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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届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授位情况分析 

 

一、博士招生授位情况 

表一：2014-2020 年各学院博士生招生情况 

➢ 3 个一级学科点、7 个学院、7 年来共招收 157 人。 

➢ 培养年限：3-6 年 

➢ 第一届学生已达最长学习年限 

表二：2017-2020 届各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及授位情况 

➢ 目前所以毕业的都授位了，所以合成一张表，数据把今天授位的两名学

生计入。 

➢ 2017 届（第一届）：9 名学生，目前有 1 名未毕业； 

➢ 2018 届：毕业率 50%——明年达最长学习年限，有 6 人需要完成学业； 

➢ 2019 届：毕业率 22.2%； 

➢ 2020 届：25 人，仅 1 人毕业。 

➢ 目前毕业的 19 人中，仅有 4 名是三年按期毕业 

➢ 按学院比较，林学院学生毕业率最高，园林园艺学院最低 

➢ 会后，研究生院将对超期未毕业的学生本人、导师、学院发出预警通知 

表三：2017-2020 届各一级学科点博士研究生毕业及授位情况 

➢ 按一级学科比较，林业工程最高，林学次之，风景园林学最低 

表四：2017-2020 届各二级学科点博士研究生毕业及授位情况 

➢ 按二级学科比较，林木遗传育种最高，森林工程次之……风景园林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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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硕士招生毕业授位情况 

数据选取：选用 2017-2020 届毕业生数据做分析。 

原因： 

➢ 2017 年招收第一届非全日制学生，2019 年有第一届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毕业生，2020 年有第一届非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毕业生； 

➢ 2020 年是第一届按 2018 年文件对学位发表论文按新要求审核授位条件

的第一年； 

➢ 2017 届、2018 年作为参照 

注意： 

各届学生的毕业率和授位率均是统计到当年的 6 月，也就是统计学生的

按期毕业率和授位率。今年除外，因受疫情影响，今天通过的学生也加进去

算按期毕业统计了。 

 

表五、表六：2017-2020 届各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率/授位率分年度一览表 

按年度纵向比较： 

1. 2017、2018 届，全部为全日制学生，毕业授位率比较稳定，毕业率分别

为 93.8%和 94.5%，稳中有升，授位率与毕业率相差不大，分别为 93.4%和

94.5%，2017 届拿毕业证的 252 人中只有 2 人没有拿到毕业证，2018 届

学生则是所有拿毕业证的学生都获得了学位证。 

2. 2019 届毕业生中有 241 名非全日制专硕毕业生，毕业率降至 81.7%（下

降了 12.8 个点），授位率同比降至 81%。 

3. 2020 届毕业生包含 65 名非全日制学硕及 181 名专硕，毕业率和授位率

分别为 83.8%和 80.4%，毕业率提高了 2.1 个点，但授位率下降了 0.6 个

点，在获毕业证的 650 人中 26 人未获学位证。考虑与学硕“农”、“工”、

“理”学对授位条件的提高有关系，但影响有多大？是不是像学生和部分

老师认为的那样大，可以从数据上看。 

按学院横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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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两个学院四届毕业生 100%毕业、100%授位，分别是化学工程学院和会

