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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群体是我国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知识创新的主要力量,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托,是国

家科研竞争实力的核心构成.同时,这一群体也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最易忽视的群体.焦虑心理是当前高

校博士生群体常见的负性情绪状态,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便利抽样与标准抽样相结合选取２８
名在校博士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编码分析发现毕业因素、就业因素、婚恋因素和认知因素是博士生焦虑心理

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模型,为进一步探讨博士生心理健康

教育对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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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在校博士生人数已达到１５０余万人,
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

家.[１]博士生群体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占领世界知识经济制高点的重

要支撑力量.相对于高校中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群

体,博士生群体社会阅历更加丰富,自我定位高、成
就动机强,整体有着更好的心理成熟度和自我认知.
伴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对博士生培养质量需

求不断提升,博士生在学习、科研、就业、经济生活等

多方面的压力徒增.近年来,高校博士生因心理问

题导致的恶性危机事件频现报端,２００９年,武汉大

学博士杨志高因博士论文无法通过、压力过大,在家

中自杀;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张东文服毒自

杀,其生前在博文中写道:“精力耗竭,工作不能胜

任,压力无处不在”.相关研究发现,博士生心理问

题的检出率为３９．３％,博士生在强迫、焦虑、精神病

性等方面总均分上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其中焦虑因

子的阳性症状百分比为１８．８％.[２]博士生群体的心

理健康状况亟待关注.
长期以来,博士生群体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最

易忽视的群体,面向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对博士生群体缺乏针对性.博士生群体年

龄跨度大、培养方式多样、专业性强、日常交往空间

有限等特点,也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发挥.
本研究前期,笔者对北京某高校１１３０名博士生的分

层抽样调查发现,不同情绪状态的博士生在“学习现

状”“科研成果”方面的差异显著(P＝０),存在“焦
虑”“抑郁”等情绪的博士生,普遍伴有失眠、身体状

况不佳等躯体症状,进而导致其学术科研困难、人际

紧张等,阻碍了学生个体社会功能的良性运转,学习

满意度和科研成果产出明显低于正常情绪的博士

生.可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博士生的学习发

展和科研产出有着重要影响,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意义重大.
因此,本研究拟在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

上,以在校博士生最为常见的焦虑心理为切入点,从



微观层面探析博士生焦虑心理状况,梳理、归纳博士

生焦虑心理的影响因素,为博士生培养管理工作提

供对策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论及的博士

生焦虑心理是个体在外界环境影响作用下产生的焦

虑情绪体验,从性质上属于一般心理应激,而非精神

医学所诊断的焦虑症(即焦虑神经症).这一区别,
对于本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实践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研究方法是美国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BarneyGlaser和哥伦比亚大

学社会学者 AnselmStrauss于１９６７年首次提出,
是定性研究中较为科学的一种方法.[３]扎根理论的

研究方法是一项由人的经验开始、又回归人的经验

的探索过程,它植根于系统收集技术和分析资料之

中.研究者从实际观察入手,通过深入情境的研究

收集数据和资料,通过对数据间的不断比较,进行抽

象化、概念化的思考和分析,从数据资料中归纳提炼

出概念和范畴,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

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４]考虑到本研究的内容具

有“情境性”和“敏感性”的特点,故选用扎根理论的

方法,以求更深入细致地阐释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实

际状况及影响因素.
深度访谈是经典扎根理论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陈向明认为,通过言语交流,个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不
同的个体之间可以达到一定的相互“理解”,通过提问

和交谈,人可以超越自己,接近主体之间视域的融合,
构建出新的、对双方都有意义的社会现实.[５]本研究

使用开放性问题,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过程中鼓

励来访者讲述内心真实想法,笔者全程保持参与者的

姿态,避免先入为主的引导和提示.为保证不遗漏重

要信息,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访谈过程进行了全程录

音,为数据分析提供了真实的原始数据.
(二)研究对象

通过便利抽样与标准抽样相结合,本研究选取

北京某高校２８名博士作为访谈样本.受访者具体

情况如下:性别方面,男生１５名,女生１３名;年龄方

面,２５岁以下博士生３名,２６Ｇ２８岁博士生１４名,

２９Ｇ３２岁博士生６名,３３Ｇ３５岁博士生２名,３６岁及

以上博士生３名;年级方面,一、二、八年级博士生各

２名,二、四、五、六年级博士生各４名,三年级博士

生６名;学科背景方面,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生９名,
理科博士生５名,工科博士生１４名;培养方式,全日

