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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材料科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分析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势在必行，并提出了
目前材料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上存在的主要痛点问题。最后探讨了改革材料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几个途径，指出以项目为纽带的产学研一体化联合培养模式对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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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aterials science. On this
basis, it is imperative to analyze the cooperation model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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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forwar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s in materials discipline. Finally, it discusses several ways to reform the cultivation of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materials disciplin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roject-linked production-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ed joint training model is essential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spiri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maste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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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二十一世纪发展最为迅猛的三大科技领域之一。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已
成为各国争相角逐新优势的重要发力点，特别是发达国家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持续研究开发，
以期抢占制高点。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材料科学的各个领域通过与物理科学、化学科学、信
息科学及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并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
蓬勃的生机。
目前，以复合材料、纳米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性能结构、功能及结构与功能一体化等材料领域，呈现
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引擎发力展现出巨大的科研价值与潜能。这片新气象对材料领域工作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求其在工程实践中能找准切入点
和着力点，不断创新，将先进理论知识与先进的实践经验更快、更全面深入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高校
作为材料学硕士研究生的重要培养基地与成长摇篮，肩负着培养高层次的材料工程领域人才，并将其输
向社会的重任，这对于促进整个材料科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1] [2]。
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的关键环节，正引领创新发展的新潮流[3]。该模式通
过将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一体化协调体系[4]。
21 世纪以来，美、法、英、日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与深入应用，政府从政策上
大力支持与倡导高等院校与各行业企业的深入合作，两者组成协同体提出的科研课题，经合作开发形成
的科研成果能在第一时间内有效应用于企业实际生产实践中，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5]。当前，与国
外大环境相比，我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尚不成熟，仍处于探索阶段[6]。其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诸多不适应
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改进并完善。其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2. 目前材料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行业以二级学科进行学位点设置，并以此展开课程设置，这就决定了课程设置
上的狭隘性，导致材料学硕士研究生所接受的专业知识不仅知识广度不够，而且因其“脱产”式的传授
方式，使得知识结构的深度也不足以拓展，不能形成系统性与科学性的专业格局。整体上，培养出的硕
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呈现出创新力不足，知识体系不够，社会实战能力差的景象。材料学研究生甚至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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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基础课程、选修的专业基础课程，甚至必修的专业课程，所学的课程内容存在着与本科生所学内容的
一致或者相似，而且书本上的知识存在过时、老旧，不属于材料学学科领域的最新知识，在课程传授过
程中完全不能突显出研究生教育上的特点与重心。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研究生教育相比本科阶段教育，
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及更多的实践。然而，现有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仍然以集体面听，听专业老师讲授书本
知识，缺少将知识实践为生产的环节，更别提一个学生的创造力的提升。材料学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
学科热点、重点突破及与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均不能第一时间内传授与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内容上
的滞后且“脱产”式，已不适应高素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2.2. 理论研究脱离生产实际
目前材料类硕士研究生进行课题研究的主要实践场所是实验室，实验室条件与实际工业生产条件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在两方面：一是实验室中研究的适用范围很难与工程实践生产相匹配，
有些实验室小试实验中可实现的工艺流程或试验方法，很难在具体生产中得到有效复用并指导批量生产；
二是由于实验室中有限的作业条件，使得小试提供的合成工艺路线，在工艺条件、设备、原材料等方面
不适合工业生产。
此外，目前材料类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仍以学术型培养为主，理论研究多于实践研究，且存在研究的
深度不够。虽然教师基金项目和自拟项目较多，但这些项目多数建立在理论的可行性上，缺乏或脱离实
际工业生产方面的研究。因而若将这些项目运用于实际工业生产时，会出现各类不可预知的复杂问题。
理论终究与实践存在差距，这就直接导致高校培养的材料学硕士研究生工业生产实战技能的普遍不足。

