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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是表征两个系统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及两者所建构

新系统功能完善和优化的程度。通过建构耦合模型,分析2009—2019年间全国范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

构的耦合协调情况,发现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前期基础薄弱,当前水平偏低;

总体发展向好,协调阶段上升;基本完成量变,即将迎来质变”的发展特征。建议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

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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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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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行业产业当前及未来

人才重大需求,面向教育现代化,为行业产业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自1991年

实行专业学位制度以来,我国已为各行各业的繁荣

和兴盛输送了321.8万硕士层次的高水平应用型人

才[1],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30
年来,随着专业硕士学位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办学

质量的不断提升、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我国专业硕

士学位始终坚持实践性、应用性、职业性的培养定

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谋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专业学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系密

切,国内外研究者就此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总结

起来大致包括三种视角:
一是着眼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

相互作用的单向路径。学者们关注专业硕士学位与

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侧重专业硕士学位作用的观

点认为,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能够有效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要素结构调整转变[2],如专业硕

士学位规模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

响[3],且高质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尤

盛[4];基于产业结构作用的观点则认为,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是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等方面

的差异会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5]。研

究认为,我国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阶段,亟
需大批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但满足这一需求尚

存较大人才缺口[6]。
二是聚焦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



适切发展的双向匹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

了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适切的应然和实然[7]。研

究者普遍认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应与产业结构

匹配发展[8],但现实中研究生教育数量与流动性的

不足,降低了这种匹配度[9],导致了明显的错配现

象[10-11]。随着研究的推进,有学者开始尝试采用实

证研究方法探索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的

适切性问题,并发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招生规模、
科类结构、培养主体、单位分布等方面与经济(产业)
间的不适切问题[12],上述探索为此类主题的研究开

拓了思路。
三是定位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

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学者关注研究生教育与产业

结构的结构协调发展,主要话题包括结构协调的存

在与否[13]、测算方法[14]、产学研培养模式[15]等;还
有学者借鉴物理学中表达“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的耦合关系,以及表达“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

度大小”的耦合协调度,来表征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

结构的动态协调关系[16],并从时间序列、空间格局

等维度对两者关系进行考量[17-19]。研究发现,产教

耦合系统中各耦合要素逐渐突破自身界限,进入相

互融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的过程[20]。
正是基于这些研究,耦合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推

广得到持续推进。
“耦合”作为一种表达“两个及以上系统或运动

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的概

念[21],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
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22],在系统要素

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进
而将使系统功能得到改善和优化[20],能用以解释更

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产教融合作为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与发展目标,蕴含

了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的深刻内涵。综上所述,本研究尝试运用“耦合”
解释与分析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具
有一定的适应性。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设计

以耦合理论为基础,以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

业结构系统特性为依据,设计表征两个系统的指标,
之后邀请18位专家召开研讨会进行论证,最终形成

表征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指标。

1.表征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的指标

国际上,OECD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教育背

景、输入、过程和教育成果[23]。UN-ESCO 教育指

标体系则包括教育供给(资源)、教育需求、入学和参

与、内部效率和产出等[24]。邵泽斌[25]则认为教育

强省指标体系应包括教育背景、教育投入、教育过程

和教育产出。可见,教育指标体系大致上应包括教

育的背景、教育的投入与教育的产出。具体到研究

生领域,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两对矛盾:一是

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即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要求与研究生教育在适应经济发展中所受对方不

利影响之间的矛盾;二是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即人们

越来越强烈的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愿望与资源有限所

致研究生教育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

存在,既促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张,又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产生新的需求,但同

时也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因此,
在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的指标中,一级指标可以定为

规模、投入和产出三个维度,每个一级指标由若干个

二级指标予以支撑(具体如表1所示)。

2.表征产业结构系统的指标

产业结构的指标相对较为固定,一般包括两种

取向。一种取向是直接采用三大产业的产值、或将

产值简单处理后作为指标,如三大产业对GDP的贡

献率、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等,这种维度的划

分特点是数据采集简单、反映事实不带倾向性,容易

解释清楚,但指标本身未能反映产业结构的质量等

问题;另一种取向是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视角,研究者

多从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等维度进行考虑。其

中高级化衡量的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通常描

述的是某地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一产向

二产、三产逐次转移的过程;合理化则是衡量要素投

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

程度与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生态化指经济持续发展

过程中,产业系统不断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排

放的过程。[26-27]这种取向内涵对产业结构的价值判

断,特点是数据处理相对繁琐,但能反映事物的内部

特征[28-29]。在本研究中,对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构

建主要参考第二种取向,选取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

化作为产业结构体系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同

样由若干个二级指标支撑(具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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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表征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的指标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Z
专业硕士学位

