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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854  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是与电子信息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相关领域包括电

子、通信、控制、计算机、电气、软件、光电、仪器仪表等，以及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集成电路、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生物信息、量子信息等新兴方向。在电子

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培养基础

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

工程管理人才。 

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创新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自身优势与特

色，培养定位明晰，服务于电子信息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发展需求和社会的多元化

人才需求。 

专业领域（方向）设置突出体现本工程类别的行业适应性和区域性需求及社会声誉，充

分展示培养特色、人才培养的基础与优势。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20 人；应与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

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本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

业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 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 1/3，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 1/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 5 人；专职人员中获得外

单位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 1/5；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

应行业工作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 1/3。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和人才培养经验，应是本申请单位该专业

相关领域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其他培养单位同类别的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近 5年

内完整指导过至少 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在本单位或其他培养单位担任硕士生导师并招收培

养硕士研究生的骨干教师人数比例不少于 1/5。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电子信息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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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等

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 4届本科生毕业生或 2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少

于 150 人或毕业硕士研究生不少于 10 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

电子信息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应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 5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

少于 10 万/人年，科研经费总量年均不少于 200 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 100

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经费所占比例不少于 20%）；近 5年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不少于

3项。 

近 5年，每位骨干教师完成或主持至少 1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且至少有 1项工程

技术类课题在研，年均发表学术论文 1篇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专业实践。应将电子信息领域应用研究形成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各专业领域

(或方向)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中至少有 1门案例教学课程、1门实验设计课程和 1门行（企）

业专家参与的课程；必须确保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为每名研究生配备 1名具有电子信息领域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行（企）业导师，

参与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与教学、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查、专业实践以及学

位论文指导与答辩的过程。 

3.支撑条件。应建有适用于电子信息领域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

每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 

在电子信息及紧密相关领域有至少 2家职责明确、长期稳定的合作培养基地。合作培养

基地至少有 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全程指导；

有满足专业实践、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能够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

供条件。 

申请单位应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

机制；具有有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确保生均培养经费不少于 3 万元/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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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5  机械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机械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机械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在技术开发与应

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

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其

支撑学科应具有优势与特色，社会声誉良好；专业学位设置合理，适应行业和区域的需求。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

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本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

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1/3，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5人；获得外单位硕士及以

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5；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

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1/3。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工程类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机械硕士专业学位基本

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等相关规

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4届本科生毕业生或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少于

60人或毕业硕士研究生不少于1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机械类

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5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10万元，年科研经费

不少于200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10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经费所占

比例不少于20%）；近5年在本领域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3项，有一定数量的省部级（或

一级行业协会/学会）科学技术奖或应用成果（授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应用的技术规范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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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近5年，每位骨干教师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且至少有1项工程技术类课

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利。 

2.专业实践。与行（企）业联合培养本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支撑本类别相关学

科开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确保本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

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

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至少有2个职责明确、

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

够参与本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

需的场地和设施，能够为本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

工程伦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完备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奖助体系。有完善的制度和措施支持教师队伍建设，能够吸引与稳定教师并支持教师自

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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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6  材料与化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材料与化工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材料与化工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材

料工程、化学工程、冶金工程、纺织工程、林业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能源化工、石油与

天然气加工工程和材料化工安全工程等行业领域，具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技术开发与应用、

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

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每个行业领

域支撑学科具有优势与特色，社会声誉良好；行业领域方向设置合理，适应行业和区域的需

求。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相关行业领域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

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企业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

1/3。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1/2，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1/3，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

（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1/3；

获得外单位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5。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材料与化工硕士

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

见的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4届本科毕业生或不少于2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

少于150人或年均培养硕士研究生不少于1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支撑材料与化工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 5 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年科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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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少于 200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 15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经费

所占比例不少于 20%）；近 5 年在本专业类别取得省部级或一级行业协会、学会科技奖励不

少于 3项。近 5年，每位骨干教师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研究骨干参加国家级

科研项目，且至少有 1项工程技术类课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

利。 

2.专业实践。与行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在相关学科开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确保研究

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

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至少有 2 个职责明确、

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 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

够参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需的场地和

设施，能够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

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

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完备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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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7  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资源环境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培养在地质工

程、矿业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环境工程、冶金工程、测绘工程、安全工程等领域中规

划、设计、研发、应用、管理以及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

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工程领

域方向设置合理，适应行业和区域的发展需求，且具有优势和特色，社会声誉良好。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

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本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导师

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教师比例不少于1/3，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具有高级职称的骨干教师不少于5人；获得外单位硕士或以上学

位的比例不少于1/5；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

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1/3。行（企）业导师应具有工程师任职资格5年

以上的工程实践或管理经验，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行（企）业重大、重要工程类

项目或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资源与环境硕士

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

见的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至少应有4届本科生毕业，且毕业人数不少于60人；或至少1届硕

士研究生毕业，且毕业人数不少于1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支撑资

源与环境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5年，本类别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10万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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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总经费年均不少于200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实到经费不少于10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

纵向科研经费所占比例不少于20%）；在本类别涉及的工程领域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3

项，有一定数量的省部级（或国家一级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或应用成果（转化应用的专利、

颁布的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骨干教师应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且至少有1项工

程技术类课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利，以及成果转化或技术推

广。 

2.专业实践。与行（企）业联合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支撑资源与环境相关工程

领域方向的学科开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研究

提供必要的条件，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都能使用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至少有2个

职责明确、长期稳定的校企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基地至少应有5名具有高级工程师或工

程师（任职5年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参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全过程指导；有

满足专业实践、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能够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

必要的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制订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

机制；具有有效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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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8  能源动力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能源动力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能源动力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培养在技术开发

