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报告 

1.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铁路是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 2015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

营里程已达 1.9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预计到 2020 年，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

程将达到 3 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大发展，

需要持续创新。 

铁路是北京交通大学传统优势学科。北京交通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

紧密对接铁路重大工程需求，不断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开展核心关键技术研

究，探索和实践创新驱动的工程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不仅具有丰富

的理论知识，深厚的研究实力，而且了解国情和路情，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

力，作风优良，愿意扎根铁路基层，圆梦高铁，在铁路伟大事业中实现个人

梦想的工程型创新人才。 

主要解决人才培养中的以下问题： 

（1）如何对接铁路发展重大需求，培养通晓铁路路情，具有较高理论水

平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工程型创新人才；  

（2）如何依托高水平科研和工程项目，提高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3）如何传承铁路优良传统，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不畏艰苦、

甘于奉献、勇于担当、扎根基层”的优良作风。 

2.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北京交通大学面向铁路重大工程需求，不断探索和实践工程型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1）对接铁路大发展，完善研究生培养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工程型创新

人才培养特区 

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我校主持的“探索行业高校产学联合培



养人才的模式和机制”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3+1+2”、“3+3+3”、

复合型人才试点班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3+1+2”模式即学生在本科 3

年级与企业签订意向性协议后获得推免资格，由校企联合完成本科最后 1 年

培养，2 年研究生阶段继续实施双导师培养，其中 1 年到企业实习，毕业后

到企业工作。“3+3+3”模式则由 3 年本科、3 年硕士和 3 年博士构成，其中硕

士期间必须去企业工程实践半年以上，博士期间必须去国外高校访问交流半

年以上，通过“校内、企业、国外”三位一体的联合培养方式，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工程型拔尖创新人才。 

建立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我校轨道交通安全 2011协同创新中心、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轨道交通运行控制系统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等国家级学科平台，集合了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安全科学

与工程等多个国家重点学科，承担了大量国家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研究实

力雄厚，实验条件优越。我校基于上述国家级学科平台，建立工程型创新人

才培养特区。培养特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开设课程、确定博士生招生名额

和研究生出国规模，形成了以重大工程需求为目标，以前沿科学问题为牵引，

以科研实践和工程实践为途径，多学科教授协同指导的人才培养方式。 

创新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学校设立“圆梦高铁”专项奖学金，给予参与

铁路领域创新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博连读生 1 万元/年奖励；国家奖学金（硕士

生 2 万/年，博士生 3 万/年）向参与铁路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的研究生倾斜；

每年资助约 300 位研究生出国进行学术交流；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给予优

秀硕士生和博士生最高 5 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我校每年还拿出 100 多万元

奖励发表高水平论文研究生。通过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研究生的积极

性，激励研究生潜心研究，不断夯实理论基础，开展铁路核心关键技术研究，

投身高速铁路技术创新。 

（2）依托国家级学科平台，推进科教融合和国际合作，提升研究生理论



水平和创新能力 

科教融合。我校依托 44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实验平台，近 10 年投资超

过 1 亿元，并采用与企业联合共建的方式，不懈探索科研、学科、人才相融

合的实验平台建设机制和模式，建设了一批具有鲜明铁路行业特色、对接铁

路高端装备水平的高水平科教融合型实验平台，将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源转化

为人才培养优势，提升研究生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 

国际合作。我校分别与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高速铁路领域著名高校

强强合作，协同共建了“中美高速铁路安全服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中英

高速铁路研究中心”、“中俄高速铁路研究中心”和“中俄交通学院”。与美国

UCLA、南加州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等 50 多所国

际著名高校开展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和人才联合培养，设置相关课程的学分互

认机制, 资助研究生赴国外高校进行学习和合作研究，聘请国外专家学者来

校进行前沿讲座和开设短期课程。通过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提升了研究生的

理论水平，培养了创新意识，拓展了国际视野，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我校还

积极培养留学研究生，近五年为巴基斯坦等国培养了 148 名铁路专业研究生，

有力支持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3）基于国家重大科研与工程项目，促进校企联合，培养“高起点、宽视野、

强实践”的工程型创新人才 

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与重大工程项目。我校积极组织研究生参与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863、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数十项国家重大科

研项目，和京津城际、京沪、武广、郑西、石太、大西等 20 余条高速铁路，

以及青藏高原铁路和大秦重载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鼓励研究生选择重

大科研与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前沿技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作为研究方向。

研究生通过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与重大工程项目，提升了研究起点，拓宽了研

究视野，增强了工程实践能力，在 CTCS-3 级列控系统、铁路数字移动通信



（GSM-R）、高速铁路服役状态监测与安全预警、高速铁路运行组织等领域做

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国家科技进步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一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积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 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深化校企合作, 构建企业和学

校之间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建设联合培养基地。我校与中车、长客、铁科院等铁路行业重要企业建立

了联合培养基地，在平台建设、技术培训、合作研究、实习实践、校企双导

师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联合编写研究生教材。学校组织具有丰富应用和产业经验的教师和铁路行

业专家联合出版了 100 多部专著，其中大多数不仅成为我校研究生的教材，

而且在铁路行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校企合作确定培养内容。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第一线，对产业发展需求最