Z1规模层面

Z2投入层面

Z3产出层面

Z11专业硕士学位招生人数 正向

Z12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数 正向

Z13专业硕士学位人数与学术硕士学位人数比率 正向

Z14专业硕士学位人数占研究生总数比例 正向

Z15专业硕士学位占专业学位人数比例 适度

Z21硕士导师人数 正向

Z22高等学校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正向

Z31专业硕士学位毕业人数 正向

表2 表征产业结构系统的指标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C产业结构

C1高级化

C2合理化

C3生态化

C11第二/一产业产值比率 正向

C12第三/二产业产值比率 正向

C13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正向

C14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营业收入比 正向

C21泰尔指数 负向

C31单位GDP产值能耗 负向

C32单位GDP电耗 负向

C33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负向

  (二)研究方法

为科学地测度和评价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采用一系列方法对数据进行处

理,具体包括无量纲化、熵值法、综合评价指数模型、
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假设存在m 个

评价指标,选取n 个年度的数据作为样本,xij 表示

第i个年度第j个评价指标值(i=1,2,3……n;j=
1,2,3……m)。采用无量纲化消除数据间的差异。
不同性质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参考式如下(适度指

标先转化为正向指标再行处理):

x'ij(正向指标)=
xij -Minj

Maxj -Minj

x'ij(负向指标)=
Maxj -xij

Maxj -Minj

其中Maxj 为xij 的最大值,Minj 为xij 的最小值。
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具体公式如下:

Pij =
x'ij

∑
n

i=1
xij

ej =-
1
lnn∑

n

i=1
PijlnPij  

gi=1-ej

wj =
gj

∑
m

i=1
gj

,j=1,2,3……m

其中Pij 表示第j 个指标下,第i个年度的特征比

重或贡献度,ej 表示第j项指标的熵值,gi 表示差

异系数,wj 表示评价指标权重。在对专业硕士学位

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时,参考的计算

公式如下:

S=∑
m

j=1
Wj ×Pij

  在本研究中,主要涉及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

构两个系统,因此,用S1、S2 分别代表专业硕士学

位、产业结构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Wj 表示系

统第j项指标的权重,Pij 表示第j 个指标下,第i
个年度的特征比重或贡献度。根据王家明等[30]的

观点,得到2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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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S1×S2)/(∏(S1+S2)}1/2

其中,C 表示耦合度,取值在0到1之间,C 越靠近

0,说明系统间耦合作用越弱;当C 取极端值0时,
说明系统之间不存在耦合关系;当C 越靠近1时,

说明系统间的耦合作用越强;当C 取极端值1时,
说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最强。参考前人有关研

究[31-33],确定耦合度具体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具体

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度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耦合度(C) 发展阶段 状态特征

C=1 良性共振耦合 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0.8<C<1 高水平协调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互相促进、进入高水平良性发展阶段

0.5<C≤0.8 磨合阶段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开始良性耦合

0.3<C≤0.5 拮抗阶段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出现互相阻抑现象,两者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减弱了对方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0<C≤0.3 低水平耦合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不能较好的互相促进

C =0 无关 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耦合协调度能较好地避免耦合度在对关系质量

评价上的缺陷,因而本研究借鉴耦合协调度来进一

步表征系统间的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T=αS1+βS2

D= C×T
其中,T 表示总体综合评价指数,D 表示耦合协调

度,和耦合度类似,耦合协调度的取值亦在0到1之

间,D 越大说明两个系统的综合效益越好;公式中

的α、β为待定系数,本研究中参考前人的研究思路,
视各系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将 α、β 均 赋 为 等

值[34]。参考前人有关研究[31-33],确定耦合协调度具

体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耦合协调度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区间 耦合协调度(D) 发展阶段 关系 状态特征

协调发展

(可接受区间)

0.8<D≤1 优良协调发展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优良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同步优良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优良协调发展

0.7<D≤0.8 中级协调发展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中级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同步中级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中级协调发展

0.6<D≤0.7 初级协调发展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初级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同步初级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初级协调发展

转型发展

(过渡区间)

0.5<D≤0.6 勉强协调发展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勉强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勉强协调发展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勉强协调发展