计学院，当然材料也很好，毕业授位都是 99%。 

5. 考虑到人数和学生类别的丰富程度，机械与交通学院以及经济管理学院

也非常厉害，毕业生人数一个是 156，一个是 227，毕业授位率都很高。 

6. 两个人数最多的学院，林学院有 451 名毕业生，园林园艺学院有 635 名

毕业生，管理和培养的难度都比较大，所以整体学生毕业授位率排名都

不靠前。 

7. 表六中地理学院 2020 年授位率仅为 46.7%，比上年（84.2%）低 38 个点，

土木为 66.7%，比上年（88.9%）低 22 个点，这两个学院似乎是受影响最

大的。 

8. 两个表中可以看到，前几年未按时毕业的学生不多，逐年在消化减少。

目前全校未毕业研究生还有 198 名，今年的居多（126 人未毕业、152 人

未获学位），任务艰巨。 

表七、表八：2017-2020 届各学院各类别硕士研究生毕业率/授位率一览表 

这两个表把全日制学硕、专硕、非全学硕、专硕四类分开进行比较，可以看

出不同类型及不同培养方式的学生毕业授位情况。 

1. 整体来说，全日制不管是学硕还是专硕，毕业授位率都远高于非全日制，

相差近 30 多个百分点：91.9%、93.9➔66%、60.8%；89.6%、93.7%➔54%、

60.8% 

2. 几个非全日制招生比较多的学院，如林学院 86 人，园林园艺学院 133

人，整体的毕业授位率都受到影响；但经济管理学院，招收非全专硕 66

人，其中 56 人按期毕业，也许可能和学科有关，但总的来说，还是很不

容易的。 

表九、表十：2017-2020 届各学院各类别硕士研究生毕业率/授位率年度一览表 

这两个表把学硕、专硕、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均按年度进行纵向比较，主要是

提供给各学院拿下去分析各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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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的学院某一类别学生毕业授位率持续走低，有的学院 2020 年学硕授

位率比上一年低 20 多个点，这就需要学院去分析原因所在，是政策调整的原因，

还是培养过程的原因，然后寻求解决办法。 

表十一：2017-2020 届各一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毕业率/授位率一览表 

1. 非专业学位，也就是学硕，近四年有 1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有毕业生（其

中机械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我们只有二级点） 

2. 专业学位研究生，近四年有 6 个一级点有毕业生 

先看学硕： 

3. 排最前面的是农林经济管理和工商管理，毕业授位率分别为 100%和 98.1%，

这两个一级点都是管理类 

4. 然后是两个工科：机械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接下来是园艺学，再到设计

学、林业工程、生物学，前 8 个都毕业授位率都是超过 90%的 

5. 然后有三个在 80%-90%之间，最后两个的授位率甚至低于 80%； 

从表上来看，排前面的五个一级学科点都未招收非全日制学生，招收非

全学生最多的学科排名受影响最大，地理学有 18个非全学硕，毕业率 44.4%，

授位率 16.7%。但也有特殊的，比如设计学，招收的非全学硕排第二，有 15

人，但其毕业授位率均为 86.7%。 

再看专硕： 

6. 林业工程和资产评估无非全学生，毕业授位率均为 100%； 

7. 专硕中招收的非全学生毕业授位率明显低于学硕； 

8. 排倒数两位的两个学科点最为明显：林业非全毕业生授位率仅为 40.9%，

比全日制低 51 个点；风景园林非全毕业生授位率仅为 52%，比全日制低

40 个点。 

表十二：2017-2020 届各二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毕业率/授位率一览表 

列出了学硕和专硕所有二级学科点的全日制、非全日制学生毕业授位情

况，供各学科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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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思考 

1. 2018 年学位发表论文标准问题 

➢ 确实对授位率有影响，之前获毕业证的学生中仅有个位数学生不能

授位，今年有 26 名。 

➢ 影响面有多大：与前一年授位率比，有 2 个学院没有影响，有 6 个

学院降幅在 5%以内；有四个学院降幅较大，在 15%以上；有 5 个学

院不降反升。 

2. “扣发学位证问题”（上次录用通知上会人数） 

➢ 如不上会，导至更多学生无法按期授位 

➢ 如上会，学生会想各种办法来拿证 

3. 非全日制学生的分配问题 

➢ 分配时向管理、艺术等倾斜 

➢ 理工科，特别是全日制学生也反映难发高质量文章的学科慎重招生 

4. 近两年未按时毕业授位的学生比例接近 20%，远超前几年的数字，2017、

2018 年招收的非全学生大多非定向就业的，从 2020 年起限制定向在职

人员报考，后面这个问题会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