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基础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 

能源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产业领域，在我国国民经济及国防工业发展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位置。适用的行业领域包括：动力、电气、核能、材料、石油、化工、机械制造、

航空、航天等。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本专业学位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

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

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1/3，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5人；获得外单位硕士及以

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5；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

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1/3。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能源动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能源动力硕士专业

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的

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4届本科生毕业生或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少于

60人或毕业硕士研究生不少于1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能源动

力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5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10万元，年科研经费

不少于200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10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经费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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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不少于20%）；近5年在本专业学位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3项，有一定数量的省部

级（或一级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或应用成果（授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应用的技术规范或行

业标准）。近5年，每位骨干教师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且至少有1项工程技术类课

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利。 

2.专业实践。与行（企）业联合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支撑本专业学位的相关学

科开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确保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3.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研究生都能进入实验室

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至少有2个职责明确、长

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

参与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能够

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

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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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9  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土木水利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工程专业性学位，面向

建筑建材业、交通运输业、水利水电业、环保绿化业、安全防护业、农林牧渔业（设施）等

相关行业，主要培养在工程规划与勘测、工程设计与施工、产品研发与应用、系统调试与运

维、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调研与管理等方面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

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 

土木水利工程是设计和建造各类工程设施及相关装备的科学技术的统称。它既指工程建

设的对象，即建造在地下、地上、水中等的各类工程设施；也指其所应用的材料、设备和所

进行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管理、监测、保养、维修维护等专业技术。土木水利工程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群，并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

具有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双重属性；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土木工程领域（结构工程、岩土工

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工程建造与管理），水利工程领域（水文

及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市政工程领域，

地质工程领域，测绘与遥感工程领域，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设施农业领域，人工环境工程

领域（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材料工程领域，安全工程领域等。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 应与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

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不少于本领

域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

于1/3，具有研究生学位的比例不少于3/4，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获得外单位硕

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5；职称结构合理，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骨干教师比例不低

于40%；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

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1/3。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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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土木水利硕士专业

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的

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不少于4届本科生毕业生或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

不少于60人或毕业硕士研究生不少于1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

土木水利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各工程领域近5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10万元，

年科研经费不少于200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10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

研经费所占比例不少于20%）；各工程领域近5年取得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3项，有一定

数量的省部级（或一级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励或应用成果（授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应用的

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近5年，每位骨干教师均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者经费不

少于20万元的主要行（企）业科研课题，且至少有1项工程技术类课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

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利。 

2.专业实践。与行（企）业联合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支撑土木水利类各工程领

域的相关学科开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确保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效提高研

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

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每个工程领域至少有

2个职责明确、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每个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参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培养专业

实践能力所需要的场地和设施，能够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

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

完备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体系，培养经费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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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0  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是与生物与医药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面向生物技

术、医药、食品、发酵、精细化学品、能源、环保等行业，主要培养在相关行业领域技术开

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基础扎实、素质全

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

才。 

生物与医药主干领域方向有：生物技术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制药工程、食品工程、

精细化工等，还可与资源、能源、环境、材料、化工、信息等形成交叉领域方向。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20 人；应与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

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关领域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不

少于专任教师数的 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 1/3，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 1/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 5 人；获得外单位硕士及

以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 1/5；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

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 1/3。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 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生物与医药硕士

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

见的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 4 届本科生毕业生或 3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少

于 60人或毕业硕士研究生不少于 2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生

物与医药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在生物与医药主要申请领域，近 5年师均年科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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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少于 10 万元，年均科研经费不少于 400 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 100 万

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经费所占比例不少于 20%）；近 5年在相关领域取得高水平学术成

果不少于 3项，有一定数量的省部级（或一级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或应用成果（授权的发

明专利、获得应用的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近 5 年，每位骨干教师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

课题和工程技术类课题，且至少有 1项课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

专利。 

2.专业实践。与行（企）业联合培养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生物与医药相关领域开

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确保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项目，具备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

的能力，提高研究生的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 

3.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本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都能进入实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至少

有 2 个职责明确、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每个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 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参与硕士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培养专业实践

能力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能够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

工程伦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完备的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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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1  交通运输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一、专业特色 

交通运输硕士专业学位是与交通运输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面向交通基础设

施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安全与环境、

综合运输与物流工程及管理等研究方向和专业领域，在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

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

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 

申请单位在相关研究方向和专业领域应具有优势与特色，社会声誉良好；研究方向设置

合理，适应行业和区域发展的需要。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20人；应与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

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交通运输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与指导的行

（企）业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 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 1/3，具有

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 1/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骨干教师不少于 5人；获得外单位硕士

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 1/5；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

作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 1/3。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交通运输相关领域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和

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 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交通运输相关学科硕士研究生

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制订交通运输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交通运输硕士专业

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的

相关规定。 

2.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 4届本科生毕业生或 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少

于 60人或毕业硕士研究生不少于 1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交

通运输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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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 5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 10万元，年均科研

经费不少于 200万元（其中交通运输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 10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

向科研经费所占比例不少于 20%）；近 5年在相关领域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 3项，有

一定数量的省部级（或一级行业学会）科学技术奖或应用成果（授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应用

的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近 5年，骨干教师均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且至少有 1

项工程技术类课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利。 

2.专业实践。与交通运输行（企）业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在相关领域开展案例教学和

专业实践，确保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支撑条件。建有与交通运输硕士专业学位相关的应用研究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

台，保证每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

教学设施。至少有 2个职责明确、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 5名具有

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参与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培养专

业实践能力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能够为联合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

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培养管理与运行机制，有专门

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并建立完备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