0.4<D≤0.5 濒临失调衰退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濒临失调衰退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濒临失调衰退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濒临失调衰退

发展不平衡

(不可接受区间)

0.2<D≤0.4 中度失调衰退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中度失调衰退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中度失调衰退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中度失调衰退

0<D≤0.2 极度失调衰退 S1>S2 产业结构滞后的极度失调衰退

S1=S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极度失调衰退

S1<S2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极度失调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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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全国范围2009—2019年的《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城乡统计年鉴》为依据,
收集了包括专业硕士学位招生人数、毕业人数、授予

点数、导师人数,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与单位GDP
能耗等数据。对数据进行整理后,经过无量纲化、整
体平移、计算熵值,确定各项指标权重;随后计算出

图1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

历年综合评价指数图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历年综合评价指

数,最终测度出历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

合度、耦合协调度。

三、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设计对数据进行处理,可以获得我国

历年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等指标数值,将这些指标

数值绘制成图表(具体如图1、图2、表5所示),观
察、分析其总体特征与阶段性特征。

图2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历年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图

表5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历年各耦合协调指标值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综合评价指标(S1) 0.00 0.02 0.03 0.05 0.06 0.07 0.08 0.09 0.12 0.19 0.29

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标(S2) 0.03 0.05 0.05 0.06 0.06 0.07 0.09 0.11 0.13 0.16 0.17

总体系统综合评价指标(T)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9 0.10 0.13 0.18 0.23

耦合度(C) 0.01 0.23 0.29 0.32 0.35 0.37 0.42 0.45 0.50 0.59 0.66

耦合协调度(D) 0.01 0.09 0.11 0.13 0.15 0.16 0.19 0.21 0.25 0.32 0.39

  (一)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总体

特征

从图1、图2和表5可见,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

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呈现出以下总体特征:

1.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总体呈上

升趋势

首先,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综

合评价指数增长趋势明显。从图1与表5可知,专
业硕士学位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起点相对较低,2009
年的基期数据接近0,经过11年的连续增长,2019
年已达0.29;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起点

较低,2009年的基期数据为0.03,历年的上升态势

较为稳健,到2019年,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较2009年增长4.6倍;两系统总体综合评价指数持

续增长,发展势头居于两者之间,以2012年、2017
年为时间节点,发展速度呈现出先快后慢再快的变

化特征。
其次,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耦合

协调度均获长足发展,双双实现连续增长。从图2
与表5可知,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

关系整体向好,耦合度分别在2012年、2017年实现

跨越式增长,实现从低水平耦合阶段发展到拮抗阶

段,再到磨合阶段的发展;耦合协调度则于2016年

从极度失调衰退发展到中度失调衰退,两者均从较

低层次逐渐向较高层次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稳步上

升。在增长速度上,两者均呈现出“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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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U型增长轨迹。
2.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仍然较低

观察表5可知,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专业硕

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以增长为

主旋律,但各项指标发展水平仍然偏低。首先是综

合评价各项指标值均低于0.3,表明两个系统的发

展仍然不充分,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是专业硕

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为0.66,尚处于磨合阶

段;尤其是耦合协调度仅达0.39,尚处于中度失调

衰退阶段,要完成从发展不平衡阶段向转型发展阶

段还需最后冲刺。
(二)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阶段

性特征

观察图1、图2和表5,可见2012年、2017年是

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各项指标出

现明显变化的节点,因此可以据此将历年耦合协调

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外延式发展阶段(2009—2011年),专业硕士

学位与产业结构的发展任务是扩大规模、提高总量

受政策引导,我国专业硕士学位招生人数自

2009年起呈数量级增长,毕业生人数增长速度不断

加快。2011年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158499
人,是2009年的2.22倍;到2011年,专业硕士研究

生与学术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比率超过47%,专
业硕士学位规模不断扩大。由于研究生教育培养具

有一定的周期性,毕业生规模增长相对滞后,一个培

养周期后才呈现出较明显的递增,2010年专业硕士

学位毕业生人数较前一年仅增长9.98%,但到2011
年,这项数据已达195%。
2009年也是我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开始。

当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

量稳步攀升,年增长9.4%。2009—2011年间,年均

增长率接近10%。由于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相较

于国际上普遍3%以下的增长率,这一阶段我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容小觑。产业结构方面,我国

