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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学位研究生目标定位和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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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通过学历教育使其成为

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

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四个面向 
要求强化 

实践教学 

     同学术学位相比，专业学位具有自身的内在要素与特

质，更加强调 

面向行业、面向职业、面向应用、面向实践 



（2）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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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 

面向 

要求强化 实践 

教学 

课内实践 

课外实践 

实习实践 

学位论文 

薄弱环节 

四个 

环节 建设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验课程 

需   要 



（3）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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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 

套用           学术型研究生 

课程体系、内容和教学模式 照搬 

专业学位在实验教学上基本是空白 导致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多

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实践

经验少、应用能力差。 

     强烈呼唤 

建设一批高起点、

高质量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验课程。 



（4）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建设理念-----行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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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群体培养而言，具有鲜明的行

业特性。如临床医学要面向医疗，法律硕士要面向司

法，风景园林要面向园艺，教育硕士要面向教育。这

就要求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群体的培养要包含行规、行

话和行业格局与视野等要素。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验课程内容和教学

过程，要能体现出这些行业特征。 



（5）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建设理念-----职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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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个体而言，具有鲜明的职业特

性。如临床医学要面向临床医生，法律硕士要面向法

官和律师，教育硕士要面向教师，工程硕士要面向高

级工程师。这就要求对个体的培养要包含职业道德、

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职业意识规范等要素。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验课程内容和教学

过程，要能体现出这些职业特征。 



（6）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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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个别课内实验教学往往设置在理论课程之中，

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要内容，难以体现行业性和职业性； 

• 几乎没有独立设置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没有

相应的教学内容和大纲； 

• 没有可供开设实验课程的教学平台。 

• 没有实验课程的教材；         



(7) 建设路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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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平台、高起点、创新性、行业性、专业化、开放式、模块

化、编教材”。 

      筑平台是指，首先要解决实验场地的问题。 

      高起点是指，所要建设的实验课是研究生的课程，要显著区别

于本科的相应课程，属于高等级的课程，要有高水平的建设目标。

这就需要高水平的学者、编写出高水平的实验讲义、以高质量的

授课，以期获得让学生满意的教学效果。因此，要动员在科研一

线的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开设实验课程中的实验项目，

通过将优质科研资源向优质教学资源的转化，实现高等级课程的

建设。 



(7) 建设路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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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理念：“高起点、创新性、行业性、专业化、开放式、模

块化”。 

     专业化是指，要按一门课程，而不是任意设置的研究方向来组

织实验内容。在强调高起点和创新性的时候，往往会使课程建设

陷入数个科研课题组按自己的研究兴趣分别或打包设置实验项目

的误区。因此，应该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原则上只建一门课

程，将本专业（领域）内共性的内容纳入实验课程，让学生修课

后能在多方向上受到综合和系统的创新训练，据此提升学生的总

体职业技能和素养，更好地体现课程的行业性和职业性。 



（8）建设背景与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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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华中科技大学启动“双一流”建设项目“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为契机，2016年启动了系统建设一

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的工作。首批在全校50个

专业（领域）内，建设了32+1门课程，32是在32个专

业（领域）内建设一门课程，1是为医学和生物开设的

一门公共实验课“高水平免疫学实验”。每门建设经

费35万元╳3年。经过两年来的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 



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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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建设路径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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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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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学校“双一流”建设大战略 

      将实验课建设列为

华中科技大学“双一流”

建设项目“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计划”中的子项

目:专业学位研究生高

水平实验课建设项目。 

     申报踊跃，共收到

153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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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审核，坚持在一个专业类别（领域）
中设置一门课程。 

    从153项申请中，
遴选32+1门课程。 

    在申请材料中，
要求提供实验讲义

初稿，为遴选工作
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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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研讨会，凝练理念 



工程专业的17个领域，计算机技术、船舶与海洋、材料工程、
工业工程、机械工程、环境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建筑与土
木工程、电气工程、水利工程、光学工程、软件工程、控制工
程、集成电路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制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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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个专业：新闻与传播、金融、社会工作、法律、汉语国际
教育、应用统计、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中医学、护理、公共卫生。 

教育专业的1个领域：现代教育技术。 

在建课程33门，每门35万元*3年（一期） 

一门是为医学和生物开设的公共实验课“高水平免疫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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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3D打印机实验 联合相关图像识别实

验 

傅立叶变换光谱 马赫泽德干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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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吕冬冬  M201672159 
     这次的 mini-project 一开始我以为与普通的光学实验
没什么区别，但开始做的时候完全懵了。没有搭好的平台，
有的只是几篇参考文献以及相关的器件。第一次做实验需要
我们自己来设计系统，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此我
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设计实验方案，最终选定迈克尔逊干涉
系统。作为一个 team，分工协作是必要的，每个人拿出自己
拿手的东西为团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很感谢这帮小伙伴们，
大家真的很给力！石云悦、张元昊设计并开题，刘凯负责设
计数据采集及控制压电陶瓷的LABVIEW 的程序，我就负责数
据处理。分工明确，虽然实验进展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在大家的努力下总是机智的解决。还记得中间 LABVIEW 程
序出了点问题，只能手动调节压电陶瓷的控制电压输出，石
云悦跟刘凯一点点的调，真的很辛苦，向他们表示感谢，也
感谢在开题期间老师对我们细致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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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免疫学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场所 学生实验 

