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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joint training is becoming a new
model in graduate education gradually. Based on the proposed cooperative model of graduate
joint training, we summarize the working mechanisms from four aspects of admission and graduation, docking and exchanges, training and guidance, and dail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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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协同育人理念的深入，联合培养逐渐成为了研究生培养的一种新模式。本文在提出了研究生联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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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合作模式的基础上，从招生与毕业、对接与交流、培养与指导、日常管理四个方面对高校联合培养研
究生的工作机制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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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
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第 7 条指出要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推动联合培养。随着
协同育人理念的深入，高校与科研院所[1]、高校与企业[2]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相继开展，但高校间联合
培养研究生工作开展相对滞后。针对该问题，湖北省学位办早在 2009 年就在国内率先启动了高校联合培
养研究生的试点工作。2014 年，为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以及部省高校对口支持与合作，进一步规范
省内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实施高校研究生联合学位计划的通知》，
构建了“学科、人才、科研”三位一体的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体系，开启了湖北省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
的新时代。
与独立培养研究生相比，联合培养存在着如何规定培养单位的权利、义务，如何有效发挥联合单位
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作用，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等一系列全新问题[3] [4] [5]。本文在调研
湖北省内高校开展联合培养工作的实践基础上，对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运行机制进行总结，为提
升联合培养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 联合培养的合作模式
研究生联合培养提出以来，各联合培养单位(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间的合作模式并不相同[1] [6]。按
合作深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浅层次合作、中层次合作和深层次合作。

2.1. 浅层次合作
浅层次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合作是指母体单位聘请挂靠单位优秀教师为其兼职导师，并为每位兼职导
师选派一位母体单位导师联合指导研究生的合作模式。该模式下，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等活动全部在母
体单位完成，挂靠单位的兼职导师只起到辅助指导作用，合作层次相对较浅，但该模式的合作相对较为
普遍。

2.2. 中层次合作
中层次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合作是在浅层次合作的基础上，由兼职导师独立指导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的
合作模式。该模式下，母体学校虽然可以选派优秀导师与兼职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但兼职导师的独立
性更强，除招生、答辩等关键环节外，一般都由兼职导师对联合培养研究生负责。另外，中层次合作还
包括利用联合培养单位优秀师资资源进行联合授课、实验室联合建设、实习基地联合开发等延伸合作。

2.3. 深层次合作
深层次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合作是在中层次合作的基础上，联合培养研究生到挂靠单位进行学习、生
活的合作模式。该模式下，母体单位负责兼职导师选聘、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质量控制、挂靠单位的工作
指导以及优秀师资派遣等工作，其他研究生培养过程全部由挂靠单位在母体单位的协助指导独立完成。

163

张耀峰，李兰兰

该合作模式下，联合培养研究生可以享受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的优秀课程资源、师资资源、图书馆资源、
实验室资源、实习基地资源以及就业资源等等，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可实现学分互认、师资互通、资源
共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联合培养带来的跨学校全方位合作。

3. 招生与毕业机制
招生与毕业一头一尾，是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的重要环节，下面分别从招生简章、联合培养生源以
及学位论文三方面进行总结。

3.1. 招生简章
联合培养单位的母体单位每年需要向考生发布联合培养研究生招生简章。联合培养研究生招生简章
既可以单独发布，也可以和母体单位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一起发布。一般说来，联合培养招生简章的内容
每年都会根据当年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例如，每年招收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和数量可能不同，学费和
待遇也可能有差异。因此，招生简章中要对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招生对象、招生要求、招生专业、招收数
量以及条件待遇等细节进行明确说明，以供考生选择填报。通常情况下，实施联合培养的两个单位中一
个是部属高校或省属重点高校，另一个是省属普通高校，挂靠单位的综合实力相对母体单位较弱，绝大
多数考生第一志愿都不会报考联合培养专业，因此通常由挂靠单位给出更优惠、更有吸引力的条件来吸
引考生报考。这些条件包括比母体单位更高的奖学金或更广的奖学金覆盖面、联培补助、住宿条件提升、
学费补贴等等。

3.2. 联培生源
由于挂靠单位在社会声誉、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方面通常不如母体单位，因此经常会出现联合培
养研究生生源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当母体单位自身生源紧张时，该矛盾会更为突出。为保证联合培养研
究生生源充足，通常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解决。第一种是在招生报名时将联合培养招生指标单列，这
样报考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考生会根据自身条件和联合培养优惠条件来选择报考，避免母体单位生源不足
时无法保证联合培养生源。第二种是由挂靠单位在本单位加强对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的宣传力度，推荐
优秀生源报考联合培养研究生，或者当母体单位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时，由挂靠单位推荐调剂考生。

3.3. 学位论文
在学位论文的指导过程中，要强化指导教师作用，加强对研究生的全方位指导，特别是与母体单位
合作导师的联合指导。严格按照母体单位的培养标准和规格，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答辩、
中期检查、论文送审和毕业答辩。在论文撰写和答辩等重点环节上，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指导，严
格按照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的双重标准，要求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双方的指导教师以及导师组均同意答
辩方可答辩。结合教育部政策，严格执行双盲审制度，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4. 对接与交流机制
联合培养与独立培养的最大区别是实施培养的主体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既然是两个主体，全方位对
接与交流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机制。总体来讲，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涉及到研究生管理部门之间、联
合培养学院之间、联合指导教师之间以及研究生之间四类主体的对接与交流。

