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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能否取得学位 资格的重要 指标之 一, 其总 体水平也 是评价 研究生 培养
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几年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型工程 硕士论 文指导 工作的 分析, 指出 了指挥 型工
程硕士培养在学位论文阶段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分 析了原因, 提 出了改 进指挥 型工程硕 士论文 培养阶 段教
学指导工作的方向, 在选题、开题、研究、评审、答辩等环节中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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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sertation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cr iterion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ostgraduates can obtain the master
degree. The level of the dissertations is also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value the quality of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mmand- based Master of Engineering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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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培养指挥型工 程硕士 的目 的就是 为了 培养 适合部
队信息化 建设 需要, 为 部队输 送指 技合一、 善于 策划、组

定着研究生 能否 取得学 位, 因此, 学位论 文指 导工作 是指
挥型工程硕士培 养的 关键。本 文通 过对几 年来 国防科 学技

织、实施部 队信息 化建 设、训练、作 战的 高素质 指挥 军官
和参谋人员, 培养具 有战 略眼 光、懂得信 息化 战争 指挥和
信息化军队 建设 的新 型的高 素质、复 合型、应 用型 军事指

术大学指挥型工 程硕 士学位 论文 指导 工作的 综合 分析, 认
为目前指挥型工 程硕 士学位 论文 选题 与 / 指挥 型0 培 养目
标的结合还 不够 紧密, 指 挥型的 特点 还不够 突出, 在 落实

挥人才 [ 1- 2] 。2003 年以 来, 国防 科 学技 术大 学着 眼军 队人
才战略需求, 首倡指 挥型 工程 硕士研 究生 培养模 式, 已经

联合培养方针和 双导 师制度 上还 有待 进一步 提高。本 文简
要说 明了当前在指挥型工 程硕 士学 位论文 指导 过程中 存在

为部队培养 了一大批 指挥 型工程 硕士 研究生 。我校 是军队
院校中为数 不多的综 合性 大学之 一, 有着 特殊 的培 养复合

的一些问题 及表 现, 并分 析了其 中的 主要原 因, 针对 如何
改进指挥型 工程 硕 士论 文 培养 阶段 教 学指 导工 作 的问 题,

型人才的教学资 源优势 [ 3] , 目 前已与 多个 大单 位达成 了联
合培养指挥 型工程硕 士的 协议, 所 培养的 工程 硕士 已经成

在选题、开题、 研究、评 审、答辩 等具 体环 节上 提出 了改
进意 见。

为部队高学 历干 部的 重要来 源之 一。因此, 加 强我 校工程
硕士教学研 究, 不断 提高 教学 质量, 对部 队人 才建 设发展

一、当前指挥型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现状

有着重要意义。
学位论文是 研究 生教 育中最 重要 的一个 组成 部分, 也

我校对工程 硕士 培养的 质量 监管相 对较 为严格 , 不仅
GCT 录取成绩明显 高于 一般院 校, 而且 学位 论文 要求 双盲

是研究生教 育的 标志。目 前, 我校 指挥型 工程 硕士 毕业平
均周期约为 2 年半, 其中论文阶段占学习周 期的 50% 以上。

审, 抽查几率 较高, 要 求基 本与普 通工 学硕士 相同 , 从专
业深 度来看, 已经实现了 工程 硕士 / 宽进 严出0 的指 导思

学位论文是 研究生几 年来 学习研 究的 成果, 其 评定 结果决

想。但从服务 培养目 标的 角度来 看, 指挥 型工 程硕士 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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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还缺乏指挥 特点 , 从某 种程 度上 与 / 指 挥型0 培养
目标的结合还不够紧密。

