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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tate began to implement a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system in 1991.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a large number of senio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nationally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s have been trained. In 2015, the state put forward the call for “double innovation”, namely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re the called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deeply mining the strength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talent construction system. It is the goal of developing educ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to cultivat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The new
normal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lso needs timely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raining mode. Therefore, it is more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graduate
training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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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国家于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专业学位
教育发展迅速，培养出了一大批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2015年，国家提出了“双创”
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在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升级的现实状况
下，立足于深度挖掘社会创新创业的力量而提出的号召。而研究生教育是国家人才建设体系的重要环节，
能够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是我国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目标，而“创新驱动发
展”的新常态同样需要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及时的调整与改进，因此，在双创背景下对研究生培
养模式进行创新式的探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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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为国家的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承担着多重使命。其中，博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
养高层次研究型、创新型人才，支撑国家高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充实高校师资队伍的使命，为提高我
国科技和教育水平做出贡献。而硕士研究生教育尤其是专业学位硕士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的使命，特别是应用型的工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应该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创业型的专业应用
型人才，这是时代需要所决定的。因此研究生教育应承担起这些重要使命，让以研究型人才培养为主的
博士教育和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硕士教育均衡发展[1] [2] [3]。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于工
程实践工作，注重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的训练，探索出更合理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对于提高
工科类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4] [5]。

2. 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特点的分析
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相对灵活，从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学习方式以及学位授予
等方面，都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或创造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多样化的培养体系也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掘研
究生的创新潜力，这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由于国外高等教育宽口径地向社会各类人士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强，造成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在同一专
业的修业水平差距呈现逐渐扩大化的趋势[6]。因此，将原来单一的研究生入学选拔考试，改变为灵活的选
拔制度势在必行。制定新型的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研究生入学资格考查制度，更注重考察其从事工程应用
或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更强调研究生具有高尚的人格品质、团队协作能力，尤其注重科研创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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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创业意识等。入学资格的自由度提高和入学形式的多样化是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上世纪末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研究生培养中尝试了缩短研究生学习年限的方式。研究生的修
业年限通常是硕士 2 年、博士 4 年，有些成绩优秀者最短 3 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含硕士课程)，更为重
要的是允许研究生休学创业，为其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已经是不可逆
转的趋势，而研究生教育的学习方式不再是单一的全日制这一种方式，国外的部分时间制和各种远程教
育计划已逐渐盛行并得到了教育界的认可。
与以往通过论文形式取得研究生学位的培养方式不同，目前，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学位授予也有了新
的方式，以引导和鼓励研究生更多的通过创新和创业方式获得学位。例如，英国有一定数量的商学院直
接将学生在公司里承担的课题项目作为研究生学位要求，并且目前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一定范围内通
行的标准[7]。
国外研究生教育力求避免培养目标的单一化，注重多样化和实效：培养具有从事严谨科学技术研究
的高层次研究人才；培养在社会中各行各业中能够发挥多方面专项技能的高水平职业人才；培养学生创
新和创业能力[8]。研究生教育除继续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输送大批教学、科研工作者外，还肩负着培
养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他们应当成为社会创新的源动力和创业的主力军。
根据培养不同类型研究生人才目标的要求，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以不同层次、不同要求区别划分研究
生的培养层次，有目的性地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来培养不同层次的研究生[9]，而且这种培养层次分化已
成为国际研究生培养方式的一种主要潮流。
目前国际上比较盛行的培养方式有以下几种，一种是采用导师组集体指导，淡化导师对学生鉴定方
面的“一言堂”的权威；另一种是研究生培养采用完全学分制，只要修完规定的学分并完成学位论文，
就可以取得相应的硕士或博士学位；以及以问题为导向、以科研课题为组织形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网
络研究生院培养模式，这是由丹麦的 Aalborg Universitet 首创的[10]。

