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期[总第４２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６

Dec．,２０１７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Ｇ１６６３(２０１７)０６Ｇ００４７Ｇ０５

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留学收益及影响因素分析

孙　伟１,赵世奎２

(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１００８７５;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７Ｇ０３
作者简介:孙伟(１９８５Ｇ),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师资博士后,管理学博士.

赵世奎(１９７４Ｇ),男,山东潍坊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博士研究生知识生产的模式与机制研究”(７１５７３０１０)

摘　要:基于某“９８５工程”高校“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学回国人员的总结材料,分析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收益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通过参与课程学习、合作研究和学术交往等学术活动,

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学习国外先进知识、提高思辨能力、增强学术规范意识、开阔学术视野和发表学术论文等

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影响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收益大小的因素包括国外课程设置情况、国外导师的

指导力度、合作交流机会的多少和留学时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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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７年,我国设立“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

研究生项目”(以下简称“高水平项目”),开始有计

划、大规模地连续选派研究生出国留学.高水平项

目实施以来,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石芳通过

对部分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深度访谈,指出留学经历

对博士生的科研能力、科研规范认识和学术职业认

同产生了帮助[１].程学竹等通过对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年度派出研究生实施问卷调查,发现联合培养

博士生在国外参与科研项目的比例为８３％,并且有

６９．７％的博士生在国外学习一年后基本完成了学位

论文或论文的核心部分[２].刘翠琼等对北京林业大

学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公派高水平留学项目的实施情

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留

学经历的总体满意度很高,认为该项目对了解学术

前沿、更新研究思路、提高外语水平、加强学术交往

能力、端正学术态度和增进科研规范有较大帮助[３].
李玉兰等对重庆大学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的高水平项

目实施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该项目促进了博

士生的论文发表、提高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学校储备了优质的师资人才[４].何峰等以北

京大学为研究对象,发现高水平项目除了有助于提

升博士生本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还有助于国

内外高校之间开展深入合作、有助于为国家培养创

新型领导人才[５].
目前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大都以学校的统计

数据和对部分博士生的问卷调查或访谈等为基础进

行实证分析,缺乏对博士生留学期间参与学术活动

的收获体会、留学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对国外先进教

育经验的调研等方面的深入分析.本文基于某“９８５
工程”高校２０１３年留学回国人员的总结材料,分析

博士生参与课程学习、合作研究和学术交往等学术

活动的情况及心得体会,讨论了学术论文、专著等科

研成果的产出情况及影响因素,总结了博士生对国



外先进教育经验的调研成果.

二、数据说明

该校２０１３年高水平项目留学回国人员中共包

含联合培养博士生５５人,其中广义理科门类(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２７人,广义文科门类(理、工、农、
医外的学科)２８人.留学国家方面,赴美国留学人

数最多,占比６３．６％;其次是日本和法国,分别占比

９．１％和７．３％,具体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留学国家分布情况

参考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

的２０１４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６],联合培养博士生

的留学高校排名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国际排名在

前１０位的比例为９．１％,在前１００位的比例为５２．
７％,另外有３．６％的留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为国

际知名的科研机构.

图２　留学高校排名分布情况

三、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留学收益及影响因素

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留学收益主要体现在参与国

外学术活动的收获、留学产生的科研成果以及对国

外先进教育经验的调研等方面.留学期间的主要学

术活动包括课程学习(选修或旁听国外研究生课

程)、合作研究(参与导师的课题或项目)和学术交往

(参加会议、论坛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等,科研成果

则包括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等.
(一)参与学术活动的收益

１．课程学习

８５．５％的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期间选修或旁听

了国外课程,平均每人选修２．７３门课程,选择２门

以上课程的比例为６３．６％,其中最多的选修或旁听

了１１ 门国外研究生课程,具体统计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３　选修/旁听课程数的分布情况

联合培养博士生普遍认为参与国外课程学习有

助于学习国外先进知识,有助于培养动手能力,有助

于锻炼表达和思辨能力,有助于提高外语水平和合

作意识.进一步分析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总结材料,
可以发现学习国外课程的收益与国外课程具有的如