( 以下简称 5 管理规定6 ) 和 5 国防 科学 技术 大学 工程 硕士
生培养工作细则6 ( 以 下简称 5 细则6 ) 对 指挥 型工程 硕士

( 一) 从论文内容来看, 学科深度有余而学科跨度不足
目前工程硕 士论 文普 遍具有 一定 的理论 深度, 内 容大

的能力结构缺乏明确 的规 划, 对 / 具有 复合 的知 识结 构和
综合能力0 缺乏明确的 规定, 5 工作细 则6 强调了 学位论文

多以技术攻 关、设备 研发 等纯 技术类 论文 为主, 而 带有作

需要 / 具有 一定 的技术 难度、先 进性 和工作 量, 能表 现培

战指挥性质 的论文较 少, 具体 结合 部队作 战指 挥实 际的论
文还没有形成主流。现行 5 国 防科 技大 学工 程硕 士学 位论

养目标的能力 要求0 , 但未涉及背景的 具体要求和 用人单位
的实 际需要。其次, 导师 主观 上在 指导学 生学 习和研 究的

文参考标准6 中规定, 工 程硕 士学 位论 文类 型详 细区 分为
五种类型, 即工程 设计 类、技术 研究 类、应 用软 件类、工

过程中, 还 没有把 培养 / 指技 合一、 善于 策划、组 织、实
施部队信息 化建 设、训练、作 战的 高素质 指挥 军官和 参谋

程管理类、军事指挥 类论 文, 并对 各型论 文内 容逐 一规定
了相关标准。在 关 于指 挥型 工 程硕 士学 位 论文 的 调查 中,

人员0 作为培养研究生 的根 本出 发点; 而是 主要 把学 生能
否毕 业作为最终培养目标, 缺乏对其能力结构形成的关注。

随机选取了 100 篇论 文, 其中 关于 设备 研发 纯技 术类 的有
87 篇, 且学科跨度普遍 较小, 这种 现象表 明指 挥型 工程硕
士学位论文片面的追求了学科深度。
( 二) 论文提交形式还较为单一
从目前工程 硕士 学位 论文的 形式 来看, 抽 样的所 有论
文均以研究 论文 的形 式提交, 没有调 查研 究报告、 总体设

( 二) 联合培养机制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
工程硕士的 培养 应由学 校与 用人单 位联 合进行 , 但在
实际培养工 作中 学 校与 用 人单 位的 沟 通仅 限于 管 理教 育,
而在学习环节上缺乏基本的协商机制。5 管理规定6 第六条
明确指 出: 用 人单 位应 确 保学 员的 学 习 时间、 研究 课 题、

计规划等其 他方式。这 种提交 方式 对从事 理论 分析 的工学

研究经 费及 实验条 件。同时, 依 照 5 工 作细则6 第二 十三
条, 指挥型工 程硕士 学位 论文的 开题 由双方 导师 决定, 并

硕士是适 用的, 但 对于 论文选 题多 样、学科 跨度 大、应用
性强的指挥型工 程硕 士论文 则未 必适 用 [ 4] , 对于 设计、管

由校方或用人 单位组织开题报告会。在实际 的培养过 程中,
用人单位参与较 少, 其原 本就 比较 模糊的 诉求 也往往 被忽

理、技术或装备应用 研究 等论 文选题, 有 时采 取调 查研究
报告、图纸 和设 计 报告 更能 清 楚的 表达 作 者的 研 究思 想、

略。一方面, 用 人单位 对人 才培养 过程、培 养目 标还 不够
明确, 有的 用人 单位 对 指挥 型 工程 硕士 的 理念 还不 了 解,

研究过程 和研 究成果, 与研究 论文 一样, 研 究报 告、图纸
和设计报告等也是工程 硕士进 行系 统分析 总结 和写 作的训

有的停留在学历 教育 的旧观 念, 缺 乏对本 单位 人员学 习状
况和毕业 课 题的 足够 关 注和 能力 结 构的 诉 求; 另一 方 面,

练。根据不同的选题 采取 不同 具体的 写作 格式, 才 会适合

我们对指挥型工 程硕 士概念 的宣 传推 广力度 还不 够大, 沟
通协商的渠道还 不畅 通, 导致 用人 单位对 人才 培养过 程缺

管理规划和 总体 设计 类课题 的实 际情况, 因此, 应 允许指
挥型工程硕士有多种论文提交形式。

乏必 要的了解和协作。

( 三) 选题直接来自用人单位的选题较少
目前工程硕士的论 文选题 来源 主要是 来自 导师 所在的

( 三) 指挥型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标准要求还不完善
/ 指挥型工程 硕士0 是 国防 科大因 部队 需求 而首创 的,