3. 国内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模式逐渐完善，有关研究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
力的研究也深入开展，并逐渐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1]。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刊物中越来越多
的专著或论文，详细论述了研究生教育中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整合。目
前，通过对研究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调查，可以发现实证研究非常少，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以教育
工作实践为出发点。
针对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 对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创业意
识途径的研究；2) 关于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3) 对研究生科研能力以及要素的研究[12]
[13]。其中，在针对研究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有关问题的探讨中，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 在研究
的分析调查阶段，个别环节探讨较多，对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过于宽泛且缺乏深度，仍采用
实践式的经验总结；2) 对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研究过于笼统，缺乏系统研究；3) 触及科研创新能力，
但欠缺明确的界定，经验之谈过多，理论和实证研究很少，也缺乏对研究生教育特点和现状的分析探讨。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需要把握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分析阻碍研究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提升的
不利因素[14]。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社会的发展都对具有创造力的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多方
面的需求，这就需要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进行积极地探索。

4. 研究生双创性培养模式的探索
通过对国内外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先进理论及实践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与分析，走访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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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类重点院校，针对性地学习先进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结合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介绍本文作者在研究生双创性培养模式方面的尝试与探索。

4.1. 结合工科专业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授课方式
在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上，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本科学习中的基础专业知识，进一步跟随本专业或本行
业发展的实际和潮流，为研究生构造系统的知识体系。使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结合课程知识，注
重创新，在前沿性、交叉性和启发性等方面使课程体系更加完备。具体课程的设置，应结合本专业研究
生实际情况，参考世界知名大学同类专业的培养方案，在应用性、综合性的基础上突出先进性和专业相
关的行业动态，再辅助增加部分复合性和交叉性课程。并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优势，整合教育资源，
改革传统的授课形式，使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从研究生授课开始。

4.2. 建立完善协同培养模式、注重实践环节
培养研究生应以其导师的科研项目为依托，构建实验平台，创造条件与其他院校、科研院所、
生产企业达成协作关系。例如可以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为依托，加强与相关企业的协作研究，锻炼研
究生的科研实践能力，使研究生能够快速接触本专业领域的前沿问题，为其创新、创业潜力的挖掘
打下基础。

4.3. 优化导师队伍构成，建立产、学协同创新导师组
除校内导师外，导师队伍的构成需进一步优化，聘请企业或科研院所有能力培养博士、硕士的人士
作为协同创新导师组成员，进入研究生培养队伍。另一方面，为了启发研究生创新、创业思维，发挥集
体智慧的优势，可以聘请有创业经验或科研创新成果显著的人士，作为协同创新导师组的补充，及时给
予研究生针对性的指导。同时在导师队伍中既能够集思广益又可以优势互补，使研究生在学术、创新、
创业的道路上始终方向明确，避免畏难情绪影响研究生创新、创业效果。

4.4.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注重学术交流
高密度邀请本领域或行业的国内外专家、教授或创业成功人士为研究生做专题报告，使研究生了解
本学科领域的前沿思想和最新动态。营造在协同创新导师组导师之间，甚至在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之
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氛围。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互相学习，不同专业的学生生源交叉，进而可以协助导师在
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也为基于学科交叉的创新、创业提供土壤。定期举行协同创新组间研讨会。导
师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为研究生指定学科前沿问题作为研讨对象，研究生搜集、查阅、分析及总结与
研讨主题密切相关的国内外最新文献资料，了解行业动态，并就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集中讨论。参加研
讨的所有人员可从自身专业角度审视并提出问题与方案，并随时提问、质疑、交流。导师针对性地给予
指导，启迪研究生做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从开拓学生的创新、创业视野。

5. 结论
作者所在专业通过建立研究生公共实验体系，加大实验环节的培养力度，以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和
创业意识为核心。通过本专业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结合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授课方
式，完善协同培养模式，优化导师队伍构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等途径，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创业意
识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以科研项目为驱动，以创新实践基地为依托，建设研究生创新中心，
打造研究生创新、创业团队，增强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和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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