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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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Ｇ００９０Ｇ０６

国外博士生调查主要调查什么?
———基于美、英、澳、日四国问卷的比较分析

杨佳乐１,高　耀２,沈文钦２,李　敏２

(１．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７１０１２７;２．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６Ｇ２９
作者简介:杨佳乐(１９９２Ｇ),女,山西大同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耀(１９８３Ｇ),男,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沈文钦(１９８１Ｇ),男,广西北流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敏(１９８５Ｇ),女,云南腾冲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博士生学术社会化过程研究”(项目批准号:７１６７３００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１７CGL０７０)“博士生教育质量关联机理、生成机制及提升策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项目(项目批准号:１６YJC８８００１２)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１０批特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７T１００００４)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摘　要:如何避免膨胀的规模稀释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保障博士生教育质量是世界范围面临的共同挑战,在

此背景下,各国相继研发调查问卷等工具开展博士生调查.国外博士生调查覆盖国家—院校两个层次,面向

在校生、毕业生和校友三类群体,包括问卷、访谈等多种调查工具.博士生调查问卷的共性逻辑是遵循就读

前、在读中、毕业后的阶段性,在读阶段侧重博士生对导师指导、资源提供、研究氛围、考核评估、技能发展、专

业发展、机会获得、经济支持等关键环节的体验调查;毕业后侧重调查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变化和雇主的

反馈评价.未来我国博士生调查改进的思路是尝试构建系统完善、抽样科学、形式多样的博士生调查体系,

以及研发关注论文写作、职业发展、考核评估的博士生调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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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已成为全球范围的普遍

趋势.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传统研究生教育大国美

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生毕业生数增长率分别

为３０．６％、３４．９１％、４３．８９％[１],三国２０１４年的千人

注册研究生数分别增长至９．２０人、８．４２人和１５．９９
人[２].位于学历教育体系顶端的博士生教育,其规

模扩张速度同样令人瞩目.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

２１世纪初,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增

长率均超过１００％;进入２１世纪后,仅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１４年的１５年间,澳大利亚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就

翻了一番,基数庞大的美国和英国其增长率也超过

５０％[３].博士生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高阶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更在于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中锻炼

个体的批判思考和创新思维,从而促进一国经济繁

荣与社会进步[４].鉴于知识经济时代博士生教育对

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作用,如何避免“膨胀”的
博士生人数“稀释”学位的含金量,构筑和完善质量

保障体系成为博士生教育的重要主题和应有之义.
在此背景下,各国相继开发引进一系列调查工具,以
及时评估和反馈博士生教育质量.国外博士生调查

如何组织实施? 博士生调查问卷关注的主要维度和

指标是什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资料可得

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地区

分别选取博士教育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美国、澳大



利亚和日本作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四国的博士生

调查问卷,旨在为我国博士生教育更新评估手段,加
强质量保障提供有益借鉴.

一、四国博士生调查概况:组织与实施

国外博士生调查主要沿“国家”和“院校”两个层

次展开,调查组织机构既包括国家和院校有关部门,
也包括社会第三方机构.调查对象覆盖在读博士

生、博士应届毕业生和毕业一段时间后的博士项目

完成者.调查实施方式以网络问卷为主,辅之以纸

质问卷、电话调查和小组访谈等.总体而言,应届毕

业生调查的应答率较高,对毕业一段时间后的博士

生进行追访的应答率最低(具体见表１所示).
表１　四国博士生调查组织与实施情况

国别 调查层次 调查名称 调查机构 调查时间 调查对象 调查方式 应答率

美国

国家层面
博士学位获得者

调查(SED)２０１５

国家科学

基金会

２０１４/７/１Ｇ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５年获得学位

的博士毕业生

纸质问卷＋网络

调查＋计算机

辅助电话访谈

９０．２％

院校层面
博士生离校调查

(DSES)２０１５
麻省理工学院 ——— ２０１５年博士

毕业生
网络调查 ８３％

英国 国家层面
研究生科研体验

调查(PREQ)２０１５
高等教育学会

２０１５/３/２Ｇ
２０１５/５/１４

２０１５年在读

研究生
网络调查 ４１％

澳大

利亚

国家层面
毕业生结果调查

(GOS)２０１６

国家教育与

培训部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６/５

２０１５Ｇ２０１６年

高校毕业生
网络调查 ３９．７％

院校层面
JCU博士体验调

查(JCUDES)２０１６
詹姆斯库克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Ｇ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年博士生
网络调查＋

焦点小组访谈
１１．７％

日本 国家层面
第一版博士生人力

资源调查(JDＧPro)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政策研究所

２０１４/１１/１Ｇ
２０１４/１２/２６

２０１２年完成博士

教育课程者

电子邮件＋
电话调查

２８．１％

　　注:澳大利亚毕业生结果调查在２月还会进行补充调查,但范围较小故予以省略.

