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成果报告 

 

学科引领、协同共建——行业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与

实践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我国正在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型，逐渐走向世界高等教育

中心。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强化创新

人才培养对创新性国家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双一流建设方案强调高校合理

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努力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体系，突出建设的质量效益、社会贡献度和国际影响力，突出学科交

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突出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科技前沿紧密衔接，深化

产教融合，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中的综合实力。而行业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

量，具有显著的行业背景、专才型的人才培养理念，对我国的社会生产实践

和综合国力的发展产生直接有力的影响。行业高校共建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行业高校人才培养创新能力不够突出，

协同发展能力不足。因此，当今行业高校研究生的培养需要朝着协同培养、

深化共建体制改革、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提升国际视野等方面做出进一

步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前身是创建于 1960年的南京气象学院，素有“中国气

象人才摇篮”之美誉，中国气象局管理，1978年列入全国重点大学。 在中国

气象局支持下，学校 1993年获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博士学位授权

点，形成了学校与气象业务单位、科研系统协同培养高层次气象人才的良好

基础，为中国气象事业输送了大量的高层次研究生人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00 年划转江苏省人民政府，2004 年更名为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学校在体制划转的过程中，学校的研究生培养也存在一系列问

题，出现了优质资源共享的匮乏、学科发展不平衡、人才培养与行业和地方



需求要求脱节、学生学术前沿视野和国际视野不足等问题，不能充分满足行

业和产业发展对于我校研究生培养提出的高层次要求。针对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2006 年以来，学校确立“开放发展、联合发展”的办学方针，

深入推进共建体制改革，2007 -2014 年，先后实现了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国

气象局、教育部、国家海洋局的多方共建，大力推进研究生协同培养改革，

依托大气科学的学科优势，带动相关学科研究生培养蓬勃发展，着力汇聚办

学资源、拓展办学空间，与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同时，

学校加深与国际著名高校的办学合作关系，在新的发展时期，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将聚焦“一流特色高水平大学”战略目标，坚持“开放发展、协同发展、

特色发展”的理念，笃行以生为本，厚植大学精神，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更好地服务行业和地方发展。 

 

 

图 1 “4+X”共建格局 

 

教育成果重点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培养定位不明，研究生培养与行业产业融合不足问题；  

2. 优质资源匮乏，研究生创新能力受到制约问题； 

3. 国际合作不深，研究生国际视野和竞争力不足问题。 

经过十余年的改革探索，研究生培养有力的支撑了学校的学科和学位建

设，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和江苏省高水平建设高校，2018年新增 5个

一级学科博士点。 

 



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我校秉承“开放发展、协同发展、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致力推进行

业产业、政府、科研院所、国际著名高校多维协同，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一

流导师队伍建设、平台支撑、机制创新多元驱动，以学校为主导，创新人才

培养协同机制，加强与行业深度融合，主动与国际前沿接轨，拓宽研究生国

际视野，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已初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取

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图 2 行业高校研究生协同培养体系 

 

（一）明确人才培养定位，确立协同育人培养理念 

学校在一流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指引下，立足行业，拓展路径，创新

行业高校研究生协同育人机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1．确立协同育人的理念，做好人才培养方案顶层设计 

协同培养理念不是遵循单一的学科培养理念，而是融入需求导向的培养



理念，以“行业融合、院所协同、国际合作”为理念，建立协同培养机制，

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不断优化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与科研院所、行

业企业协同育人，从不同的层面为学生提供学术成长的空间和路径，综合提

高学生的学术素养。 

2．深化研究生培养改革，探索多元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设置长望学院，探索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实行“3+3”（本硕连读）和

“3+5”（本硕博连读）两种培养模式。长望学院 70%以上的学生有机会免试攻

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其中 15%-20%的学生有机会攻读免试硕博连读研究生，

保障优秀学生能够脱颖而出。优化质量监控机制，强化过程管理，在国内高

校中较早实施中期考核和预答辩环节，切实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设置“研

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强化研究生培养激励机制，提高奖助学金额度，表

现特别突出的研究生可以享受博士生每年 15 万，硕士生每年 6 万的校长特

别奖学金，有效地激发了研究生的学术积极性。 

（二）强化学科建设引领，夯实创新人才培养根基 

学校在巩固一流学科优势的同时，带动其他学科协同发展，并加强学科

之间的交流联系，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夯实根基。 

1. 强化优势学科引导作用，为创新人才培养注入动力 

借着“双一流”建设的契机，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学科建设路

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技术与装备、雾霾监测预警与防控等五个学科获批江苏省优势学科建

设二期项目以来，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学科建设局

面，学校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

力，不断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带来新模式与新机遇，极大地提升创新培养效率。  

2.  依托行业特色学科，推动学科间协同发展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气象行业的发展已不仅仅局限于本行业的范畴内，