2.3. 缺乏行之有效的产学研一体化培育方案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培养高素养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支撑。把高校培育的硕士研究生打造成具有高创新
力、高实战性的人才，需要一套完整的科学联合培育方案，并且能适应“企业”、“科研院所”和“高
等学校”的育人和用人要求。目前高校研究生所接受的课程教授内容与企业实际生产需求存在脱节的现
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多方因素组成：从高教的角度来说，其在教学方面既存在教师自身实践经
验的不足，知识面未及时拓展及更新；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往往将先进技术作为公司秘密，只允许
或授权少数人接触到其关键性的研究和技术；从产学研合作的角度来说，对于先进性的技术，一方面高
教及相关科研人员想把相关先进的技术内容编入教材进行传道授业，另一方面企业由于知识产权或商业
机密等方面原因，不愿意公开相关的先进技术，这就会出现双方的不信任，甚至对立。如何在相互信任
的基础上融合教育、研究和生产，开展行之有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是目前亟需探讨
与深度融合推进的一件大事。

3. 改革材料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几个途径
3.1. 制订与实施科学的产学研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方案
针对研究生培养，建立双师团队。以团队的方式开发、制订科学的产学研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需以双师团队为支撑平台，开发、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传授的课程内容不仅
着眼于专业基础知识，而且需更应当注重传授与企业实际生产所涉及的技能应用和先进技术。随着社会
对于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及新手段应用，近些年，武汉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在材料学科硕士研究
生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相适应的改革，不仅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注重基础知识和实践应用两者的有机结合，
而且在知识传授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拓宽拓深，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已突显其潜在的优势。为更好地
引导与推动学生的创新力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实战能力，从课程学习方面，除教育部要求必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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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外，还增加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强化。从教学模式方面，支持授课形式的灵活多样，以导师的科研
课题为切入点，在实验过程中传授与之相应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
引导学生在实践实验过程中思考，拓宽思路，以提高其实践能力、思考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2. 加强硕士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
要培养一名高层次高素养的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其关键是着眼培养研究生的思考能力、创新思维和
实践水平。这就对培养基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基地作为硕士研究生的实践实训教学的主阵地，对
于研究生的培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硕士研究生的逐年扩招，学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规模也
不断扩大，学校数量有限的实践实训基地已远不能满足逐年增长的研究生数量及多层次的人才培养需求。
为保障研究生培养需求及培养质量，武汉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通过加强多方科研合作，集中多方力
量，动员组织校友会等形式进行宣传与交流，了解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用人需求，制订深入融合计划，开
发了百余个校企合作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每个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或多个实践实训平台，保障
了硕士研究生的持续学习与成长。借助实践实训平台，研究生积极投入到实际的生产实践中，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活动的有效落实。

3.3. 倡导以项目为纽带的产学研一体化联合培养模式
依托具体的科研项目，将生产、教学、科研深度融合，形成有建设性的硕士研究生产学研一体化联
合培养模式，是当今最快速、最掷地有声的合作模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不仅需要在培育人
才的目标上形成全面的共识，更需要制订科学的合作体系。硕士研究生产学研一体化联合培养的最终目
标是培养一批具有创新力、高层次、高能力的社会实战型人才，其培养手段以科研项目为依托，为研究
生提供一个完善的集知识、实践能力、创新技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引导并挖掘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能
力、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武汉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在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均以实际项目为切入
点，在广泛调研与协商校企项目需求的基础上，对研究生培养的培养框架、培养方针、教育教学内容、
科研内容、生产实践、专项实习、论文开题、论文编写和论文评审等各个环节设置了灵活的学习机制，
在保证基础必修课外，充分挖掘其与科研项目相匹配的岗位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创新力、执行力、落实
力及战斗力等。

4. 结语
提高材料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产学研
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势在必行。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模式的萌芽、产生、形成到体系化，不但要在研究生
的课程体系设置上突出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更要加强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这是研
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培养创新能力、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第一个试验场。因此，以项目为纽带的产学研
一体化联合培养模式对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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