制博士生１９名,非全日制博士生９名;婚恋方面,已
婚５人,未婚２３人.样本编号按照受访时间先后排

列,分别从０１到２８.
(三)研究工具

１．访谈提纲

笔者结合已有文献研究,自行编制了半结构式

访谈提纲.访谈所要考察的主要内容如下:①受访

对象焦虑心理的存在状况及评价.问题有:你是否

感到过焦虑? 如何评价焦虑给你日常学习生活带来

的影响? ②受访对象焦虑心理的影响因素,以及这

些因素带来的影响.问题有:学习科研中哪些问题

让你感到焦虑? 是否担心自己的毕业? 对自己的研

究方向是否有兴趣? 是否担心过自己的就业问题?
感情状态是怎么样的? 通过攻读博士能否实现你读

博的初衷? 每个样本的访谈时间约为１小时.

２．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计算机辅助质性分析软件 NVivo８．
０作为编码和分析的工具.NVivo８．０软件由澳大

利亚的QSR公司于十几年前推出,是当前使用最为

频繁的计算机辅助质性分析软件,能对多种资料形

式(如文本、影音、图片和图像)进行处理的功能强大

的软件,旨在将定性数据尽可能量化地进行处理.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１．访谈数据整理

首先对２８个受访样本的基本资料(姓名、年龄、
年级、学科专业、婚恋状况等),以及笔者的访谈笔记

(采访时间、地点,被访者态度,访谈细节记录等)进
行整理.在此基础上,对样本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对
于访谈中出现的与研究无关的内容进行剔除,对被

访者的“回答”进行初步筛选,对２２个受访样本的有

效访谈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的贴标签,另外６个受

访样本的资料留作检验理论饱和度.

２．数据编码过程

(１)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opencoding)将所获得的数据记录

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

映数据内容,并把数据记录以及抽样出来的概念打

破、揉碎并重新综合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指认现象、
界定概念、发现范畴.[６]经过多次整理分析,本研究

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１１６个概念和２０个范畴,表１
显示了开放编码形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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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数据编码的阶段

编号 范畴 概念

１ 科研工作量 ９７３/８６３课题、担任多个项目、熬夜、出差、赶结题

２ 课题进展情况 课题进展缓慢、实验失败、研究成果周期长

３ 开题、答辩 延期开题、延长学习年限、二次答辩、盲审

４ 科研能力 文献检索能力、动手能力、研究兴趣、创新能力、专业基础知识、科研主动性

５ 论文发表 SCI、CSSCI、投稿被拒、论文发表周期长、毕业标准、学术诚信、导师修改

６ 师生关系 融洽、失望、惧怕、冷漠、一般、影响毕业、科研受阻、感恩、精神支持

７ 导师指导满意度 指导周期、指导内容、指导范围、指导态度

８ 就业地点 北上广、编制、户口、落户积分、落户限制、教育资源

９ 薪资待遇 满意、失望、落差、房价、生活成本、学费

１０ 求职优势 专业热门、学历高、专业性强、名牌高校、科研经验丰富、男生、实习经验

１１ 求职劣势 女生、第一学历歧视、应届生、缺乏工作经验、专业

１２ 求职单位 高校、研究所、公司、公务员、政府机关、博士后、出国

１３ 求职行为 面试、投简历、实习、导师推荐

１４ 婚恋经历 初恋、女朋友、男朋友、失恋、结婚、相亲、结婚、离婚

１５ 婚恋需求 精神伴侣、生理需要、家长催促、年龄、物质基础

１６ 婚恋标准 博士、顾家、性格、人品、经济条件、学历情况、志同道合、价值观

１７ 思维方式 积极、进取、正面思维、直面困难、悲观、消极

１８ 家庭状况 经济困难、无经济压力、下岗、退休、供养弟弟妹妹、父母生病

１９ 读博目的 求职机会、留京、提升能力、科研兴趣、情感、父母期望

２０ 读博感受 后悔、不后悔、实现目标、失望

　　(２)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axialcoding)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

建立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

之间的有机关联[７].通过聚类分析,把开放式编码

阶段所发现的范畴有机地关联起来,逐步确定其间

的类属关系,在此基础上第二次编码,发展出主范畴

和副范畴.此处,共得到四个主范畴,分别是毕业因

素、就业因素、婚恋因素和认知因素.各主范畴的内

在关系见表２.