实验室, 而极少来自 本单 位。在对 关于指 挥型 工程 硕士学
位论文的调查中, 随机 选取 了 100 篇 论文 , 其中 涉及 军事

由于开设时 间较 短, 在推 广的工 作上 成效还 不够 明显, 指
挥型工程硕 士培 养目标、 论文标 准还 没有达 成共 识, 导致

用途的学位论文占 92% , 关于设备 研发的 占 87% , 与研究
生原部队任务职能相关 的占 23% , 选题直 接源 自本 单位的

了指 挥型工程硕士论文在 论文 抽查 中容易 被按 技术类 论文
标准 审查。在 调研中 了解 到, 由于 工程硕 士论 文抽查 机率

占 3% , 指挥管 理应 用性 质的 占 11% 。尽管 多数 与军 队建
设相关, 但是多数 工程 硕士从 事的 课题研 究与 本单 位建设

高, 导师和研 究生出 于对 无法通 过抽 查的担 忧, 大多 数还
不敢冒风险偏 离纯技术型的论文模式, 都愿 意从深度 着手。

缺乏相关性。

从这 一点也可以看出, / 指挥型0 对学 科宽度的特 殊要求并

( 四) / 双导 师制度0 在论 文指 导过程 中发 挥作 用还不
够明显

没有 在学位论文中得到体现。

工程硕士实 行的 是双 导师制, 即 由学 校具 有工程 实践
经验的硕士生导师和用 人单位 具有 丰富工 程实 践经 验的高

三、加强指挥型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工作的
具体措施

级工程技术 或工程管 理人 员担任 导师。在 执行 这一 制度的
过程中, 用 人单 位 并没 有参 与 我校 工程 硕 士的 培 养过 程,

学位论文是 研究 生取得 学位 的必 由之路, 是形成 研究
生实际能力 的重 要过程。 什么样 的论 文要求, 研究生 就会

工程硕士所 在部队均 没有 安排相 关人 员参与 开题, 也未参
与学位论文 的指导和 评审。这 种情 况必然 导致 指挥 型工程

做什么样的 准备, 形 成什 么样的 能力。科 学的 论文标 准将
会对指挥 型工程 硕士 研究 生学习 的内 容、方式、深 度、广

硕士论文缺 乏 / 指挥0 的 血统, 其 特点 必然 倾向 于普 通工
科硕士论文。

度等产生积 极的 影响。因 此, 瞄准 指挥型 工程 硕士的 培养
要求, 建立相应的 论文机 制将 会对 学生素 质能 力的发 展方

二、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 对 / 指挥型工程硕士0 概念和培养目标把握不够
以上问题 的存 在, 充分 说明我 们的 教学 体系对 / 指挥
型工程硕士0 概念和 培 养目 标 还 没有 深 刻的 理 解 和把 握。
首先, 现行 5国防 科 学技 术 大学 工 程 硕士 培 养管 理 规 定6

向产生最关 键的 影响。为 凸显指 挥型 工程硕 士的 特点, 加
强论文指导工作 的针 对性, 指 挥型 工程硕 士学 位论文 指导
应做 以下改进。
( 一) 在进一 步 明确 / 指 挥 型工 程 硕士0 概 念 的基 础
上, 进一步健 全完善论文评价标准和评审机制
只有明 确 / 指挥 型工 程硕士0 概念, 完 善指 挥型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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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 文的评价 标准, 才 能有 效的排 除评 审中 旧观念
的干扰, 确保研究生 论文 具备 指挥型 的特 点, 才能 真正走

