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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论证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理实一体培养模式的

必要性,设计了基于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办学条件需要、产教融合配套、三环一体实践教学体系的理实一体培养模式，

提出了学位论文要求、双师型导师配备、职业资格衔接牵引等理实一体培养模式实施的必要措施。本论文对培养特定

职业领域需要，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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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a kind of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raining mode which i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the needs of school running condi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three-rings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Meantim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such as the requirements of dissertations, the alloca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utors and the traction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re also put forward. This paper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raining high-level applied 

professionals who need to be able to creatively engage in practical work in specific professiona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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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9 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

文件中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

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

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
 [1]

这一科学定位，决定了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

简称学硕)的培养模式不同。然而，时至今日，专硕的

培养，很多大学仍然是按照学硕方式开展。基于以下

原因得出以上结论： 

一是学校顶层没有区分专硕学硕的培养。相关领

导和研究生院没有特别重视专硕培养模式问题，对专

硕培养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要求，而没有落实到具体

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经费投入和管理上的重视。包

括：第一，在制定专硕培养方案上，没有突出培养应

用型专门人才这一目标要求。具体表现在课程体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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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课程教学要求、学位论文要求上，没有针对技术

技能知识提出要求，大都只是设置专业实践体现专硕

特色，且没有认真实施。笔者收集了多所高校的专硕

培养方案，基本如此；第二，全国研究生硕士学位论

文抽查通讯评议平台中，专硕和学硕的论文评审标准

是有区别的，但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在管理理念、专硕

学硕论文评审标准上，都是一样的，未区分专硕学硕；

第三，在办学条件上，学校没有从“专硕是培养应用

型专门人才”这个特点出发，无论是从技术技能、实

习实训实践，还是从教学、实验、项目参与上，专硕

学硕均无区别，或者说就没有考虑专硕的需求。在和

研究生院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专硕培养特点和需求的交

流探讨中察觉到，虽然他们也意识到专硕学硕培养的

不同，但受理念模糊、经费不足等条件的限制，未能

有效开展实质性的工作。 

二是有一部分导师专硕学硕不区分培养。曾有意

和某些导师讨论专硕学硕的培养问题，从谈话中了解

到，有的在意识上就没有区分专硕学硕，有的是知道

但由于论文评审标准一样，专业实践难于落实，或者

需要学生写论文完成任务指标等原因，不好区别专硕

和学硕。在今年网评的 6 篇专硕论文，其中有 5 篇论

文的题目是“基于***的***研究”，由此可见，在学位

论文的选题上，专硕和学硕的选题是一致的，这和导

师不区分专硕学硕直接关联。 

三是学生不清楚专硕学硕的区别。在培养专硕时，

从入学开始，笔者就有意识地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要

求，通过让专硕参与项目，围绕产品设计模式，完成

实际应用系统研发等方式，有目标地培养专硕的工程

应用能力。但是，在现行专硕学硕不区分培养的大环

境下，学生向老师提出了疑问：“其他同学都在阅读论

文，准备开题，为什么我们还在编程序开发系统呢？”

学生说心头不踏实。当向学生解释，并拿出国家关于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培养的文件--《博士、硕士专业学

位论文基本要求》(学位办[2022]2 号)加以佐证后，

学生仍不放心地追问：“现在都是按照学硕模式培养，

如果按照专硕方式完成学业，若评审专家不认可我们

的成果，我们不能毕业怎么办？”由此可见，专硕学

硕培养模式不区分，按照学硕方式做学位论文毕业，

在学生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现行的培养模式，专硕学

硕不区分的现象很严重，探索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

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专硕理实一体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能力的教学科研人才。

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硕

士研究生就业更多地从教学、科研岗位转向应用领域

行业。我国研究生教育要有更好发展，硕士研究生教

育必须逐渐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主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从理论学术到工程技术