　　(一)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和博士生离校

调查

博士生教育是美国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重要

基石[５],为确保博士生教育长期的领先地位,持续吸

引世界顶尖人才,美国将博士生调查作为反观培养

质量的重要工具,发布多份报告重点关注博士学位

完成率、损耗率[６]等方面.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

(SurveyofEarnedDoctorates,SED)是自１９５７年

起进行的全美年度调查,受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健

康总署、美国教育部、美国农业部、国家人文科学基

金会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六个联邦机构资助[７],描述

了各年度全美博士生教育的人口特征及变化趋势,
重点关注谁获得了博士学位? 哪些领域吸引学生注

册? 什么因素影响接受博士教育? 博士毕业后的道

路选择如何等问题,这些信息对于联邦政府和学术

界中的教育及劳动力规划者至关重要.除国家层面

的博士教育外部保障外,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

积极开展院校层面的问卷调查,构筑博士教育的内

部保障体系.例如,MIT的博士生离校调查融合了

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中关涉博士项目评价的相关问

题以及全球教育和职业发展中心开展的调查中关涉

就业和薪资的相关问题,调查内容包括博士毕业生

在 MIT就读的体验,经济支持与负担,在读期间学

术活动参与,毕业后计划和求职经历.
(二)英国:研究生科研体验调查

由英国高等教育学会发起的研究生科研体验调

查 (Post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Survey,

PRES)是国际上调查博士生科研体验的成功案例,
该调查秉承“自愿参加”原则,以“提升质量”为导向,
从２００７ 年 迄 今 已 发 布 六 次 报 告 (依 次 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逐渐成为收集英国博

士生科研体验信息的行业标准,２０１３年开始调查问

卷进行了重大调整,使之更符合研究者发展框架

(Vitae’s 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

RDF)[８].正如格拉斯哥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研究

生发展部的工作人员StefBlack所说,“PRES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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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研究生对哪些方面满意,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科研共同体”[９].需要

说明的是,英国研究生科研体验调查的调查对象也

包括研究型硕士生,但在英国该学位很大比例成为

继续攻读博士的过渡阶段,因此仍将该调查纳入分

析框架.
(三)澳大利亚:毕业生结果调查和博士体验

调查

澳大利亚博士生调查由澳大利亚毕业生职业协

会牵头,包括研究生科研体验调查、研究生毕业去向

调查、毕业生课程体验调查和毕业生薪资调查等一

系列调查.该项全国性系列调查从２０１６年开始被

教与学质量指标(QualityIndicatorsforLearning
andTeaching,QILT)所取代,包括学生体验调查、
雇主满意度调查和毕业生结果调查[１０].２０１６版的

澳大利亚毕业生结果调查整合了之前的毕业生去向

调查、课程体验调查和科研体验调查,力图从不同角

度全面评估博士生教育质量.全国层面的博士生调

查能够反映一些共性特征,但在院系等亚组织中还

存在着显著的学科差异,詹姆斯库克大学开展的博

士体验调查(JCUDoctoralExperienceSurvey)旨在

了解不同学科文化中特定政策、过程、期望和条件对

博士生体验的塑造等更为细节化的反馈以及寻求提

升该校博士生就读满意度的有益实践.
(四)日本:博士生人力资源调查

日本第四轮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在制定本国人力

资源发展目标时肯定了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在国家

科技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１１].和英美等国相比,
日本属于博士生教育后发型国家,每年有大约１５,
０００人获得博士学位,这部分群体凭借自身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活跃于科学、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日

本文部科学省的国家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希

望通过开展第一版博士生人力资源情况调查(The
firstJapanDoctoralHumanResourceProfiling,JDＧ
Pro)了解在日益激烈的科研竞争环境和就业形势

下,这部分高人力资本群体的就业和生活状态如何,
调查结果将用于政策制定和提升博士毕业生职业发

展环境[１２].

