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研(应届毕业生)

亲爱的同学，您好！

为全面了解我国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北航课题组现开展调研。您是我们了解培养

现状的重要对象，您提供的信息对本次调研非常重要，请帮助我们认真填写本问卷。此次调

研结果将只用于科研统计分析，不会泄露任何个人信息，请放心填写。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与

配合！

填写说明：请在您认为符合的选项上打“√”或在空格中填写相应内容。如无特殊说明，
每题限选一项。您也可通过二维码扫描答题或问卷星网络链接答题。

问卷星网络链接地址：http://www.sojump.com/jq/4392198.aspx
调研承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4 年 11 月

咨询电子邮箱：buaazhangle@163.com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 （1） 男 （2） 女

2、您的年龄： （1） 20-25 岁 （2） 26-35 岁 （3）36-45 岁 （4）46 岁以上

3、您高考时，家庭所在地为：

（1）北京市 （2）天津市 （3）河北省 （4）山西省 （5）内蒙古自治区（6）辽宁省

（7）吉林省 （8）黑龙江省（9）上海市 （10）江苏省 （11）浙江省 （12）安徽省

（13）福建省 （14）江西省 （15）山东省（16）湖北省 （17）河南省 （18）湖南省

（19）广东省 （20）海南省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22）重庆市 （23）四川省

（24）贵州省 （25）云南省 （26）西藏自治区 （27）陕西省 （28）甘肃省

（29）青海省 （30）宁夏回族自治区 （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2）香港特别行政区

（33）澳门特别行政区 （34）台湾省

4、本（专）科毕业的学校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毕业年份______________

5、您现就读的硕士学术学位的学校____________，入学年份______，所在学院_________

6、您硕士就读学术学位名称___________，方向或领域__________

7、您研究生入学前已工作几年？（1）0 （2）小于 1年 （3）1~3 年 （4）3 年以上

8、您研究生入学前工作的薪资为多少？（没有工作过可不填）

（1）3000 元以下（2）3001 元~5000 元 （3）5001 元~7000 元 （4）7000 元以上

9、您入学方式：（1）非定向(全日制)（2）定向(全日制,双证)（3）定向(非全日制,单证)

10、 您被录取的方式：

（1）免试推荐 （2）第一志愿报考统考或联考

（3）调剂录取(从学术型调剂) （4）调剂录取



11、您本科所学专业和研究生专业是否属于同一或相近学科领域：（1）是 （2）否

12、您硕士研究生入学前从事的工作与本学术学位的相关程度？ （没有工作过可不填）

（1）完全不相关 （2）比较低 （3）有些相关 （4）比较高 （5）非常高

13、您所就读学术学位的学制：（1）2年 （2）2.5 年 （3）3 年 （4）大于 3年

14、以下关于本校本学术学位培养质量的描述，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质量非常低-->质量非常高

题项 1 2 3 4 5

总体评价

招生环节

课程环节

实践环节

学位论文环节

授课教师指导

导师指导

支持环境（国际交流合作机会、管理制度、奖助学金制度、

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可使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参加相