为了解。学校邀请铁路行业专家共同商议研究生培养方案，了解用人单位对

研究生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和

教学内容，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用人单位满意的人才。 

校企人员双向流动。聘请 600 多位企业专家来校开设短期课程和讲座，担

任客座教授和兼职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鼓励教师赴企业进行实践锻炼，

通过在企业的锻炼，加深与产业发展的了解，建立长期联系与合作，为合作

开展研究生培养奠定基础。 

（4）传承铁路优良传统与作风，发挥教师先锋模范作用，在铁路重大工

程现场历练和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圆梦高铁 

铁路属于艰苦和危险行业，风餐露宿，战风斗雪是铁路人家常便饭，“高

度集中、大联动机、半军事化管理”是铁路行业管理模式。我校积极传承铁



路优良传统与作风，鼓励研究生扎根铁路基层和工程现场，实现个人梦想与

高速铁路伟大事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结合。 

学习铁路发展史，树立远大理想。研究生入学伊始，我校就组织参观校

史馆和交通运输设备教学馆，了解中国铁路百年发展史。通过今昔对比，看

铁路的发展，了解铁路前辈的光辉业绩和背后辛勤付出。学校还组织研究生

赴铁路工程现场参观和实践，让研究生实地感受高速铁路带来的巨大便利。

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发挥教师榜样作用。言教不如身教，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必须首先做

到。一个敢打硬仗作风优良导师队伍，是研究生思想与作风建设的基础。我

校教师以铁路发展为己任，无论是海拔近 5000 米的青藏高原，还是骄阳似火

的武广高速铁路，只要有需要，打起背包就出发，奋战在铁路一线。 

在工程现场历练优良作风。研究生参与铁路重大工程建设，在工程一线，

与铁路技术人员一起摸爬滚打，同甘苦，共奋斗，零距离感受铁路人的奉献

精神，历练优良作风。通过多年培养，在研究生中形成了“讲责任、干事业、

比奉献”的良好氛围，并一代一代传承和不断发展。 

3. 创新点 

（1）构建了对接铁路重大工程需求、依托国家级学科平台、多学科交融、

多种培养方式并举、强化激励的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特区 

以高速铁路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依托国家级学科平台雄厚的科研实力，

实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建立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根据培养目标，采

用科研实践和工程实践相结合方式，灵活设置培养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和企业资源，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2）实现了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与铁路行业需求、培养内容与铁

路技术特点、实验平台与铁路高端装备水平”的三个对接 

培养铁路行业需要的人才，研究生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符合铁路技术发



展总体战略，建立实验平台与铁路工程现场装备水平实现对接，实现人才培

养与铁路行业需求的无缝衔接。 

（3）建立了研究生业务能力与优良作风两结合的综合素质培养机制 

在提升研究生业务能力的同时，注重优良作风的同步培养，传承铁路优

良传统与作风，为研究生理顺国家与个人，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

激发研究生的时代使命感，树立远大理想，在高速铁路的伟大事业中实现个

人梦想。 

4. 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经过多年建设，学校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一批

标志性成果。 

（1）学科水平稳步提高 

我校铁路行业相关学科实力稳步提高。在 2012 年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交

通运输工程排名第 3、信息与通信工程排名第 8、安全科学与工程排名第 8。

2016 年，工程学入选 ESI 全球前 3‰学科，在 US News 世界大学工程学科排

行榜中排名第 160 位，计算机科学入选前全球前 1%学科；电子与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入选全球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300 强，计算机科学入选 400 强。 

（2）培养效果显著 

对接铁路行业发展。我校研究生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数十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京津城际、京沪、

武广、郑西、石太、大西等 20 余条高速铁路，以及青藏高原铁路和大秦重载

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在 CTCS-3 级列控系统、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铁

路服役状态监测与安全预警、铁路运输组织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研究成果在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维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十

大科技进展、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一大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就业竞争力优势凸显。依托创新人才培养特区，为铁路行业培养了数千名



研究生，广泛工作在铁路局、铁科院、通号院、铁路设计院、铁路企业等单

位。我校毕业生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工程实践经验，优良的作风，得到了

铁路行业用人单位的良好反馈，其中一些毕业生已经成为行业领军人才。 

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我校研究生积极对接铁路发展，开展创新创业。

毕业研究生创办高科技企业-北京六捷科技有限公司，已发展到近百人，研发

的铁路移动通信测试与测量设备，市场占用率达到 60%。 

（3）建成一批校企联合培养基地 

建成了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7 个、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 101 个、科

研创新创业平台 1 个以及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 12 个。与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建设的“轨道交通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获评首批“全国示范

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4）坚持国际合作人才培养，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国际合作与交流。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共建的“中美高速铁路安全服

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与英国伯明翰大学联合成立的“中英高速铁路研究中心”，

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共建的“中俄交通学院”，与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和

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共建的“中俄高速铁路研究中心”被纳入中美、中英、中俄三

大人文交流机制。2015 年 6-9 月，组织的“无线丝绸之路”大型学术交流系列活

动，邀请了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 42 位教授（其中院

士 3 人、IEEE Fellow 8 人）举办了 43 场学术报告和 3 门短期课程，参与研究

生超过 2000 人次。 

培养留学研究生。 近 5 年，我校为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蒙古、沙特阿拉伯、越南等国培养了 148 名铁路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支持了“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 

国际影响力提升。我校研究生在高速铁路领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广泛

关注和认可，30 多篇论文获得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多名研究生已经具有一



定的国际影响力。 

参与国际铁路工程建设。我校研究生毕业后参与了中泰铁路、印度高速铁

路、印度尼西亚高速铁路、土耳其安伊高速铁路、沙特朝圣高速铁路、巴西

奥运会高速铁路等国家铁路工程建设，有力地支持了“一带一路”和“高铁走出

去”国家战略。 

（5）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研究生以铁路发展为己任，积极投身铁路重大工程建设，在我国几乎所有的高

速铁路工程中都能见到我校毕业生的身影。每年有 100 多名研究生毕业前往中西部

地区，扎根铁路基层，服务边疆建设。 

（6）辐射示范作用明显 

我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实践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

国教育报》、《人民铁道报》等媒体都专题报道了我校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的

成果，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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