而是形成了以气象为主体、多学科领域交融发展的态势。学校依托一流学科，

形成了大气科学、环境与生态、信息科学、数理基础学科、遥感科学和海洋

水文科学等多学科协同发展的体系。同时，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团队的良

性交流互动，进一步推动学科间协同发展。 



 
图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科生态体系 

 

（三）深化共建体制改革，拓展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充分发挥四方共建体制，深化体制改革，加快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学校

主动落实双导双聘制度，联合大院大所，推进产教融合，紧跟国际学术前沿，

分别实现与行业共建、院所共建、校企共建和国际共建，拓宽人才培养路径。 

1．采用双导双聘制度，落实行业共建 

学校通过双聘方式，聘任国家气象中心李泽椿院士、国家气候中心丁一

汇院士、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毕宝贵研究员等一批具有丰富业务经验和高

深学术素养的行业专家担任我校兼职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通

过双挂方式，组织了一批学术和教学骨干，赴国家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

等业务部门挂职，通过科研合作、业务实践等方式，了解行业需求，熟悉操

作流程，积累经验，提升导师队伍的业务指导能力；双聘双挂方式拓展研究

团队的视野，进一步增强科研团队整体水平，实现行业融合。 

2. 推进大院大所合作，强化院所共建 

学校积极参与大院大所合作对接。中科院大气物理院、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等共创协同创新中心；与中科院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包括在地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信息科学与工程等若干学科专业开展合作培养，每年合作

培养 300名学生以上，配备南信大+校外 2个导师，实施本硕博连读。  

3. 深化产教融合理念，实行校企共建 

学校积极推动校地共建，大力推进研究生企业工作站与校企研究院建设，

建有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57 个，校企研究院 20 个，提升了研究生的创新实践

能力；近年来，学校提出建设校地研究院，与无锡、苏州、南通共建研究生

院，依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资源，围绕当地产业需求，结合学校的培养

优势和承担项目，在研究生院招收气象学、招收气象学、电子与通信工程、 

控制、环境、电子与通信工程、会计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

实现研究生与本科同步培养。 

4. 紧跟学术领域前沿，推进国际共建 

建立青年教师海外培训机制，学校先后在夏威夷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俄克拉荷马大学、雷丁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海外教师培训基地，选拔优秀

青年教师赴国外参加国际重大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显著提升了导师队伍的

国际化水平，研究生生导师的国际化率从 2006年的 30.2%提高到目前的 80 %

以上；在雷丁大学、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国际著名高校设立博士生海外

联合培养基地和签署合作协议，协同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目前海外各

个联合培养基地培养博士生达 30名以上。 

（四）加强平台基地建设，厚实创新人才培养保障 

充分发挥四方共建优势资源，与一流大学、行业企业等建立“合纵连横”

工程、，搭建研究生工作站，为研究生提供多元化协同场所，增加学生与各方

沟通机会，培养创新实践能力，造就拔尖型创新人才。 

1. 共建专业平台，提供多元协同培养场所 

在共建机制下，学校在中国气象局及其下属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建成了

全球大学中最大的气象台（中央气象台级）、最大的综合观测站（中国气象局

大气探测中心（南京）基地）、国际一流的国家一级农业试验站及中国气象局

600 个免费提供实习实践训练的一级台站，为我校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校内外

实践创新基地，实现了双平台实践教学，提升了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 



2. 搭建研究生工作站平台，建立重要实践创新基地 

学校积极与学校共建的各方以及参与校企合作的公司共建研究生工作

站平台，接收研究生进站学习，参与公司研究课题和技术开发项目，由富有

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与

学校指导教师共同指导研究生的专业研究和技术实践。研究生工作站的设立，

激发了公司开放创新的活力，促进了公司与大学之间的深度合作，加快了技

术研究到转化应用的进程，研究生也在实际工作中增长了知识和能力。 

3. 设立国际合作平台，增加国际学术合作机会 

学校先后与夏威夷大学共建了“太平洋台风研究中心”（2007）和“地球系

统模式中心”（2012）、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共同组建了“资料同化研究与应用

中心”（2009)、与耶鲁大学共同组建了“耶鲁大学-南信大大气环境中心”（2011）；

在夏威夷大学建立了“中美大气海洋研究中心”（2014）；与哈佛大学建立“空

气质量与气候联合实验室”（2015年）；气候与环境变化国际联合实验室已成

为首批立项建设的 3个实验室之一。  

（五）打造一流导师队伍，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我校制定“五化”引培工程，打造一只具有

一流业务素质和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为提升拔尖型创新人才质量奠定基础。 

1. 引进和培养高端教师人才，升级教师团队 

创新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实施博士化、国际化、精英化、工程化、团队

化的“五化工程”。启动九次海外招聘，“校长面对面”活动，全额资助 50 名

海外精英来校工作；推动“全球邀约”计划，邀请全球高被引作者 2 千人来

校开展学术交流；开展海外专场招聘活动，赴英国雷丁大学、美国气象学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欧洲地球物理学会年会设立专场招聘，引