关的学术界或行业界赛事的机会）

支撑条件（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实验室装备）

质量保障体系（教学评估、认证评估）

合作培养单位或校外行业人员参与培养过程

15、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您还会选择本学术学位就读吗？

（1）不会，换学校换另一学术学位 （2）不会，本校换另一学术学位

（3）不会，换读专业学位 （4）会，但是换学校 （5）会，就在本校

16、您愿不愿意向别人推荐本学术学位？

（1）不会，推荐其他学校其他学术学位 （2）不会，推荐本校其他学术学位 （3）不会，

推荐专业学位 （4）会，推荐其他学校本学术学位 （5）会，推荐本校本学术学位

17、您认为本学术学位与相近专业领域的专业学位在培养模式上有多大区别？

（1）不清楚 （2）没区别 （3）很小（4）有些区别 （5）比较大 （6）非常大

18、您认为本学术学位哪些方面最需要加强和改进 （请选择 1-3 项）

(1)本学术学位理论课程学习 (2) 本学术学位课程实践教学内容(案例教学、校内综合实

验平台等) (3)校内导师 (4)校外导师 (5) 实践基地的落实安排

(6)学术训练（科研项目和学术文章发表） (7)学位论文

(8)国际交流合作 (9)与行业合作 (10)接受外部质量监督

(11)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 (12)学术生态环境

19、您对自己现在所达到的各项能力是否满意？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20、您认为当前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导向方面的特性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符合的项：1-->5 中，1 表示特别偏向理论性，5表示特别偏向实践性

（1）1 （2）2 （3）3 （4）4 （5）5

21、您认为当前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特性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符合的项：1-->5 中，1 表示特别偏向知识性，5表示特别偏向技能性

（1）1 （2）2 （3）3 （4）4 （5）5



22、您认为当前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服务导向方面的特性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符合的项：1-->5 中，1 表示特别偏向学术性，5表示特别偏向应用性

（1）1 （2）2 （3）3 （4）4 （5）5

23、您认为当前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人才特性方面的特性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符合的项：1-->5 中，1 表示特别偏向专门型，5表示特别偏向复合型

（1）1 （2）2 （3）3 （4）4 （5）5

第二部分 攻读本学术学位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描述

24、您当初愿意报考或调剂入学本校攻读本学术学位的首要原因是：

（1） 有人生目标和兴趣追求（2）职业晋升需要 （3）换个行业或专业领域

（4）未来更好就业 （5） 容易被录取（6）学校品牌 （7）扩展人脉 （8）其它________

25、您的导师指导形式：

（1）只有校内导师（2）只有校外导师（3）校内导师组（4）校内外导师组（5）其它________

26、您就读学术学位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的合作方式:

（1）以校内导师为主（2）以校外导师为主 （3）分段分环节各自为主，合作比较少

（4）分段分环节各自为主，全过程合作 （5）分段分环节以校内导师为主，全过程合作

（6）分段分环节以校外导师为主导，全过程合作

27、您与校内导师的见面频率为？（没有校内导师可不回答）

（1）一周一次（2）两周一次（3）一个月一次（4）半年一次（5）一年一次

28、您与校外导师的见面频率为？（没有校外导师可不回答）

（1）一周一次（2）两周一次（3）一个月一次（4）半年一次（5）一年一次

29、您所就读学术学位课程总量与相应的专业学位相比：

（1）小于专业学位（2）与专业学位相当 （3） 大于专业学位 （4）不清楚

30、在学习过程中，您最喜欢的教学方式是：（1）纯课程讲授（2）讲授加研讨（3）案例

教学（4）实验教学（仿真, 嵌入式, 实验室 )（5）团队合作项目训练

31、您所修课程有多大比例与相应的专业学位的学生所修课程相同？

（1） 10%-30%; （2） 31%-50% （3） 51%-80%; （4）81%-99% （5）100% （6）不清楚

32、课程学习中,采取的主要实践教学方式的情况如何?（1）很少（2）案例教学（3）仿真

实验（4）校内综合实验平台（5）专门案例教学课程（6）案例撰写训练（7）少许案例研讨

33、以下关于案例教学的情况，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不满

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2 3 4 5

教师案例教学水平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过程）

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所占比重

本土案例在案例教学中所占比重

案例针对性

案例库建设

案例教学校内条件

案例教学校外实践机会

教师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

案例教学质量

34、学校鼓励或要求您参加与本学术学位相对应的职业或执业资格认证考试吗?