老师上课 化学发光仪 

real-time PCR 仪 

学生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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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免疫学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经过20个学时的学习，这门课程内容也已过半，给我的感觉，这门
课就是一个兴趣班，一群来自各个专业的专硕同学们，因为兴趣而相聚，
授课老师给我们的授课方式浅显易懂，上课气氛轻松欢快，最让人难忘的
就是，老师们的耐心和认真。 

        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夜班，仅
仅休息了3个小时的情况下，被告知有一天的课，当时内心是崩溃和拒绝
的，但是，好奇心及兴趣促使我坚持下来了一天的课程，没有让人失望，
精彩的课程内容及翁老师，尹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讲解，让我受益匪浅。 

        作为一名专业型研究生，接触实验室的机会相对较少，这门课程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知识面的拓展及提
高。在愉快的上课氛围中，不断学习和尝试新的事物。课程设计的连贯和
严谨，也让我们由浅入深，易于消化吸收，从中学习到很多实验方法和实
验技能。 

        总之，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掌握和了解到很多与实验相关的知识，
也会认真学习和珍惜接下来的课程内容。 
                                                 姓名：李玲玲， 学号：M20167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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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场所 学生实验 

老师指导 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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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验课程学习，我掌握了UR5工

业机器人的识别抓取操作基本技术要领，学会了利用

机器人操作系统ROS，把三维模型重构识别、UR5工

业机器人运动规划、Reflex_sf三指灵巧手抓取规划相结

合，开发出一套全自动化的识别抓取系统，了解了

EtherCAT总线与机器人原理的关系。我学的是工业工

程，这门课程使我对门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6级工业工程专业硕士M201670315    赵晴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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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实验设备 

学 

生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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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学号：M201675272        姓名：邹晨明 

        通过本次实验，收获很多。首先是对整个天然药化分离

提取的流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包括前期的调研，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其次是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分
离提取的操作技能，比如说装柱子，拌样，点板等等，对我
们以后的实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与启发，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给我们做科研提供了新的思路。然后，通过实验上一些小的
细节的掌握，可以运用到以后相关的实验上，很受用。细节
决定成败，回流、装柱子、点板等等都决定了是否可以顺利
的分离得到单点。天然药物化学确实是一门有挑战性的工作，
对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感谢张鹏老
师的悉心指导，以及同组同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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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场所 学生实验 

老师指导 学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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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姓名：余豪学，学号：M201670374，班级：160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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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场所 学生实验 

老师备课 学生实验 

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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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想 

 

     

       上学期的生物医学工程实验课是一门十分有价值

的课程，通过其他课程能学习到生医的理论知识，但

由于生医是交叉学科的专业特殊性，仅仅通过理论知

识的学习是无法真正让我们深入体会和了解到一些较

难知识点，而实验课就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各个实

验室在其所在领研究域内的诸多实验和实践，使我们

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生医的相关知识又有了更新、更确

切的体会，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 

                                                    ——刘炜  M20167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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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场所 学生实验 

老师指导 学生实验 

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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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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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 

     

实验课程场所 学生实践 

老师指导 师生互动 

老师授课 

学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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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学生感言 

 

     

        上《汉语国际研究生专业实验课》这门课，我感

觉收获颇丰。汉硕班将来的教学对象是留学生，在讲

授课程时老师结合汉语国际教育课程的特点，教我们

运用现代技术设计相关教材的对应练习，并且每次上

完课都会让我们将学到的一些方法运用到实际教学中

去，使我们在专业实习的时候，做到游刃有余。 

                                     —— M201674238    朱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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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丛书 丛书主编 刘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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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丛书 丛书主编 刘劲松 

第一册 分册主编 刘劲松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工科篇 

实验课程按照工程领域冠名为
“xxx研究生专业实验”，例如

“计算机技术研究生专业实验”。 

共有14门课程 

涵盖工程硕士的14个领域 
计算机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
工程、工业工程、机械工程、环境工

程、电子与通信工程、建筑与土木工
程、电气工程、水利工程、光学工程、
软件工程、控制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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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丛书 丛书主编 刘劲松 

第二册 分册主编 张昆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荟萃篇 

涵盖10个专业学位类别 

新闻与传播、金融、社会工作、法

律、汉语国际教育、教育硕士-现

代教育技术、应用统计、建筑学、

城市规划、风景园林。 

实验课程按照类别冠名为
“xxx研究生专业实验”，例

如“金融研究生专业实验”。 

共有10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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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丛书 丛书主编 刘劲松 

第三册 分册主编 张必翔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医科篇 

涵盖医学的5个类别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护理、

公共卫生 

涵盖工程硕士的3个领域 

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制药工程 

实验课程按照类别或领域冠名为
“xxx研究生专业实验”，例如

“临床医学研究生专业实验”。 

共有8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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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程丛书 丛书主编 刘劲松 

召开作者工作会议，提出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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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