表２　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数据编码的阶段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的内涵

毕业因素

科研任务 博士生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课题等,包括文献、调查、工程调试等

毕业条件 学校要求博士研究生毕业所需达到的条件,如学分要求和发表论文条件

导师指导 导师对博士让给予的学业、科研、能力培养、思想发展等方面的指导

就业因素

就业取向 对就业地域、求职单位类型、工作性质、薪资待遇的选择意向

就业资本 包括专业能力、学历层次、综合素质和个人社会资本,如专业热门程度等

就业行为 为获得工作岗位所付诸的投简历、笔试、面试、实习等行为

婚恋因素

婚恋状态 博士生恋爱、婚姻的现实状况

择偶标准 个体对恋爱、配偶选择的主观评价标准,如学历、人品、外貌等

婚恋观念 个体对爱情和婚姻的认知理解和基本看法

认知因素

个性特点 一个人相对稳定的思想和情绪方式,常见分类为内向和外向

考博动机 考博的出发点和驱动力,如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为了增强能力等

价值观念 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

　　(３)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SelectiveCoding)是通过第三次编

码选择核心范畴,厘清诸多概念类属及其内在联系,
从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选择“核心类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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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编码上面.深

入分析１２个主轴编码,发现毕业因素、就业因素、婚
恋因素和认知因素是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直接影

响因素,它们各自关联着其他若干因素,共同影响着

博士生的心理状态.
(４)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对理论饱和度进行检验时,利用６个受

访样本的有效数据检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证

明,各范畴已经发展完善,对于影响在校博士生焦虑

心理的４个主范畴(毕业因素、就业因素、婚恋因素、
认知因素),没有再发现新的范畴,而且范畴内部也

没有发现新的初始概念.因此,研究认为通过扎根

理论方法得到的“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模

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探析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

响因素,运用扎根理论从访谈资料的１１６个概念中

抽取２０个基本范畴,进而凝练出１２个副范畴(科研

任务、毕业条件、导师指导、就业取向、就业资本、就
业行为、婚恋状态、择偶标准、婚恋观念、考博动机、
个性特点、价值观念)和４个核心范畴(毕业因素、就
业因素、婚恋因素、认知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模型,见图１.研

究发现,毕业因素、就业因素、婚恋因素和认知因素

对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各影响因

素之间相互并不孤立,从受访者体验来看,当多个影

响因素叠加作用时,他们的焦虑心理体验增长明显.

图１　在校博士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模型

(一)毕业因素

毕业因素被多数受访博士生评价为“引发自己

焦虑心理的最主要因素”,集中表现在毕业条件、科
研任务和导师指导三个方面.毕业条件方面,２８名

受访博士生在读博初期对读博年限的心理预期平均

为４．３２年,而其中４６．４％的博士生已超过预期年

限.学术论文发表成为影响博士生读博年限的重要

因素,也是博士生毕业焦虑的主因.当前各高校明

确要求博士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发表相当数量

和质量的学术论文,随着博士生人才培养标准的不

断提升.访谈发现,当学校毕业发表论文数量要求

达到３篇以上时,博士生存在明显的焦虑感(P＝
０).在科研任务方面,未发现科研任务强度对博士

生焦虑心理的明显影响,２８．６％的受访博士表示,当
科研项目与其研究论文缺乏关联导致自身论文工作

时间得不到保障时,会产生焦虑情绪.同时,４名受

访博士表示,部分导师将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

他们能否顺利开题和毕业的基础条件,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他们的科研积极性,让他们感到被动、焦虑、
压抑.在导师指导方面,受访博士生均认为导师指

导决定着他们的毕业进度和科研产出,导师的指导

频率、指导方式、指导内容都对他们产生影响.不同

师生关系的博士生焦虑心理体验差异显著,与导师

关系紧张的５名博士生相比较其他受访者存在更明

显的焦虑、无助体验.
(二)就业因素

影响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就业因素表现在就业取

向、就业资本、就业行为三个方面.对于就业取向,

７１．４％的博士生选择“高校或科研机构”,７８．６％的

博士生首选的就业地点为北京、上海,落户的不确定

性是博士生就业焦虑的主因.在就业资本方面,不
同专业、不同性别博士生的焦虑体验均表现出明显

差异,文科和部分理科专业博士生相较于工科专业

博士生表现出更明显的焦虑感,女生焦虑体验多于

男生.本科或硕士就读非重点高校的博士生存在

“第一学历歧视”的焦虑.受访博士生同时表示,面
对当前越来越多具有海外博士背景的博士求职者,
他们的就业压力聚增.在就业行为方面,全日制博

士生相较于在职博士生或有过工作经验的博士生表

现出更明显的焦虑体验,多数博士生表示因在本科

和硕士毕业时选择继续深造,他们基本上从未接受

过系统的求职能力的培训,在求职技巧和能力相对

不足,缺乏规范的简历和面试过程中的紧张表现影

响了他们对自我实力的充分表达,进而影响到他们

的求职结果.越来越多的博士生认识到,在科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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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外用人单位对博士生团队合作意识、心理健康