（1）不要求 （2）鼓励,但不要求 （3）毕业时要求获得一定级别职业或执业证书

(4)本学术学位没有明确的相对应的职业或执业资格认证的要求



35、您主要参加以下哪种实践？并填写相应的实践时间：

（1）未参加实践

（2）自己联系的实习实践, 时间为____个月

（3）跟随导师课题在实验室视作实践, 时间为____个月

（4）在导师项目合作企业实践, 时间为____个月

（5）去校内固定的实践基地实践，时间为____个月

（6）去学校联系或指定安排的实践基地实践，时间为____个月

36、以下关于实践基地的情况，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不满

意-->非常满意（无实践基地可不填）

题项 1 2 3 4 5

实践基地的数量

实践基地有关学术学位培养的管理

实践基地的导师质量（能力水平）

实践基地的导师责任心（投入程度）

实践基地的条件（设施、环境）

实践基地对学生参与专业实践的激励机制

37、您认为实践基地的整体质量如何？（无实践基地可不填）

（1）质量非常低（2）质量比较低（3）一般（4）质量比较高（5）质量非常高

38、您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社会实践或行业实际的现实问题”的相关性：

（1）不相关,基于未来的探索研究（2）比较小（3）一般（4）比较大（5）非常大

39、本学术学位毕业考核以何种形式：

（1）基础研究论文 （2）应用基础研究论文 （3）技术开发研究论文（4）其它______

40、您就读学术学位期间参与了哪些国际化方面活动？（可多选）

（1）无 （2）国际项目（3）国际比赛（4）国际课程（5）海外交流 （6）其它______

41、较之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奖助学金评定中享有的机会和待遇:

（1）没有奖助金（2）比较低（3）同样待遇（4）比较高 （5）非常高

42、学校是否设有专门经费用于激励学术学位学生的创新研究：

（1）没有（2）比较少（3）有一些补贴（4）有，比较高 （5）有，非常高

43、针对学术学位特点, 学校开展的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和训练:

（1）没有相关训练（2）比较少（3）面向全体学生的安排（4）比较多（5）非常多

44、针对学术学位特点，学校开展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发布:

（1）非常少（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非常多

45、您就读学术学位期间参加了哪些与学术学位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除了专业性的实

习实践）（可多选）

（1）没有参加 （2）校内比赛（3）国内赛事（4）国际赛事（5）学生就业团体（6）志愿

者活动（7）多元文化活动（8）辅导别人活动（支教）（9）社区服务活动（10）其它______

46、学校是否提供平台以方便您进行各类信息的交流？（实习、案例、赛事、认证等）

（1）没有平台 （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非常多

47、您的即将就业类型为：（1）在国内工作（2）自主创业（3）自由职业（4）参军入伍

（5）参加国家和地方的服务基层项目（6）在国内求学（7）出国出境工作

（8）出国出境求学 （9）待业

48、您即将就职的单位性质：（就业的同学回答）（1）国有企业（2）外资企业（3）民营企

业（4）上市公司（5）行政机关（6）事业单位（7）其他（请具体说明）



49、您即将就职或创业的单位所在行业：（就业的同学回答）

（1）制造 （2）银行 金融 投资 租赁 （3）保险（4）电信服务 （5）信息系统、互联网

服务、电子商贸 （6）政府机构 （7）交通运输、物流（8） 进出口贸易 （9）批发、零售、

分销、代理（10）公用事业（水电煤气等）（11）饭店、旅游（12） 建筑 （13）房地产开

发（14）专业服务（法律 会计 认证 管理）（15）商业咨询 （16）多元化企业 （17）学术

及研发机构（18）卫生、医疗保健 （19）其他（请具体说明）

50、您即将就职的单位的员工总数：（就业的同学回答）

（1）1-99 人（2）100-499 人 （3）500-999 人 （4）1000-4999 人（5）5000-9999 人

（6）10000-49999 人（7）50000-99999 人（8）100000 人或以上

51、您在即将就职的单位可能从事岗位性质：（就业的同学回答）（1）人力资源管理

（2）财务、会计（3）法律（4）销售、市场、品牌（5）业务运作、生产、分销（6）信息

系统、技术管理（7）研究及开发（8）业务发展（9）行政管理（10）其他（请说明）

52、您即将就职的单位所在地为：（就业的同学回答）

（1）北京市 （2）天津市 （3）河北省 （4）山西省 （5）内蒙古自治区（6）辽宁省

（7）吉林省 （8）黑龙江省（9）上海市 （10）江苏省 （11）浙江省 （12）安徽省

（13）福建省 （14）江西省 （15）山东省（16）湖北省 （17）河南省 （18）湖南省

（19）广东省 （20）海南省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22）重庆市 （23）四川省