下特点密切相关:
(１)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国外课程设置重

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对学术训练和动手能力

的培养.例如一位留学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博士

生表示,“课程注重将理论知识转化到实际应用,灵
活地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老师授课认真,
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此外,国外教学以科研为导向,重视对最新研

究进展的跟踪,很多课程通过讨论学术论文将学生

引入科研殿堂.例如一位留学德国吉森大学的博士

生提到,“这些课程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前沿性,
开阔了学术视野,对我的博士论文构思、组织和方法

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２)课堂教学强调师生互动.国外课程大都采

用小班授课,注重课堂讨论以及师生间的互动.导

师授课不是采用填鸭式教学,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与

学生探讨问题,因此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学习效果.一位留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

生提到,“美国课堂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学生和老师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非常充分,学生在课堂上随时提

出问题,老师随时回答,并且如果这个问题值得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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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老师就会让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想法,
班级上的大多数学生都会加入进来.”

(３)课程结业要求严格.部分留学生表示,国外

课业负担较重,一般每堂课都要求完成大量的阅读

和作业,课堂发言、与他人的合作、与导师的交流等

均可能会纳入最终的考核范围.有位留学美国波士

顿大学的博士生提到,“课程的阅读量大得惊人,课
后习题也十分有针对性,并不是只训练一个点,而是

着重训练一条线甚至是一个面”,另一位留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也在总结中指出“与国内研究

生教育不同的是,这里的课业负担较重,一般每堂课

下都要完成大量的作业,并且要阅读大量的文献

材料.”

２．合作研究

除了１４．５％的博士生未参与国内外导师的课题

或项目之外,其余联合培养博士生均参与了合作研

究,每位博士生平均参与课题和项目的数目为１．５６
项.４７．３％的博士生参与了２项以上的课题和项

目,最多的参与了５项,具体分布情况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参与课题和项目数的分布情况

通过分析联合培养博士生参与合作研究的心得

体会,可以发现,国外的科学研究环境具有以下

优点:
(１)注重合作交流.国外科研工作者重视与相

关领域其他学者的交流;科研项目讨论多,实验室内

部互相帮助.一位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博

士生提到,“项目过程大家充分讨论,美国人的思维

很开放,大家都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贡献自己的

意见.”
(２)重视学术规范.国外科研工作重视实验、重

视对数据资料的收集并保证其真实可靠.一位留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生指出“国外导师开展课

题研究时,高度重视量化研究方法与学术伦理”,另
一位留学日本广岛大学的博士生则提到“在研究过

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日本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以

及对第一手资料的关注和重视”.
(３)兴趣驱动科研.很多博士生通过参与国外

课题,感受到国外对学术的专注与认真.一位留学

澳大利亚的博士生提到,“在此一年让我感受到要想

真的做学问,必须得能够享受寂寞,像我的导师那

样,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每天都在进步.数十年如一

日,才能有导师那样的成就.”
正是基于以上优点,绝大多数联合培养博士生

认为参与国外导师的课题或项目有助于获得同行帮

助,有助于接触到第一手的实验数据和一流的实验

条件,有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治

学态度,有助于增强学术规范和提高科研兴趣.

３．学术交往

８１．５％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留学期间参与了国

际学术会议或其他形式的国际交流,其中参与２次

以上国际学术交流的占比为５７．４％.通过参加学术

会议或国际交流,博士生开阔了视野,建立了与国际

学术同行的联系,为进一步做好研究工作奠定了

基础.
统计结果表明,所有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都至少

参与了课程学习、合作研究和学术交往三项学术活

动中的一项,６０％的博士生留学期间同时参与了这

三项学术活动.可见,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国外留学

期间,大多数的时间用于从事学术活动.通过参与

这些学术活动,联合培养博士生学习了国外的先进

知识、方法或经验,增强了动手能力和思辨能力,提
高了外语水平,增强了合作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提
高了科研兴趣并开阔了学术视野.而影响博士生上

