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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课题完成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课题负责人：梁传杰 

课题组主要成员：马廷奇、李志峰、张凌云、韩习祥、张航 

摘  要：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三大问题构建起从主体构架、责权利界定到主体相互关系及互

动机制的完整链条，质量保障机制由研究生教育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

构建而成；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需要实现与研究生培养模式衔接，完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人

事、人才培养等制度体系，改革中央、地方及高校三级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高校自我评估

要实施六结合，要找准学位点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强化专项评估，引入多元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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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一）理论研究 

主要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管理体制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机制两方面，运用文献研究法，以管理学组织理论、制度经济学等为核心理

论，探讨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制；以系统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核心理论，

探讨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二）历史回顾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将其分为探索试点期

（1984——1989 年）、开始起步期（1990——2008 年）和改革发展期（2009 年

至今）等三个阶段，并系统总结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 

（三）现状分析 

分别从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制、质量保障机制两方面对高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了其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成因分析。 

（四）案例研究 

以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建设为个案，分析了其在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中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做法以及成功经验，并提出了可供其它高校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借鉴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五）对策研究 

围绕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认为在其目标愿景上，要

顺应高校的整体办学方向，办出自身的鲜明发展特色，保证质量的根本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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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价值取向上，判断主体由传统科

层回归高校文化主体，内容重心由高校外部转向高校内外协同，建设手段由传统

管理嬗变现代治理体系，保障条件由硬件建设拓展制度体系建设；其外部质量保

障管理体制改革上，应该注重中央宏观管理，强化省级区域统筹，增强高校自主

办学，探索与行业部委多元协作模式，进一步明确教指委职责；在内部质量保障

管理体制上，要以内适性质量、外适性质量、个适性质量细分为基础，明确不同

学术类主体、行政类主体和研究生个体的责权利；在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

制上，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价值取向应回归到高校自身，从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及高校五个主体应分别发挥自身在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中的作用，形成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内外相互协同的质量保障机制体

系。 

二、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理论研究 

围绕研究生教育的三大关键问题，即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

创新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关系，认为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三大问题

的逻辑顺序关系依次是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构建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和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相互内在关系是构建起从主体构架、责权利界定到主体间相互关

系及互动机制的完整系统链条，形成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资源汇聚与重构、多

元主体职责划分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制度设计到多元主体间良性互动机制构建的

制度体系。 

围绕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认为由研究生教育系统内部的运行机

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总体构建而成。运行机制以培养过程为视角，包括招生

机制、培养机制、学位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和条件保障机制；动力机制以不同主

体为视角，包括研究生培养资助机制、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研究生综合素养培

养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制度视角，包括培养单位制度建设机制、社会监督机制、

研究生培养淘汰机制和研究生导师淘汰机制。 

（二）应用研究 

围绕当下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而面临的困境，认为当前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存在着认知偏差、价值取向偏离、与研究生培养模式衔接不够、内部制度环

境制约、管理体制影响等主要问题，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需要准

确、全面认知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内涵，兼具研究生教育工具观和个体目标价值观

的价值取向，实现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有机衔接，完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人事、

人才培养、考核与评价等内部制度体系，改革现有的中央、地方及高校内部三级

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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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专业学位点自我评估，基于武汉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点评估实践，认为专

业学位点自我评估要坚持学校自我评估与政府合格评估相结合、学位点自我评估

与学科动态调整相结合、学位点自我评估与学科绩效投入相结合、综合评估与专

项评估相结合、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学位点评估与后续建设相结合等六

项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经历试点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要找准专业学位点

自我评估定位，明确专业学位点发展目标，强化专业学位点专项评估，引入多元

主体参与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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