（24）贵州省 （25）云南省 （26）西藏自治区 （27）陕西省 （28）甘肃省

（29）青海省 （30）宁夏回族自治区 （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2）香港特别行政区

（33）澳门特别行政区 （34）台湾省 （35）国外

53、在即将工作单位您预计起始月薪（转正后），大致________元。（税前）（薪酬包括奖金

等）（就业的同学回答） （1）2000 元以下（2）2000-3000 元（3）3001-5000 元（4）5001-7000

元（5）7001-9000 元（6）9000 元以上

54、您即将就业的工作与所学学术学位是否相关:（1）相关性非常小（2）相关性比较小（3）

一般（4）相关性比较大（5）相关性非常大

55、就总体而言，您对自己即将就业的工作是否满意：（就业的同学回答）

（1）很满意 （2）满意 （3）一般 （4）不满意 （5）很不满意

56、您即将就业的工作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就业的同学回答）

（1）学校组织的现场招聘会（2）学校发布的就业信息（3）高校/老师/校友推荐（4）社会

招聘求职网站（5）校外的现场招聘会（6）父母及亲友推荐（7）社会就业服务机构（8）其

他 (请填写)

57、您自主创业的形式是：（请自主创业的同学填写）

（1）注册公司，取得营业执照（2）互联网创业（如开网店等），但未取得营业执照

（3）个体创业，自我雇佣，但未取得营业执照（4）项目型创业（如孵化器、工作室等），

但未取得营业执照（5）未取得营业执照的其他创业形式 (请填写)

58、您未就业的最主要原因是：（请未就业的同学填写）

（1）想就业，但未找到合适工作（2）准备升学（3）准备考公务员（4）准备出国（5）暂

不想就业（6）其他 (请填写)

59、您是否得到过就业方面的较多帮助：（请未就业的同学填写）

（1）得到过来自地方政府的帮助（2）得到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帮助（3）得

到过来自高校及教育部门的帮助（4）得到过来自社会专业机构的帮助（5）从未得到任何帮

助

60、您最希望获得哪些就业方面的帮助：（请未就业的同学填写）

（1）专业技能培训（2）求职能力培训（3）专场招聘会（4）求职补贴（5）就业见习（6）

其他 (请填写)



第三部分 开放性问题

61、您认为本校在培养本学术学位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2、您认为本校在培养本学术学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3、您对本校本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 判断性选择

64、以下对课程环节实施的满意度，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

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2 3 4 5

课程总量

课程内容的理论性

课程内容的实践性

课程内容的前沿性

课程内容的职业性

课程内容的综合性（与多学科交叉，涉及多学科知识）

课程教学方式（讲授、案例、项目、讨论等）

课程推荐教材

课程的考核方式

65、以下对实践环节实施的满意度，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

不满意-->非常满意（无实践环节可不选）

题项 1 2 3 4 5

参加实习实践的时间

实习实践场所的配套条件

实习实践补助或津贴

实习实践场所的管理

参与过的实习实践活动内容

案例教学和案例撰写分析训练

实验性教学和综合性实训

66、以下对学位论文环节完成过程的满意度，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2 3 4 5