二、四国博士生调查问卷:维度与指标

(一)博士生调查问卷的总体维度比较

调查目的、调查层次的不同决定调查问卷设计

思路的差异.通过四国博士生调查问卷的统计归纳

(见表２)可以发现,遵循就读前———在读中———毕

业后的阶段历程来组织题设是各国博士生调查的共

性逻辑,但调查内容和结构各有侧重.美国模式的

博士生调查属于“普查”导向,问卷从本科、硕士等前

序教育经历开始,到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论文选题、
经济资助等关键环节,再到博士毕业后的学习或工

作计划,流程化特征明显.此类调查的结果更适合

国家整体把握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动态,以及

时调整相关政策,引导博士生教育的良性发展.但

缺陷在于对院校层面博士生培养实践的指导作用不

明显,很难直接反映博士培养环节存在的典型问题.
为弥补全国口径年度调查的不足,MIT等世界一流

大学自行组织本校范围内的博士生离校调查,题目

类型更为灵活多样,特别是增加了对导师指导、研究

氛围、专业发展等培养过程的考察.
表２　四国博士生调查问卷总体维度对比

SED DSESPREQ GOS DESJDＧPro

就读前前序教育 ★ ★ ★ ★

在读中

导师指导 ★ ★ ★ ★ ★

研究资源 ★ ★ ★

研究氛围 ★ ★ ★

考核评估 ★ ★ ★ ★

角色责任 ★

技能发展 ★ ★ ★

专业发展 ★ ★ ★

机会获得 ★ ★

课程体验 ★

困境遭遇 ★

经济支持 ★ ★ ★ ★ ★

总体满意度 ★ ★ ★ ★

毕业后
博士后 ★ ★ ★

就业 ★ ★ ★ ★

　　 数 据 来 源:根 据 SED２０１５、(MIT)DSES２０１５、PREQ２０１５、

GOS２０１６、(JCU)DES２０１６、JDＧPro２０１４版调查问卷整理所得.

英澳模式的博士生调查起于澳而盛于英[１３],彼
此学习借鉴,不断完善.两国的博士生科研体验调

查都聚焦于博士生就读过程中导师、设施、学术共同

体、考核要求等关键要素的需求与供给情况.与澳

大利亚以毕业后四个月内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调查

对象不同,英国选择以在校生为调查样本,因此加入

了“在多大程度上有信心按时毕业”这一指标.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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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推行的澳大利亚毕业生结果调查更是综合了

毕业去向、薪资水平、课程体验和科研体验等多个主

题,模块化特征明显.英澳模式下的博士生调查同

样允许各博士培养单位自行加入调查问题,以提高

问卷对不同培养单位的适切性.詹姆斯库克大学的

博士体验调查更是深入到院系等亚组织层面,收集

不同学科文化背景的博士生在该校就读过程中的满

意或不满意之处,最终落脚到各行动主体提升博士

生体验满意度的对策措施.调查所获数据不仅能为

博士生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科学参考,而
且能够切实帮助校———院(系)及时定位博士生培养

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直接高效地提升博士生培养

质量.
日本模式的博士生调查旨在描述日本博士课程

完成者(既可能获得学位,也可能没有获得学位)的
人力资源拥有情况以及刻画其毕业两年后的学习、
工作、生活和健康状态,属于“描述”导向型调查.由

于该调查是毕业一段时间后的追踪调查,因此问卷

并没有在培养过程的细节方面安排过多笔墨,而是

侧重考察目前的工作状况,包括开始工作的时间、工
作信息来源、工作时长、工资收入、工作单位性质、工
作行业性质、单位规模、工作形式与内容、工作满意

度、工作与学位对口情况等,以更好地呈现接受博士

教育所能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值情况及其对个体未

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
(二)博士在读中的分项指标比较

博士生在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包括导师指导、
资源提供、研究氛围、考核评估、技能发展、专业发

展、机会获得、经济支持等.导师作为博士生的“传
道授业解惑者”和“学术生涯领路人”,其建议和指导

在博士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导师指导

维度,各国主要关注:①导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博

士生的帮助;②博士生和导师交流沟通的频率;③导

师反馈的及时性;④导师在考试准备、论文写作、职
业选择等方面指导的有效性;MIT博士生离校调查

还特别考察了导师对博士生职业路径选择的态度,
即导师更支持博士生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内就业还是