素质、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访谈还发现,博士生在同期处理毕业论文和求职应

聘时焦虑体验最为明显.
(三)婚恋因素

婚恋因素对未婚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影响表现在

婚恋状态、择偶标准、婚恋观念三个方面.受访博士

生中,单身者认为其婚恋状态受到“科研忙碌,闲暇

时间有限”的制约,其中“每天投入学习科研时间在

１０小时以上”的博士生中,单身者比例为６６．７％.
５３．６％的博士生认为“专业特点导致周围同学性别

单一”也是影响他们婚恋状态的主要因素.在择偶

标准方面,不同性别博士生都表示攻读博士的过程

中自己对婚恋配偶的标准有所提升,但在具体标准

的选择上存在差异,男性博士的择偶标准排序在前

五位的依次为“人品性格好”“价值观相似”“年龄小

３Ｇ５岁”“兴趣一直,有共同话题”“身高外貌”,女性

博士择偶标准排序在前五位的依次为“人品性格好”
“发展前途”“真诚体贴”“身高外貌”“经济状况”,男
博士普遍表示“不愿选择女博士作为婚恋伴侣”“对
方本科以上就可以”“希望年龄比自己小”,女生则表

示“希望对方学历与自己相当”“不希望年龄比自己

小”“不希望与自己同专业”,理工科专业和人文社科

专业的女博士均希望“对方是理工科专业”,整体来

看,单身女性博士生的婚恋焦虑显著强于男性博士,
并且随着年级升高呈现逐增趋势,其中“对生育年

龄”的焦虑是主要原因.在婚恋观方面,男女博士普

遍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６９．３％的女性博士

认为“家庭与事业同样重要”、“追求独立和事业发展

的同时也会重视经营爱情与家庭”,２３．１％的女性博

士表示“愿意为家庭放弃事业发展”.
(四)认知因素

希金斯认为自我概念包括理想自我、应该自我

和现实自我,个体对不同自我的认知差异是导致个

体焦虑的主要原因.[８]研究发现,影响在校博士生焦

虑心理的认知因素集中在博士生考博动机、个性特

点、价值观念三个方面.[９]根据考博动机的不同,受
访博士生可分为三个类型:功利型、兴趣型和迷茫

型.功利型读博动机的博士生,目的性强,希望通过

攻读博士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满足岗位晋升或评

聘职称的要求、摆脱原有生活环境或工作单位等等.
兴趣型读博动机的博士生,对读博结果没有明确预

期,读博过程中对专业研究更投入也更专注.迷茫

型读博动机的博士生,常识处于“家人和亲友希望自

己读博”“周围很多人读博,所以我也选择读博”等原

因,从访谈结果来看,迷茫型读博动机的博士生出现

焦虑心理的比例最高８５．７％.从个性特点来看,性
格外向的博士生面对读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

问题有更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焦虑体验比例较低.从价值

观念看,政治性价值观(即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价值

观)和经济性价值观(它以有效和实惠为中心的价值

观)取向的博士,为博士学位附加了太多的价值意

义,在读博过程中急功近利明显,缺乏博士生所应具

备的安静心态,在面对毕业压力时更易产生逃避情

绪和挫折体验,存在更明显的焦虑感.认为“精神富

足比物质富足更重要”的博士生心态相对平和,面对

读博过程中的挫折和困难焦虑体验相对较低.

四、讨论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在校博士生

心理焦虑问题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从微观

层面看,一个人读书至博士阶段,仍旧无法良好地调

节压力、接纳自我,顺利稳定地融入社会生活群体,
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自我价值的发挥.从宏观层面

看,在校博士生在学业、就业、婚恋和认知等方面产

生的焦虑心理,也是社会转型、社会评价标准、社会

人才需求、社会文化通过高校人才培养系统折射于

博士生群体心理的痕迹.缓解博士生焦虑心理除了

通过咨询与心理支持引导博士生有效调整认知,更
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社会与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内
容、途径、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协调与共识.如设立

“导师主导”博士生学业评判机制,建立以产学研为

基点的博士生就业链条,立足生活指导关注高校博

士生婚恋诉求,以价值观重塑为重点提升博士生认

同感,从而全面提升博士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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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人才,以提升服务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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