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级030301社会学博士培养方案
所属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位类别 学术学位 学制 4

最低总学分 25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4

专业课最低学分 19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11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博士点主要培养能够掌握社会学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专有领域的研究技能，熟练掌握一至两门外国
语，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恪守学术道德，有社会责任感和
团队合作精神，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大任的领导人才。
2.知识结构：掌握社会学专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能适应知
识的更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基本能力：掌握社会学专业的研究方法，能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
交流的能力。具备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能力，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研讨，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

培养方向：

社会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参加系里学术讲座15次，每次1000字报告；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汇报1次；共计2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资格考试和专业考试后可以着手准备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答辩委员会即该生的博士论文导师组。在答辩前，学生需
要向导师组提交详细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即开题报告）。答辩中学生需要介绍研究计划并回答问题。导师组决定学生是否通
过答辩。通过了开题答辩，学生即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进入调查与论文写作阶段。

中期考核(检查)：

主要形式为资格考试。在第一学年夏学期末，社会学系对普博生进行资格考试。由系中期考核领导小组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出
题，主要考察学生专业学位课必修课程情况和研究能力。考试结果分为优秀、合格、暂缓通过、不合格四级。优秀比例不超过
20%。合格分数线为70分，暂缓通过线为60分。暂缓通过的学生在第三学年冬学期末有一次重考机会。考试评级为不合格、以
及重考未通过合格分数线的学生，应作退学处理。

预答辩(预审)：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应在完成开题答辩十二个月之后。申请本季度论文送审的博士生务必在本季度论文送审材料提交日前
10个工作日完成预答辩。博士生应提前将学位论文初稿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以上，将预答辩信息公告发至研究
生管理办公室邮箱，由社会学系予以挂网公告。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由导师组和另外两名教师（本系一名、外系或外校相关专业教师一名）共同组成正式的论文答辩委员会
。每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时间通常不得少于两小时，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该生的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社会学一级学科申请博士学位的博士生，须在学校规定的一级刊物上发表
（含网络在线发表）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社科学部或社会学学科规定的可替代性要求详见《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修订）》。

质量保证体系：



请根据实际列出相关制度保障措施：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培养环节管理实施细则、教学管理细则、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践教学管理及考评办法，及其他质量保证举措等。
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保障主要依托以下相关制度：   
1、资格考试、专业考试规定请参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资格考试实施细则》（试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专业考试实施
细则》（试行）；              
2、中期考核相关要求请参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中期考核实施细则》                                                                      
3、开题报告相关要求请参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开题报告实施细则》；                                                             
4、博士生论文发表要求请参见：《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修订）》的通知；                       
5、学术学位博士生（除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求请参见：《浙江大学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备注：

每学年社会学系在青年学者中选定三名教师组成“研究生临时指导教师组”。该小组在新生入学后与他们分别单独谈话，了解
该生的本科背景和研究兴趣，介绍本系课程体系，对研究生的选课提出具体建议。研究生指导教师组在第一、二学年或确定正
式导师组之前负责基础的指导工作。研究生在每学年结束时需要写学习计划、学术进度报告，经指导教师组签字，存档系秘书
处。学生的学习计划、休学、出国交换等须征得指导教师组组长的签字同意。学生在通过专业考试后自己组织博士论文导师组
。导师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需要至少一名正教授为成员），请一位成员担任导师组组长。导师组共同承担对该生博士论文的
指导责任。导师组名单报系里备案，经系主任审核通过。在学习期间，学生或导师组均可向系学术委员会申请调整指导关系，
学生可以变更导师组。原则上，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完成后，学生不得再更换导师组组长。学生与导师组组长商议后可以变更
导师组的其他成员。

平台课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2202001 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 1 16
春、夏、秋
、冬

方向课程

社会学

研究内容：

社会学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专业学位课 2221230 经典社会理论 2 32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2221229 社会科学方法论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2212329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 2 32 春、夏
方法课程群必选一门，其
余列为选修课 



选修 专业学位课 2223440 民族志与田野工作方法 2 32 夏
方法课程群必选一门，其
余列为选修课

选修 专业学位课 2223219 社会调查方法 2 32 秋
方法课程群必选一门，其
余列为选修课 

必修 专业学位课 2221231 现当代社会理论 2 32 春  

选修 专业学位课 2223447 抽样调查方法与实务 2 32 夏
方法课程群必选一门，其
余列为选修课

选修 专业学位课 2223451 经验研究设计 2 32 夏
方法课程群必选一门，其
余列为选修课 

必修 专业学位课 2223441 社会统计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3 历史社会学 2 32 秋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5 社会记忆研究 2 32 冬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1384 当代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 2 32 秋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1383 社会与政治理论专题研究 2 32 冬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2 政治经济分析 2 32 秋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8 组织社会学 2 32 春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55 城市人类学 2 32 春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1310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2 32 冬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3334 社区社会管理研究 2 32 春、冬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008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32 冬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9 工作社会学 2 32 春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1232 经济社会学 2 32 秋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50 移民问题专题研究 2 32 春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4 政治社会学 2 32 秋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393 产权社会学 2 32 春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52 理解政治 2 32 冬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46 国家建构 2 32 冬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1101 政治文化研究 2 32 夏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100 东亚政治与社会研究 2 32 夏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2120
中国当代基层社会与政治研
究

2 32 夏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1233 社会问题研究 2 32 冬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3387 社会与政治专业外语 2 32 夏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39 人类学理论 2 32 夏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3441 移民社会学 2 32 夏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2123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2 32 春 政治与治理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222 文化社会学专题 2 32 冬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53 发展社会学 2 32 冬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33 帝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2 32 秋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392 宗教社会学 2 32 秋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3439 中国族群关系研究专题 2 32 夏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13440 族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2 32 春 历史与社会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391 农业社会学专题研究 2 32 夏、冬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3438 学术英语 2 32 夏 经济与组织模块

选修 专业选修课 2221385 中国治理体制研究 2 32 夏 政治与治理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