述留学收益的因素则包括国外课程设置情况、国外

导师的指导力度与合作交流机会的多少等.
(二)留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１．整体情况

７４．５％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留学期间有科研成

果产出,每位博士生的平均科研成果数为２．０７项,
其中最多的有７项科研成果,有２项以上科研成果

的博士生比例为５２．７％.海外留学期间,３４．５％的

联合培养博士生发表了SSCI/CSSCI论文,平均数

目为０．６４篇;２５．５％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发表了SCI
论文,平均数目为０．６５篇;有２位联合培养博士生

发表了EI论文;有２位博士生获得了１项科研奖

励,有１位获得了２项以上的奖励,其他统计情况如

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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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科研成果情况

成果类型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SSCI/CSSCI论文 ０ ５ ０．６４ １．１６１

SCI论文 ０ ６ ０．６５ １．４４３

EI论文 ０ ３ ０．０７ ０．４２４

其他成果数目 ０ ７ ０．７１ １．２５７

成果总数 ０ ７ ２．０７ １．９５２

　　
２．影响因素

科研成果是反映留学收益的重要方面,以下分

析学科类型、留学高校排名以及留学时间对SSCI/

CSSCI、SCI和EI论文(以下简称“主流学术成果”)
总数的影响.

(１)学科类型的影响分析.表２是对不同学科

类型的博士生留学期间发表论文的统计结果,可以

发现由于学科差异,文科博士生均无SCI或EI论文

发表.在SSCI/CSSCI论文发表方面,文科博士生

的平均发表数目为１．０４篇,理科博士生平均为０．２２
篇,文科显著多于理科(独立样本 T检验的p值为

０．００８).主流学术成果总数方面,文科平均为１．０４
篇,理科平均为１．７篇,文科和理科没有显著差异.

表２　不同学科的学术发表情况统计

学科 均值 显著性(独立样本检验)

SSCI/CSSCI
总数

文科 １．０４

理科 ０．２２
０．００８

SCI总数
文科 ０

理科 １．３３
—

EI总数
文科 ０

理科 ０．１５
—

主流学术

成果总数

文科 １．０４

理科 １．７０
０．１６１

　　(２)留学高校排名的影响分析.由于不满足方

差齐性假设,我们使用 KruskalＧWallis非参数检验

法分析留学高校排名对联合培养博士生科研成果的

影响情况,结果如表３所示.可以发现,高校排名对

主流学术成果总数无显著影响.
(３)留学时间的影响分析.５５位联合培养博士

生中留学时间最短的为６个月,最长的为２４个月,
平均留学时长为１３．６个月.留学时长为１２个月的

博士生最多,占比为６１．８％,其次是１８个月,占比为

１４．５％,留学时长分布情况如图５所示.在留学时

间点的选择方面,选择博士第２年出国留学的比例

最高,为６９．１％,其次是选择第３年出国的,比例为

２１．８％,具体分布情况如图６所示.
表３　主流学术成果总数的KruskalＧWallis

检验———留学高校排名

高校排名 均值 秩均值 渐近显著性

前１０名 ０．２０ １５．２０

第１１Ｇ５０名 １．６２ ３０．００

第５１名Ｇ１００名 ２．２７ ３３．５５

第１００名以后 １．１３ ２４．８３

０．０９１

图５　留学时长分布情况

图６　留学时间点分布情况

　　为研究留学时间对主流学术成果的影响,我们

将留学时长和留学时间点作为自变量,主流学术成

果数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的形式

为:y＝β０＋β１x１＋β２x２,其中因变量y为主流学术

成果数目,自变量x１ 为留学时长,自变量x２ 为留学

时间点.β０ 是常数项,系数β１ 和β２ 表示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正的系数表示该自变量的增大有利于

因变量的提高,而负的系数表示该自变量的增大将

导致因变量的下降.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剔
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解释变

量为x１(p值为０．０００),回归分析的结果为y ＝
－１．９４６＋０．２４３x１.方差分析(ANOVA)显示,回
归方程的P值为０．０００,表明模型整体而言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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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显著的.x１ 的系数为正,说明留学时间越长,发
表主流学术成果的数目越多.