学位论文指导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

学位论文的选题取向

学位论文的研究训练

学位论文的应用价值



67、以下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2 3 4 5

校内导师的论文指导

与校内导师的日常交流沟通

校外导师或来自行业人员的论文指导

与校外导师或来自行业人员的日常交流沟通

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及行业人员的共同指导

实习期间校内导师的关心指导

实习期间校外导师或行业人员的关心指导

68、以下对支持体系的满意度，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2 3 4 5

国际交流合作

管理制度

奖助学金制度

可申请的(含)支持学术学位的专项基金或资助

硬件建设（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实验室装备）

质量保障体系（教学评估、认证评估）

开展就业相关指导（职业发展规划咨询及心理辅导、就业创

业指导课开设与教学、创业教育、求职面试辅导等）

开展就业相关服务（校园招聘活动、就业信息发布、派遣服

务）

可使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实习机会\实践项目选择\校外导师

库\案例库\教材库等)

参加相关的学术界或行业界赛事的机会

69、以下关于您本人学习方面的投入程度的描述，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

1-->5 表示投入非常少-->投入非常多

题项 1 2 3 4 5

积极投入课程学习

积极在作业和课程项目中投入时间和精力

积极投入科研训练活动

积极投入实习实践活动

主动关注和学习学科前沿信息

70、以下对合作培养单位(或校外人员)参与情况的描述，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

的项：1-->5 表示参与非常少-->参与非常多

题项 1 2 3 4 5

招生环节参与

理论为主的课程讲授

实践或职业内容为主的课程讲授

学术或行业前沿或行业实践讲座

实践环节指导

学位论文开题

学位论文过程中的指导

学位论文答辩



71、以下对经过本学术学位学习,您对自己能力提升幅度大小的描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最符合的项：1-->5 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

题项
1 2 3 4 5

良好的人文素养

良好的职业素养

扎实的专业知识

良好的职业实践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良好的组织领导力

良好的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良好的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良好的分析能力(逻辑分析\数据处理等)

良好的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良好的适应和反应能力

良好的知识迁移能力

良好的创新能力

良好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职业发展潜力

72、以下对您个人职业的发展前景的描述，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 表

示程度非常低-->程度非常高

题项 1 2 3 4 5

您所获得的该学术学位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您再次选择本学术学位就读的可能性

您即将从事的工作与所学学术学位相关度

您即将从事的工作与您期望寻求的职业匹配度

您即将从事的工作收入接近你的期望值情况

您即将从事的工作对您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73、为了规范学术学位名称，请确定您的学术学位名称

（1）哲学硕士 （2）经济学硕士（3）法学硕士（4）教育学硕士（5）文学硕士

（6）历史学硕士 （7）理学硕士 （8）工学硕士（9）农学硕士 （10）医学硕士

（11）军事学硕士（12）管理学硕士（13）艺术学硕士

74、您的毕业成果（论文、设计、报告、产品等）的实际应用情况如何？

（1）学术成果创新性不强,不适合实践应用

（2）学术成果创新性不强,有一定实践应用价值

（3）学术成果具有一定创新性,有一定实践应用价值

（4）学术成果具有一定创新性,且较好的实践应用价值

（5）具有较高的创新性成果,基于未来的应用价值

75、您硕士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如何？

（1）未发表过论文 （2）在普通期刊发表过论文，1-2 篇

（3）在普通期刊发表过论文，3篇及以上

（4）在（SCI、SSCI、CSSCI）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1-2 篇

（5）在（SCI、SSCI、CSSCI）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3篇及以上



76、您在本专业的学习成绩排名为：

（1）专业前 10%（含） （2）专业前 10%-20%（含）

（3）专业前 20%-50%（含） （4）专业后 50%

77、您在本专业的综合成绩排名为：

（1）专业前 10%（含） （2）专业前 10%-20%（含）

（3）专业前 20%-50%（含） （4）专业后 50%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持续改进和健康发展急需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如果您愿意继续接

受本课题组的跟踪调研，期待您留下电子邮箱，以便我们及时与您取得联系，向您咨询，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 QQ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