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外就业.软硬件资源的提供是博

士生开展研究的基础,在该维度各国主要关注:①是

否有充足的学习场所和IT设备、图书(包括纸质版

和电子版)等基础设施;②是否可以便捷地向本领域

的专家学者寻求帮助;③博士生管理等行政性支持;
④学费减免、教育贷款、奖助学金等经济性支持.研

究氛围在层次上分为同学之间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以

及师生之间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在边界上分为和本

培养单位内部的交流沟通与和培养单位外部的交流

沟通.MIT的考核评估要求院系除课程分数和考

试结果外,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对博士生学术进步的

正式评估.多个国家也考察博士生是否明晰获得学

位的条件标准,特别是强调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虽

然随着学位类型的日益多元化,学位论文不再是衡

量博士生是否达到授予学位标准的唯一标尺,但博

士教育重视原创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仍强调学位论

文存在的合理性,基于此,国外纷纷就博士学位论文

选题、写作的时间、写作过程中得到的指导等方面进

行调查.作为对知识生产由模式 １ 向模式 ２ 转

型[１４]的积极回应,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充分考

虑到学位论文跨学科选题的现状,允许调查对象填

写一个主学科领域和至多三个跨学科领域.
接受博士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更多体现

在技能发展和专业发展方面,而积累人力资本的途

径除了传统的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外,博士就读期间

得到的各种机会也同样重要.表３统计了国外博士

生调查问卷中提到的博士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和机会

获得情况,可以看出博士生作为“学术人”的身份标

签明显,学术研究技能、学术训练经历、学术成果产

出还是博士培养过程的核心,但国外博士生教育在

传授专业性人力资本的同时也强调通用性人力资本

如可迁移性技能的训练,以及博士生实习、求职帮助

等机会的获得.
表３　博士生需要的技能和机会

技
能

①应用 合 适 的 研 究 方

法、工具和技术
⑥观点表达和书面呈现

②批判分析 ⑦制定工作计划

③创新思维 ⑧项目管理

④学术道德 ⑨信息交流

⑤问题解决 ⑩学术网络构建

机
会

①助教经历 ⑥参加学术会议

②助研经历 ⑦学术成果展示和发表

③实习经历 ⑧受到研究技能训练

④博士入学介绍 ⑨受到可迁移性技能训练

⑤求职帮助
⑩和学术圈外群体交流

研究成果

　　(三)博士毕业后的分项指标比较

博士毕业后的去向可以分为学术市场① 和非学

术市场,通过分析毕业去向的变化能够在博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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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规律和经济社会外部需求的双重约束下为调整

博士生培养模式提供依据,保障博士教育的发展质

量.如图１所示,近十年来美国博士毕业生正逐渐

从学术市场向非学术市场扩散,其中,工商业领域正

成为吸纳博士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面对博士毕

业生就业去向发生的变化,美国博士生调查问卷也

进行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对博士毕业生进入非学术

市场就业情况调查的比例,不仅调查就业地域、就业

单位性质、就业岗位性质、工作内容、薪资水平等信

息,还将调查问题细化到投递求职申请的次数、参加

面试的次数、收到录用通知的数目、求职途径、是否

和雇主协商薪资以及工作与博士教育的匹配度等

方面.

图１　１９９５Ｇ２０１５年美国博士毕业生就业领域变化情况

澳大利亚博士生毕业去向调查的特色在于和雇

主满意度调查之间形成了巧妙联系.毕业生结果调

查中含有一个收集毕业生雇主信息的模块,在完成

科研体验、课程体验、毕业去向、薪资水平等模块的

调查后,会进入新的调查窗口询问毕业生是否愿意

提供雇主的信息,如愿意则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雇

主的姓名、邮箱地址和联系电话,这些信息会成为

毕业生雇主满意度调查样本的重要来源.在博士

生教育保障体系构建过程中重视倾听雇主的声音

并非澳大利亚独创,但和毕业生调查紧密联系的

好处是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调查目标群体进入劳动

力市场的表现,也保证了雇主满意度调查抽样的

科学性.日本对博士课程完成者工作状态的调查

更为细致深入,特色是设计了单独的板块调查进

入学术界内工作的情况,由问题“是否在高校或科

研院所工作”导入,之后依次询问“工作单位是否

和获得博士学位的单位相同”、“目前的职称”、“是
否获得终身教职”等.

