有 失偏

质量

颇, 但却给工程硕士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关于工程硕士培养的几点认识
( 一) 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 做到理论密切结合工程
工程硕士培 养的 实践 告诉我 们, 必须 注重 理论与 应用

( 四) 加强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 确保工程硕 士的培养
目前, 工程硕士与 工学硕士培养过程和 评价标准 趋同,
过分追求 / 研 究型0 、 / 综合型0 的价值 取向, 很难 把为企
业培养高层次应 用型 人才的 初衷 切实 落到实 处。工程 硕士
论文 ( 设计) 应有明确 的工 程应 用价 值, 有 明显 和直 接的
经济 效益。如 何评价 工程 硕士论 文合 格与否, 应建立 一套
完备的 评价 准则 和 责任 体系 。经过 指 导 老师、 预审 专 家、

相结合, 激 发学习 兴趣, 降 低对 抽象概 念理 解的 难度, 使
理论易于掌握。这 就要 求教员 要深 入研究 不同 工程 硕士班

答辩 委员会、盲评专 家等 多重把 关, 确保 工程 硕士学 位论
文的 质量。

的人员组 成、知识 结构、业 务范 围等, 在 此基础 上设 置相
应的课程, 同时又要 对课 程本 身进行 针对 性的调 整, 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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