能力培养重心的转变，从基础理论知识到技术技能知

识培养的转变。所以，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教学

方式也必须随之转变。 

“理实一体”是理实一体化培养模式（方法）的

简称，这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中一种常用的教学方

法。理实一体化的核心是突破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

象，按照设定的教学目标，师生双方通过边教、边学、

边做，融合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

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直观和抽

象交错出现，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是理

中有实、实中有理；是突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

的培养，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培养模

式(方法)。在培养实用性人才上，这是一种很有成效

的培养模式，在各级职业院校的课程教学中，发挥了

非常大的作用。 

研究生教育中理实一体案例不多，处于探索阶段，

但是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

才这个目标来看，“理实一体”教学方法能锻炼学生实

际动手能力、培养学生技术技能，是非常有效的教学

方法，很有必要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中推广应

用。但是，简单地把高职、应用型本科的理实一体教

学方法搬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中是不可以的。

硕士研究生是高层次学历教育，其技能的培养不能停

留在课堂实验上，需要结合实际项目、工程技术的专

业实践，从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学位论

文等各个环节体现理实一体的培养理念。 

3  专硕理实一体培养模式设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

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

需要，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

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2]
必须

围绕这一定位设计理实一体培养模式。 

3．1  按照理实一体模式编制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是培养人才的

纲领性文件和顶层设计，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书面

保证，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和建立专业标准的

载体。理实一体培养模式，首先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上

体现，然后才能得到实施。 

理实一体培养模式是要打破“学分学习、文献阅

读、选题开题、论文撰写、毕业答辩”这样传统的、

重理论学习轻能力锻炼的培养模式。按照专硕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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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求，建立“理论学习实践

锻炼、项目牵引选题开题、专业实践工程实现、作品

设计产品应用、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这样理论与实践

并重的理实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编制方案。理论学习实

践锻炼，是指在专业学位硕士的学分学习中，不能像

现在这样只有理论教学而无实践教学，必须配套实践

项目技术技能培养的实验教学，用理论指导实践；项

目牵引选题开题，是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要具

有工程背景，或者以完成实际应用项目为牵引，或者

以开发设计产品为目标作为论文选题；专业实践工程

实现，是指按照工程化要求开展专业实践，通过专业

实践加强理论学习；作品设计产品应用，是指不能像

学术学位硕士那样，以查资料、做实验进行研究的方

式，而是要完成实物性的产品、作品、报告等，实现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学位论文基本要求，是指按照国

务院学位办[2022]3 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

本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只有这样，人才培养方案才

能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3．2  办学条件要符合理实一体需要 

高校人才培养中，有重本科教育轻研究生教育、

重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

育等现象。专硕学硕不区分培养，直接导致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中，不够重视实验条件、专业实践和

技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进而影响到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培养这一目标。 

要做好理实一体，首先是要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课程实践条件建设，围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

人才的目标，建立高水平、高质量、满足实际项目开

发的实验室，通过课程实践环境，让学生自己通过实

验重现理论成果，培养学生必须的技术技能实践能力；

其次是要建立专业实践基地，“基地是培养单位为加强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与行业、企业、社会

组织等（以下简称合作单位）共同建立的人才培养平

台，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是

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强基地建设，是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是推动教育理念转变、

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3]

通过基地让专业学位硕士真正参与到实际项目中去，

通过某个项目完整的实践经历，提高工程意识，锻炼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专业实践检验其理

论学习，强化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教育；第三是要培养、

引进具有实际项目经验的、技术技能型的高级工程师

进入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

不断持续强化专硕实践能力的提高。 

3．3  产教融合是理实一体模式的关键 

专业学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科技越发达、

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对专业学位人才的需求越

大，越需要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与专业实践结合，是理实一体培养模式落到

实处是关键。产教融合首先是要推进高校与行业产业

共同制定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设专业实验、

专业实践课程，共同编写基于项目实践的专业教材，

把专硕的专业技术能力考核，与行业产业制定的专业

技术能力标准进行有机衔接；其次是高校要与行业产

业探索建立产教融合育人联盟，将人才培养与用人需

求紧密对接，将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相结合，将人才

培养与创新性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相结合，实行“定

制化人才培养体系”；第三是高校要联合行业产业探索

实施“专业学位+能力拓展” 理实一体育人模式，使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获得学历学位的同时，取得相关行