(三)对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调研

联合培养博士生对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先进

教育经验进行了调研,提炼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１)学术氛围浓厚.学术讨论充分,国外导师对

研究生的指导力度很大,学生与导师有固定的一对

一学术讨论时间,探讨过程有助于研究生对某一问

题产生兴趣或获得启发;师生关系和谐,导师与学生

既是师生关系,也是科研伙伴关系;参与其他交流的

机会多,学校和导师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及

各种学术讲座,有助于锻炼研究生的表达和思辨能

力,有助于研究生快速了解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进

展;对科研充满热情,有位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的博士生提到,“国外研究生的努力程度是惊人的,
这种勤奋的研究态度不是外在强压的结果,而更是

内在的兴趣驱动.”
(２)培养过程严格.很多博士生提到国外的博

士生培养较国内更为严格,博士资格考试及开题、中
期答辩以及最终的博士论文答辩都有淘汰机制;很
多学校采用了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度或副导师制

度,多位导师共同参与对博士生的指导直至其毕业,
这种方式有助于弥补单一导师知识的局限性,使得

博士论文更有广度和深度.
(３)重视学以致用.国外教学与实践结合的比

较好,不仅在课程设置中设置了实践环节,更是提供

各种实习机会.学校和导师支持博士生以实习生身

份到公司或其他机构从事与博士研究相关的工作.
一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指出,“国外的研究

生教育,特别是社会工作类研究生教育,重视将教学

与实习相结合.”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某“９８５工程”高校２０１３年高水平项

目回国人员的总结报告,使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

法,对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期间从事的主要学术活

动及收获体会、科研成果情况及影响因素和对国外

研究生培养经验的调研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主要

发现如下:
(１)所有的联合博士生在留学期间都参与了课

程学习、合作研究、学术交往等学术活动中的一项或

多项.通过参加国外课程学习,有助于学习国外先

进知识,有助于锻炼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参与合作

研究,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可
以接触到一手的实验数据和一流的实验条件;通过

参加学术交往,有助于与国外同行建立学术联系,开
阔学术视野.

(２)５８．２％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留学期间发表

了SSCI/CSSCI、SCI或EI等国内认可的论文,平均

数目为１．３６篇,有３位博士生在留学期间还获得了

科研奖励.除了留学时长,学科类型、留学高校排名

和留学时间点的选择对上述论文发表数目没有显著

影响.
(３)联合培养博士生认为国外高校在研究生培

养方面的优势主要包括学术氛围浓厚、培养过程严

格和重视学以致用等方面.高强度的学术指导、丰
富的交流机会、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严格的论文评审

制度、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等都是保证博士生培

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二)建议

总结高水平项目回国人员的心得体会,建议从

以下三个方面提高留学收益:
(１)加强对派出环节的指导.联合培养项目的

初衷是有效利用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博士生

培养质量.如果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计划与国

外导师的研究领域不符,则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留

学成效.很多博士生在选择学校和联系导师阶段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最后的选择还不一定满意.
因此,建议学校、院系和导师多为博士生开拓国外资

源,在学生选择国外导师阶段对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和指导,同时建议学校和留学基金委加强对研究计

划的审核,确保留学成效.
(２)加强对留学生的动态管理.部分公派研究

生在海外留学期间,由于缺乏监督,可能会出现懈怠

的现象.很多博士生提到,希望加强对公派学生的

管理,例如增加国内导师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公派学

生时刻以科研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留学基金的

作用.
(３)建立信息分享平台.博士生在申请留学、留

学期间和回国之后都渴望与其他经历相似的人交流

和分享学习、生活及求职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建议

设立信息分享平台或者联系机制,帮助公派人员分

享资源、相互帮助,进而提高留学效益.
(下转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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