4.1. 研究生管理部门之间
联合培养研究生是一项由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在教育部、教育厅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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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育人模式。当确定两个单位为联合培养单位后，研究生院(处)作为职能部门就需要就联合培养专业、
每个专业招生人数、学费收取及奖学金发放方案、联合培养制度建设、导师评聘等一系列具体事宜进行
对接和沟通。具体来讲，研究生院(处)之间的对接与交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家关于联合培养、
奖学金发放等政策的变化和每年招生政策的调整而进行的沟通；二是由于日常管理进行的沟通，如研究
生培养方案、课程计划、成绩录入、入党、就医、答辩等等都需要双方的沟通和交流；三是双方研究生
院(处)每年召开至少两次联合培养工作会议，以此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

4.2. 联合培养学院之间
研究生院(处)是联合培养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院系则是研究生培养的主体部门。联合培养学院之前
需要就导师评聘、生源推荐、培养方案以及论文答辩等具体培养环节进行对接和交流。需要注意的是，
联合培养学院之间的对接和交流不仅仅是两个学院领导之间的交流，联合培养学院之间需要定期、不定
期的举办联合培养交流会、母体单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研究生交流会、导师组经验交流会等交流活动，
以此保证联合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4.3. 联合指导教师之间
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最直接的责任主体就是研究生的指导教师。通常情况下，挂靠单位的指导教师
都会与母体单位委派的一名指导教师对联合培养研究生进行联合指导。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不同联合培
养单位对这种合作指导的要求不同，有的以挂靠单位指导教师为主，有的以母体单位指导教师为主，但
不论何种合作指导模式都离不开联合指导教师之间的对接与交流。在联合指导工作中，母体单位的指导
教师经验丰富，有必要对挂靠单位的指导教师进行工作指导；挂靠单位的指导教师指导热情高，往往会
投入更多精力对学生进行指导。双方的交流是保证联合培养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机制。

4.4. 研究生之间
虽然深层次的合作模式下，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都在挂靠单位度过，但他们仍然属于母体
单位的学生。因此，有必要通过挂靠单位的联合培养研究生与主体单位同专业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来提升
联合培养研究生对母体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两校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可以通过学术沙龙、研讨会、学
术报告、联谊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研究生之间的对接与交流不仅可以提升联合培养研究生学术水平，还
能丰富其课余生活，对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5. 培养与指导机制
培养与指导是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关键环节，需要从培养方案、课程教学以及导师指导三方面入手，
全面提升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5.1.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的根本依据，联合培养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要突出联合培养特色。目前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主要还是按照母体单位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忽视了联合培养特色与实
际情况，对利用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优势资源共同培养创新人才的联合培养理念理解还不够深入。实
际上，对联合培养研究生应单独制定联合培养方案，由联合培养单位共同协商制定，既要反映人才培
养目标与要求，又要反映两校优势资源的融入，争取最大程度的发挥两校资源互补优势，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165

张耀峰，李兰兰

5.2. 课程教学
在制定好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的基础上，联合培养单位就要选派各自优秀师资进行课程教学。联合培
养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例如，根据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师资优势的不同，打通安排
任课教师，也就是说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授课教师来自两个联合培养单位的优秀教师。再例如对于同一门课
程，可以由多名不同联合培养单位教师参与授课等等，尝试“多师同课”、“多师同堂”等创新教学模式。

5.3. 导师指导
导师是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业指导，
即导师对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课程选修、论文选题、论文撰写、答辩等培养环节进行指导；二是生活指导，
即导师对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日常生活、思想状态等进行及时了解，培养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三是就业指导，即导师对联合培养研究生顺利就业提供必要的指导，也可通过学校资源、个人
资源等对研究生进行就业推荐。

6. 日常管理机制
日常管理涉及到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方方面面，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学籍、学位管理，档案、户口、
组织关系管理，医疗、保险、奖惩管理等等，本节我们就奖学金发放、医疗以及科研成果共享三个最需
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总结。

6.1. 奖学金发放
与独立培养不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奖学金发放相对复杂。尤其是 2014 年国家对研究生奖助学金体
系改革后，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奖助学金发放就成了母体单位和挂靠单位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国家
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都是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拨款，并直接发放给联合培养研究生，不需要联合培养单
位出资。因此，奖助学金发放的核心问题就集中在学业奖学金上。学业奖学金通常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拨
款和培养单位自筹两部分构成的，比例一般为 4:6。其中，60%的学业奖学金如何筹集，需要联合培养单
位双方协商并通过协议的形式确定。一般来讲，挂靠单位应按照不低于母体单位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
来制定联合培养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

6.2. 医疗
母体单位需要按有关规定为联合培养研究生办理医疗保险。因此，联合培养研究生原则上要到母体
单位的校医院接受诊疗。但是，通常联合培养的两个单位间相距较远，学生为了看病两地奔波，很不方
便。为确实解决该困难，挂靠单位应为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和本校学生相同的医疗报销优惠。另外，联
合培养单位双方的校医院还可以进一步沟通，规定联合培养研究生可以凭任一培养单位校医院出具的转
诊单作为在母体单位校医院报销的依据，解决学生大病医疗报销的实际困难。

6.3. 科研成果管理
联合培养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应知识产权政策，以协议形式对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
属加以说明。通常情况下，联合培养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著作、申请专利、申报奖项等都可实行双署
名制，署名顺序通常以母体单位为第一单位，挂靠单位为第二单位。

7. 结束语
研究生联合培养是协同创新背景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形式之一。随着高校与企业、高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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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开展，高校间联合培养研究生也逐渐成为了研究生联合培养的重要形式。在该
培养模式下，母体单位可吸纳挂靠单位的优秀教师、科研平台、实习基地等优势资源，创新办学模式，
拓展人才培养渠道。挂靠单位能够通过联合培养工作，锻炼教师队伍、提高指导水平，为自身独立开展
研究生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是实现以上目标的基本保证。为此，本文
从多方面总结了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机制，为加强联合培养单位间的沟通交流、切实解决联合培
养研究生的生活学习困难以及构建联合培养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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