导论文所涉及多 学科 的理论, 部队 指导委 员可 以从实 际应
用的角度出 发, 利用 自己 丰富的 实践 经验, 使 学员的 学位

出一条指挥 型 工程 专业 硕 士学 位论 文 指导 与评 审 的路 子。
这是解决论 文课题内 容趋 向的核 心问 题, 是实 现指 挥型工

论文与部队的作 战训 练紧密 结合。 可以采 取定 期与不 定期
相结合的交流与 报告 的形式, 来发 挥这个 指导 委员会 的功

程硕士培养 目标 的 重要 环节。 可以 从以 下 四个 方 面着 手:
一是鉴于公 开 发表 带有 军 事指 挥性 质 的论 文的 期 刊较 少,

能。这种论文指导 机制有 助于 提高 指挥型 工程 硕士能 力素
质结 构的复合度。

应允许指挥型工程硕士 以课 题研 究报告 等形 式来代 替 / 公
开发表论文0 考察学 生的 学术 水平; 二 是建 立完 善的 调查

培养

报告等各类 论文体裁 的评 价标准, 以充分 提高 指挥 型工程
硕士多学科知识综合运 用能力 和对 工程项 目的 总体 把握能

学位论文撰写是学生 在研 究生 学习阶 段综 合运用 基础
理论、科学方 法、专业 知识 和技术 手段, 通 过进 行分 析研

力; 三是建 立科学、公 正的 学术 评价体 系, 在论 文评 价标
准中加强对 解 决部 队作 战 训练 实际 问 题评 价的 权 重比 例,

究, 在某方面 提出 独立见 解, 解决 工程 实际问 题、管 理问
题或指挥问题的 过程。这 一阶 段是 工程硕 士形 成学术 能力

从而在论文要求中体现对指挥型工程硕士 能力结构的 诉求;
四是在论文 评审 环节 中, 可以 采取权 重设 置的方 式, 将指

的关 键环节, 通过独 立完 成学位 论文 工作的 锻炼, 学 生能
够学会文献查阅 和实 地调查 等基 本研 究方法, 学会系 统分

挥型专家、专业型 专家 的评阅 分数 进行不 同百 分比 系数的
折合得到结果, 来 形成 指挥型 工程 硕士学 位论 文的 最终评

析的基本方法 , 掌握解 决该工程领域问题的 先进技术 方法、
实验手段, 真 正形 成解决 工程 实际 问题的 能力。当 前, 社

定。通过扩大评阅 专家 组学 科覆盖 的宽 度, 以突 出对 / 指
挥型0 能力结构特点的综合考察。

会上不少人存在 工程 硕士就 是花 钱买 学位的 错误 观念, 部
分工程硕士对待 学习 的态度 还不 够严 肃。网络 给论文 资料

( 二) 贯彻联合培养机制, 注重在 论文课题 中体现部队
任务建设的实际效益

获取带来了极 大方便, 通过 / 复制0 、 / 粘贴0 得到所 谓的
学位论文已经相 当容 易, 这对 研究 生学术 精神 和学术 道德

贯彻好联合 培养 机制, 用 人单位 和学 校联 合界定 指挥
型学位论文 的课题范 畴, 是把 握指 挥型工 程硕 士的 培养方

教育带来了 极大 的挑战。 认真做 好学 位论文 的教 育、监管
工作 , 有效防 止侵占、抄 袭、剽 窃、请 人代 写、篡 改 研究

向的有效途径。在 论文 指导中 必须 要求指 挥型 工程 硕士的
课题直接来 源于部队 的作 战训练 实际, 具 有明 确的 应用背

数据情况的 发生, 坚 决杜 绝学术 腐败 行为, 就 是帮助 学生
走好踏入学术大 门的 第一步, 这将 对研究 生学 术精神 和学

景和相关性; 对于 内容 的认定 必须 由用人 单位 和指 导教师
双方共同决定。做 好学 位论文 开题 报告也 是课 题论 文认定

术道德观念 产生 深远的 影响。因 此, 必须 加强 指挥型 工程
硕士论 文 写 作过 程 的 监 管, 实 现 科研 能 力 和 学 术精 神 的

的重要组成 部分, 指挥 型工程 硕士 开题报 告会 应强 调聘请
部队专家参 加, 对课 题进 行综 合评价 并提 出指导 意见。军

/ 两手抓0。
在指挥型工程硕士这种全新的军队研究 生培养模 式中,

队院校的教 学科研工 作本 身就是 为部 队战斗 力服 务的, 若
指挥型工程硕士能够把 部队实 际作 战训练 中存 在的 相关技

论文撰写阶段是 学生 能力结 构形 成的 关键阶 段。不断 完善
教学 实践, 不 断加强 指挥 型工程 硕士 学位指 导工 作, 使学

术问题作为 课题内容, 那么这 就等 于我们 直接 为部 队提出
了科学的 建议, 或 者是 解决了 一个 具体的 问题, 因此, 抓

位论文指导工作 的调 控作用 得到 充分 发挥, 是 推动这 种新
培养模式不断完 善的 不竭动 力, 将 会起到 对指 挥型工 程硕

好工程硕士论文课题的 应用背 景就 是把学 术知 识生 成了战
斗力, 这是教学科研服务于战斗力的最直接的体现。
( 三) 加强学位论文指导, 建立学 位论文指 导委员会机

士培 养质量的决定性作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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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加强过程监管, 实现科研 能力、学术精 神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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