GDP总量、就业人数等原始数据均呈上升趋势,反
映在产业结构系统各耦合要素上,我国生态化、合理

化两维度对应的负向指标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产

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指标向良性方向发展;另一方

面,高级化维度对应的正向指标呈上升趋势,表明产

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亦处于积极发展的轨迹中。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规模扩大与总量增

长,推动了两者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良性发展。

数据表明,2011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

调度是2009年的8倍多。但由于基期起始值较小,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依然停留在极

度失调衰退水平,处于发展不平衡阶段。通过比较

S1与S2,来进一步判断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

耦合协调度类型,可见这一时间区间均表现为S1<
S2,即呈现出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极度失调衰退的

状态特征,需继续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才能满足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2.第二阶段为过渡式发展阶段(2012—2016
年),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开始从关注

规模到有意识地注重质量

在专业硕士学位建设方面,2012年教育部印发

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首度

提出“坚持内涵式发展”,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外延

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过渡的开端。2013年启动

的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确定了研究生教育“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的内涵发展主线,宣布我国专业学位

开始从关注规模到关注内涵发展。反映在本研究的

调查对象上,表现为我国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投入

上的不断增加,以及产出上的持续增长。2016年的

招生人数、高等学校应用研究经费支出和毕业人数,
分 别 较 2012 年 增 加 82466 人、1256990 万 元、

129045人,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得

到进一步增强。
在产业结构系统方面,“十二五”时期,党中央、

国务院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

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以创新驱动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一方面,总体表现为正向指标越来越大、
负向指标越来越小。从全国范围来看,2012年我国

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5.5%,首次

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4年

这一数据达48.1%,比2010年提高3.9%;另一方

面,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单位产出能耗大幅

下降,2011—2014 年,单 位 GDP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13.4%。
由于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量”与“质”的共

同推进,给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带来了新的变化:一
是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同步发展,甚至一度发展到S1=S2。两系统综合

评价指数分别从2012年的0.0473、0.0567上升到

2016年的0.0930、0.1102,增幅分别达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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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6%,年均增长分别为19.32%、18.87%。二是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发

展。在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13年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产教融合”的育人方

针。由于政策的引导及市场的变化,2012—2016
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从0.1292
发展到0.2136,年均增长13.06%,并在2016年成

功突破0.2的关口,向更高的协调程度发展。
3.第三阶段为内涵式发展阶段(2017—2019

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发展更加注重内在

质量和潜力挖掘

一方面,到2017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我国在

校研究生总数的51.17%,提前实现了2010年所确

立的“到202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学术型人才

培养和专业型人才培养并重”的目标。同年,教育

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
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要优化结构布局,并明确了规模结构更加

合理、学位授权布局更趋合理、类型结构更加协调、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的要求,为专业

硕士学位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以此为背

景,我国针对行业产业需求,设置了包括工商管理硕

士、教育硕士、艺术硕士等在内的47个专业学位类

别,在全国范围批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996个,
专业硕士学位学科结构、区域布局更加合理。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实现较大幅度提

升。在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要素中,我国第二产业

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率、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

产业产值的比率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三大产业在

GDP中的位置,数据呈现出的我国在前述两项耦合

要素中数值均大于1,表明三大产业产值三产>二

产>一产的特征,符合经济发展的预期[35];与此同

时,生态化耦合要素随着经济发展而呈下降趋势,表
明该阶段经济发展并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经
济发展质量继续向好转变。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双双步入新的发展阶

段,导致两者耦合协调关系更上层楼,带来的变化有

两个:一个是专业硕士学位综合评价指数S1自

2018年起反超产业结构S2,实现从滞后向适度超

前的超越,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总数

的比例超过50%,提前实现了学术型人才培养和专

业型人才培养并重的目标。二是专业硕士学位与产

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继续向好,实现跨越式发展。专

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保持增长趋势,

实现从极度失调衰退向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的突破,
已十分接近濒临失调衰退阶段。专业硕士学位与产

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情况形势发展更趋良好。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全国范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

耦合协调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性特征的分析,对我国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有如下

基本判断。
首先,就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

业结构耦合协调呈现出“前期基础薄弱,当前水平偏

低”的发展特征。11年的快速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水

平,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达到高水平的耦合协

调,还要着重提高专业硕士学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其次,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专业硕士

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呈现出“总体发展向好,协
调阶段上升”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借助于产教融合

为途径的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我国专业硕

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既

是对过去11年来我国专业硕士学位发展与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所做努力的肯定,也为进一步加快推进