三、四国博士生调查经验:借鉴与启示

博士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正逐渐减弱博士学位的

“信号”作用,只有稳步提升地博士生教育质量才是

保持博士学位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开展博士生调查

也是我国博士生教育服务需求,提升质量的科学工

具和有效手段,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四

国的发展经验,我国博士生调查可以从以下方面进

行调整和改进.
(一)组织实施:尝试构建系统完善、抽样科学、

形式多样的博士生调查体系

首先,从调查层次来看,逐步落实国家———省

域———院校有机整合的三级系统,既要形成国家层

面的普查性的调查系统,把握我国博士生教育的现

状和变化趋势;又要形成省级层面的摸底性的调查

系统,了解本区域博士生教育实力,更好地服务地

方,对接当地发展需求;还要形成院校层面的诊断性

的调查系统,把脉博士生培养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

典型问题.其次,从调查对象来看,应根据调查目的

科学抽样,合理确定样本框.调查对象不同,获得的

信息价值也存在差异:对在校博士生进行调查能够

获得其在读期间最具时效性的科研、课程等感知体

验,及时形成反馈并对培养过程进行改进;对应届博

士毕业生进行调查获得的信息是博士生培养结果的

直接反映,顺应博士生毕业去向的变化趋势主动调

整培养方案,能够更好地帮助博士生实现从研究生

院走向职场的转换;考虑到教育对个人及社会效用

显现的滞后性,追踪往届校友的职业发展路径可以

深入地反映我国博士生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以及博

士生教育对于个人职业发展的贡献,是衡量博士教

育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和社会需求回应契合性的有

效途径.第三,从调查方式来看,可不必仅局限于纸

质或网络问卷,院校层面的调查还可以使用访谈、座
谈等方式收集内涵信息更为丰富的数据及质性

资料.
(二)维度指标:研发关注论文写作、职业发展、

考核评估的博士生调查工具

首先,学位论文质量是博士生教育培养质量的

综合体现,国外博士生调查问卷也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设问考察论文写作这一博士就读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涉及的调查问题主要包括: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

给予的指导与帮助;论文选题的跨学科性;论文写作

占用的时间;论文评价标准的公平性、明晰度、满意

度等.我国目前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已经成为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常态化的制度保障,但这种结果

保障的缺陷是难以在培养环节及时发现问题、对症

下药,重视考察论文写作环节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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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思路.其次,博士毕业生就业路径从学术

市场向非学术市场的迁移已是全球的共性趋势,未
来博士生教育不仅要培养“以学术为业”的“学科管

家”,还要培养博士生适应非学术市场的可迁移性技

能.国外博士生调查问卷中会收集导师、院校对博

士生求职的帮助、沟通交流等可迁移性技能的训练

等信息,在关注博士生专业发展的同时兼顾职业发

展.第三,国外大都强调博士生要明确所攻读学位

的学习要求、考核标准,强化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的

主体意识.我国在研发博士生调查问卷时也应引导

博士生审视反思博士培养过程,调动其参与保障博

士教育质量的积极性,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落

到实处.

注释:
① 本文将继续博士后研究的群体也算作进入学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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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SubjectFocusesinForeignQuestionnairesonDoctoralEducation
—AcomparativeanalysisbasedonquestionnairesintheUSA,UK,AustraliaandJapan

YANGJiale１,GAOYao２,SHEN Wenqin２,LIMin２

(１．SchoolofPublicManagement,Northwest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１２７;
２．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

Abstract:Itisacommonchallengeforthewholeworldtoguaranteethequalityofdoctoraleducationandavoidexcessivescale
expansionofthedoctoraleducationthatdilutesthe“goldcontent”ofdoctorate．Inthiscontext,manycountrieshavedeveloped
questionnairesandothertoolstocarryoutsurveyondoctoraleducation．Usually,thesurveyinforeigncountriescoverstwo
layers:stateandinstitutions;threegroups:studentsatschool,graduatedstudentsandalumni．The methodsinclude
questionnaireandinterview．Thecommonlogicofthequestionnairetosurveydoctoralstudentsfollowsthesequencefrom
beforematriculation,atschooltoaftergraduation．FortheatＧschoolperiod,thesurveyfocusesonexperienceofsupervisors’
guidance,sourcesupply,researchatmosphere,examinationandevaluation,skilldevelopment,professionaldevelopment,
opportunityacquirement,andfinancialsupport．Fortheaftergraduationperiod,thesurveyfocusesontheemploymentandthe
feedbackfromemployers．TheideatheauthorproposestoimprovethesurveyondoctoraleducationinChinaistodevelopa
doctoralstudentsurveysystemfeaturingwellＧdevelopedsystem,scientificsamplingandinvariousforms,andtodevelopsome
surveytoolsthatfocusondissertationwriting,careerdevelopment,examinationandevaluation．
Keywords:doctoraleducationquality;questionnairesurvey;comparativ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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