进全球高端队伍。引进国科大、中科院、中国气象局高水平国内师资；进行

海外人才招聘，聘用包括院士、“千人计划学者”和重点大学毕业博士等一系

列人才，组建顶尖师资团队，引领学生开展学术活动，着重培养拔尖学生，

提高创新实践能力。 

2. 加强以优质教师为主导，优化一流师资队伍 

通过国际化培养，具有一年以上海外背景的教师达 70%以上；加强与中

国气象局合作，每年选派 10多名教师去业务部门挂职，聘请包括中国气象台



台长在内的兼职教师 300人。2015-2016年，仅一年时间，我校外籍教师数量

达到 30人，提高教学教研水平。学校通过一系列措施，建成了具有一流业务

素质、学术水准和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包括院士 2 人、长江学者 1 人、“千

人”计划 7 人、杰青 6 人，协同打造高水平导师队伍，引领学生参与科研、

学术研讨、国际交流，大幅提升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三、创新点 

1．深化共建，确立协同育人的培养理念：以“行业融合、院所协同、国

际合作、校企联合”为理念，建立协同培养机制，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2．路径拓展，形成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构建行业间、院所间、校企间

和国际间“四元协同”培养新模式。    

3．多元集成，打造协同育人的导师队伍：启动“校长面对面”、“全球

邀约”等活动，引进全球高端队伍及聘请国科大、中科院等高水平师资，共

同打造一流导师队伍。 

 

四、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学校研究生培养有力支撑了学科建设和高水平大学建设，2017年成功

入选“国家双一流”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序列。研究生培养也有力

支撑了行业的发展。中国气象局现任局长刘雅鸣评价：“南信大无愧于‘气

象人才摇篮’的美誉，为气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不

可替代。” 

（一）行业优势明显 

1. 建成世界最大的气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世界气象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基地。建有气象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

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大气环境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省级

科研与教学基地。 



       

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          大气环境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图 4 科研与教学基地 

2. 为行业输送高层次人才 

学校每年进入气象部门的硕士毕业生占行业全部引进数的 60%左右，

博士生占到一半以上。另有近 20%的气象类毕业研究生进入了海洋、环

保、农业、水利、林业、航空航天、军事、电力、信息等气象相关行业，

充分满足了行业对气象人才的规模需求。 

3. 国际贡献突出 

在我校设立的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培训中心，是全球最大、中国唯一的

国际气象学历教育和培训基地，已为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培养研究生 419

人，其中博士 58人。所培养的研究生成为所在国的学术骨干和业务精英，

其中 10人成为所在国的国家气象局局长。 

（二）研究生培养成果丰硕 

截止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5691 人，博士研究生 469 人，54 人已晋升

教授职称，19 人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60 人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奖。 

               

图 5 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科研创新能力增强 

1. 发表论文 

研究生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623篇，2006级博士生程军和海外导师刘征

宇联合撰写的论文 2009年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杂志《Science》；2013级博

士生曹畅其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生合作撰写的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2014年，我校与耶鲁大学大气环境中心联合培养的博士

生赵磊的最新研究成果在《Nature》上发表；海洋学院研究生参加北极科考

任务。 

 

图 6 研究生发表顶尖学术论文 

 

2. 学生获奖 

获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项；在中国研究生电子设

计竞赛中，我校首获全国一等奖 1项；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共获

得一等奖 3项，共获得全国二等奖 12项，全国三等奖 36项；近年来获省优

秀博士论文 9篇；在国际获奖获得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突出贡献

奖”、“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论文奖”和“谢义炳青年气象科技奖”等国内外

重要奖项 30余项；2012级博士生王超发表的论文于 2012年获日本气象协

会奖，是目前获得此奖项的唯一外籍人士。 



 

王超获得日本气象协会奖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 

图 7 研究生获奖 

 

（四）学科建设成效突出 

2012年教育部学科排名中，大气科学排名第一，第四次学科排名位列 A+；

2017年气象科学与工程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地球科学、工程学和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先后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2018 年新增 5 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8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 6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大气科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物联网技术与装备、雾霾监测预警与防控先后进

入江苏省优势学科。 



 

图 8 学科排名 

 

（五）合作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气候与环境变化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是教育部首批三家之一；与耶鲁大

学共建“耶鲁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环境中心”平台；与哈佛共建空气质

量与气候联合实验室与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建“中美计算机研究中心”等国际合

作平台；与俄克拉荷马大学、耶鲁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夏威夷大学、雷丁

大学建立研究生海外培养基地；与中科院大气物理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十四研究所等建立协同创新中心；与中科院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与无

锡、苏州、南通共建研究生院。 

          
          气候与气象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气候与气象灾害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与中科院合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无锡研究生院 

图 9 平台合作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