两者耦合协调提供了充足信心与工作方向。再次,
从发展质量来看,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呈

现出“基本完成量变,即将迎来质变”的发展特征。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从外延向内涵的

转变,折射出当前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

合协调发展对“高质量”的强烈诉求。
根据历史经验及本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我国专

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路径。
第一,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培育研究生教育

高地高原。从全国选取耦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
源相对集中、优势相对明显的区域,进行示范建设,
以带动全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

提升。一方面,聚焦于省级行政区域,利用行政区划

在权力、资源、渠道等方面的天然优势,聚焦自身长

处走差异化、个性化、本土化的特色发展道路,打造

研究生教育高地;另一方面,又要打破行政区域的藩

篱,将地缘、经济、文化等能形成集聚效应或互补发

展的区域进行组合(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

等),走资源共建共享的大区域协同发展之路,培育

研究生教育高原。
第二,完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加快建设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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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面向未来,应把握产教融合提高耦合协

调发展水平的经验,继续统筹包括上游(政府)、中游

(学校、企业)、下游(老师、学生)三种层次在内的人

才培养主体,激发各个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育人的积

极性,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机制、扩大产教融合范

围、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打造新型产教融合育人体

系,构建成紧密的教育实践共同体,加快支撑我国从

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
第三,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完善“五位一体”的专业学位授予质量

保障体系,甄选德才兼备的导师人选,进一步找准专

业硕士学位的培养定位,改革评价机制,合理制定与

专业学位授予相关的评价标准,更新评估理念,将监

测评估新理念引入学位质量评价管理体系,从而一

方面实现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内部自

洽性与内聚力发展,以及两者间耦合性的提升;另一

方面促进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从系统耦合向耦

合系统的演进,实现系统功能的完善与升级,进而促

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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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theCouplingCoordination
betweenProfessionalMasterDegreesandIndustrialStructure

XUXue1,WANGZhanjun2

(1.SchoolofEducationScience,HanshanNormal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

Abstract:The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professionalmasterdegreesandindustrialstructureisarepresentationof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systemsthataremutuallyinterdependentandpromotingeachother,aswellastheperfect
optimizationdegreeofthefunctionsofthenewsystemconstructedbythetwo.Byconstructingacouplingmodelandanalyzing
the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professionalmasterdegreesandindustrialstructureinChinafrom2009to2019,theauthors
findthat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velopmentshowsthecharacteristicsfeaturing“weakfoundationintheearlystageandlow
levelatpresent”,“positiveinoveralldevelopmentandascendingincoordinationstage”,and“thequantitativechangeshasbeen
basicallycompleted withtheapproachingofqualitativechange”.Therefore,theauthorssuggestweshouldfollowthe
developmentideasofimplementingthe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strategy,perfectingtheeducationmechanismwiththe
participationofbothindustryandeducation,andimprovingtheeducationqualityassurancesystemtopromotethedevelopment
inacoordinatedmannerforcouplingprofessionalmasterdegreesandindustrialstructure.
Keywords:couplingcoordination;professionalmaster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dustrial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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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un-throughEducationinThreeAspects”

forPostgraduatesinSocialScienceunderNewSituation

ZHAOXiaofeng
(CollegeofHumanities&SocialDevelop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Exploringandconstructingtherun-throughcultivationmodeforundergraduatesandpostgraduatesisanewchallenge
foruniversitiestoimproveeducationandteachingqualityforstudentsinthenewera.Theauthorbelievesthatthekeytothe
innovationofthecultivationmodeforundergraduatesandpostgraduatemajoringinsocialsciencesistorealizethetheoretical
run-through,experiencerun-throughandexpressionrun-througheducationonthebasisofphasedcultivation,andthatthe
talenttraining modeof“run-througheducationinthreeaspects”notonlyaimstocultivateacademicallyinnovativeand
outstandingtalent,butalsomeets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demandsforstudentswithdifferentcareerdevelopmentplansat
differentstagesofeducation.Theauthoralsobelievesthatatthesametime,the“run-through”educationcanhelpuniversities
getoutofthe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thatteachersarethe main body ofeducation,the knowledge-imparting
misunderstandingthatfocusesonprofessionalknowledgeandthetalent-cultivationmisunderstandinginwhichtheoryand
practiceareseparated.
Keywords:socialsciences;postgraduatecultivation;run-througheducationinthreeaspects;successivebachelor/master
cultivation;newliberalarts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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