业产业从业资质或实践经验，提升职业第一岗位任职

能力。 

3．4  实践体系是理实一体培养模式的核心 

运用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是研究人员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而在运用中实现知识的衍生是创新的本质
[4,5]

。

如何将“知识”和“运用”两个基本要素结合，是培

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关键问题，是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难题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实一体教学方式科学合理

的道理所在，是实现专业学位培养目标的有效方法。

传统的研究生教学主要包括基础理论教学、工程理论

教学、实验课程、毕业论文等环节。这种教学方式的

弊端就在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松散，导致学生

在理论学习时不会知识的运用，无法做到理论知识与

实际应用的结合，影响到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因此，

构建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体系，是解决理论联

系实际的关键问题。 

理实一体教学方式是解决课程教学中理论与实践

脱节问题的有效途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通过实

践与理论课程相印证，在知识的运用中加强对知识点

的理解，构建知识体系，反过来又利用知识体系进行

联想发现问题，进而解决专业的实践问题，形成“知

识一运用一知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6]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纷纷进行课程体系设置与教学方式的改

革，加强研究生基础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

结合
[7]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为三年学制，每年

一个阶段，第一年是学分学习阶段，以课程实验实践

为主导，是理论指导实践重现理论成果为主的知识运

用能力培养；第二年是专业实践阶段，是以企业工程

实际项目为主导，以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为主的技

术技能知识培养；第三年是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完成阶

段，是需要理论与特定职业领域的实际相结合，能够

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完成实际作品或者产品设计

开发为主的综合能力培养。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前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理实一体培养模式探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99



 
   

 

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综合应用，因

此三个阶段的实践内容、要求，要整体设计、有机衔

接。做到三环一体，按照培养目标、专业特点，确定

学位行业方向和项目内容，三个环节都围绕既定的要

求开展理实一体教学方式人才培养，如图 1 所示。 

专业实践是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核心，

实践教学体系设计，除了体现理实一体教学要求外，

校企合作、实践条件、技能型教师队伍是决定实践教

学体系好坏的重要因素，必须同步配套，才能培养出

创造性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4  实施理实一体培养模式必要措施 

理实一体培养模式是一种教育理念，要落实这种

教学理念，需要各种保障措施，而学位论文要求、双

师型导师、职业资格衔接是关键的三个方面。 

4．1  学位论文要求是指挥棒 

就像高考是中学教育的指挥棒一样，专业学位论

文基本要求也是专业学位教育的指挥棒。2009年 3月，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文件中就明确提

出“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

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

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

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

品等形式。”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要求仍然没有

得到好的落实，对专业学位论文的要求还是按照学术

学位论文要求进行。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对专业学位论文评审标准，相当多的大学专硕学

硕评审标准一样，没有区分；二是从提交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来判断，大部分都是学术性的理

论研究，而不是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没有明

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三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认

为专家评审不是按照教育部专硕评审标准那样去评审

专硕论文，因为怕专家不通过评审而仍然按学硕要求

完成学业。 

因此，要真正达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学定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

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

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

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

才。”就必须严格、认真、区别地对待专硕、学硕的学

位论文，认真执行“国务院学位办[2022]3 号关于研

究制定《博士、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的通知

（印发）”，按照专业学位硕士论文“专题研究、调研

报告、案例分析报告、产品设计（作品创作）、方案设

计”5 种形式基本要求，开展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

开题、撰写，进行检查、评估、评审、申请学位。只

要这一指挥棒落下，实践教育必然得到重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必将是一个全新的局面。 

4．2  双师型导师是根本保障 

再好的方法、手段，都需要人去执行。因此，合

格的专业学位导师才是培养符合培养目标人才的根本

保障。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简单套用学术学位

发展理念、思路、措施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特别是长期受“唯论文”思维的影响，在导师的选用

聘中，只看论文水平而忽略工程应用背景。普遍存在

的现象就是不管是否有企业、实际工程经历，只要是

“三环一体”实践教学体系 

课程实验环节 专业实践环节 毕业设计环节 

以课程理论为指导，

通过实验重现理论

成果，培养动手能力 

以工程项目为牵引，以

完成项目开发为目标，

培养知识应用能力 

以完成论文产品为目标，

综合应用知识、技能，培

养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特定职业领域需要的、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图 1 “三环一体”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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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硕导师自然就是专硕导师，不够学硕条件，降低标

准先评为专硕导师，没有考虑学硕和专硕是不同类型

的导师，要求不同、标准也不同，而认为是同一标准，

只是高低要求的不同。这就导致了专硕导师队伍中，

许多导师本身没有企业经历，也没有参加实际工程项

目的实践经历，大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的理论学术型导

师，这样的导师队伍又如何能指导出合格的高层次应

用性专门人才呢？ 

为了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在导师队伍建

设中，首先是要建立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即专硕导师

既要有高深的理论学术水平，也要有企业实际工程经

历，有工程建设和实际项目研发的工程背景，这样的

导师才能够有能力培养合格的专业硕士；其次，要严

格实行双导师制度，既要有高校理论指导导师，也要

有企业的工程师担任第二导师，而且第二导师要真正

参与到专硕培养中。目前的情形是企业导师只有责任，

没有利益，即学校对企业导师没有薪酬，完全靠导师

个人关系维持，学生到了企业还要由企业负管理责任，

这样的情形只能导致企业导师挂个名字走过场，学生

根本就不到企业，仍在学校查资料写论文，和学硕培

养没有区别。要破除这种情况，必须从制度上制定责

权利结合的管理、考评办法，才能真正发挥企业导师

的作用；第三是要拓宽技能型导师的考评标准，推动

高校和行业产业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共享，高校新聘专

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须有在行业产业锻炼实践半年以上

或主持行业产业课题研究、项目研发的经历，在岗专

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每年应有一定时间带队到行业产业

开展调研实践。 

4．3  职业资格衔接是牵引 

职业资格准入及水平认证，是国际上对专业能力

认可的一项通行标准。专硕的专业能力要得到行业认

可，一是在专业培养阶段，就需要搞好专业学位与职

业资格准入及水平认证的有效衔接机制，在课程免考、

缩短职业资格考试实践年限、任职条件等方面加强对

接；二是支持行业产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办学，

鼓励行业产业通过设立冠名奖学金、研究生工作站、

校企研发中心等措施，吸引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导师参

与企业研发项目，鼓励行业或大企业建立开放式联合

培养基地，带动中小企业参与联合培养；三是鼓励行

业产业、高校探索建立产教融合育人联盟，将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支持高校联合行业产

业探索实施“专业学位+能力拓展”培养模式，使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获得学历学位的同时，取得相关行业产

业从业资质或实践经验，提升职业胜任能力。 

5  结束语 

自 1991 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以来，我国

逐步构建了具有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看到，专硕的培养，还存

在许多问题，需要结合高校实际情况逐一破解。本文

提出的“理实一体”培养模式，就是从培养专硕工程

实践能力为出发点，以编制理实一体人才培养方案为

基础，从办学条件需求、产教融合配套、三环一体实

践教学体系设计三个方面，提出一套教为完备的“理

实一体”培养模式，从专硕培养指挥棒、根本保障和

职业资格衔接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实施“理实一体”培

养模式的保障措施。希望本文对推动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教育培养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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