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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知识数量不断增加、更新速

度加快,更重要的是知识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知识转型对学术职业以及作为学术职业之源的博士教育

产生了冲击与挑战,学术职业与博士教育从紧耦合转变为松耦合甚至解耦的状态.学术职业发展呈现出学

术职业场所的社会弥散性、学术职业的国际流动性、学术工作合同的临时性以及博士后比例增加的特征.本文

分析博士教育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发起的旨在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一系列博士教育改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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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转型”即知识模式、知识范式的转变.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

和决定性因素,利奥塔尔指出,当社会进入到后工业

时期,知识的状况也改变了,这种知识的转型至少始

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当今时代被称为“知识经济

时代”或“信息爆炸时代”,不仅意指知识数量的增

加、更新速度加快,更重要的是知识增长模式的转

变.吉本斯在«知识生产新模式»一书中揭示了区别

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的知识生产 “模式２”,它具有

以下特征:第一,知识生产“模式２”更多置身于应用

情境中,不再局限于智力活动,而是进入了生产过

程,并在应用中不断再造;第二,知识在更广阔、复杂

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产生,因此具有天然的跨学科

性质;第三,知识生产的场所和从业者呈现出“社会

弥散”和“异质性”的特征,知识生产从大学逐渐扩散

到广阔的社会领域,包括工业实验室、智库和咨询机

构等部门;第四,由于知识弥散于社会,知识的生产

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

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最后,“模式２”生产方式承担

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具反思性[２].

学术职业从功能上来说,是保存、传播和创造

知识的专门职业,如上所述知识转型势必对学术

职业以及作为学术职业之源的博士教育产生冲击

与挑战.在知识转型背景下博士毕业生的学术职

业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特征,二者的关系历经了怎

样的历史变迁? 本文拟从主要发达国家现状的梳

理基础上对以上趋势和特征进行分析,提出新时

期学术职业变革对博士教育带来的挑战,并对以

英美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博士教育改革路径进

行总结与剖析.

一、学术职业与博士教育关系的历史溯源

学术职业与博士教育的起源均可追溯到中世纪

大学.中世纪大学的最初形态是学者行会,当从事

学术职业的学者增加,逐渐形成了学者与学生的利

益团体.此外,中世纪大学就已存在了近现代大学

的三个主要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与现代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不同,中世纪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意

味着获得具备了从事智力工作所需的条件和从事该



学科教学的资格,如巴黎大学规定“凡获得巴黎大学

硕士和博士者,有资格在任何地方任教,而无需对他

们另行考试或考察”[３]１５９.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

文学院对毕业生具有强制性从教的规定,直至１４５２
年才逐渐从巴黎大学的章程中废弃[３]１６２.因此,从
中世纪博士学位的颁发以及学术职业的形成来看,
学术职业与大学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学作为

学术职业群体的培养机构,同时作为学者权利保护

的组织又为学术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４].

１９世纪“教学与科研统一”“学术自由”等理念

在柏林大学的确立促进了现代大学和现代博士教育

的诞生,同时推动了大学教师职业的专业化,现代学

术职业也得以产生.此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学术科

研水平和资格的证明,是进入高等教育和学术职业

生涯的资格和要求.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德国现

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使学术职业的职业追求与职业诉

求得以较好融合于制度化的框架内,从而促成了学

术职业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制度转型[５].从学术职业

与博士的历史渊源来看,学术职业自诞生便与大学

教育紧密相连,博士学位是大学教师和学术职业的

来源和资格;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后,高深知识的长期

训练是学术职业准入的前提,大学也成为了学术职

业自我复制和再生的机构.
进入２０世纪后期以来,在知识转型的新背景

下,知识、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高等教育尤其是博士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成

为共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走上了高等教育和博

士规模的扩张道路.然而随着博士规模的不断扩

张,传统以大学为主的学术职业劳动力市场日趋饱

和,诸如工业实验室、智库和咨询机构等多样的知识

生产场所正在对大学知识统治地位提出挑战,学术

研究不仅仅出现在大学内部被制度化的职业模式来

进行,通过灵活性、暂时性的组织对人力资源进行配

置的模式逐渐兴起,学术职业与博士教育也从紧耦

合转变为松耦合甚至解耦的状态.研究者在越来越

多的场所进行研究,知识生产体系弥散至整个社会,
博士培养不再专注于培养大学内部教师职业的接班

人.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认为,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博士毕业生已经开始出现“稳定的远

离教育和基础科研职位的趋势”[６],可以发现知识转

型背景下,博士毕业生不断流入社会知识生产场所,
学术就业出现新的特征.

二、知识转型下学术职业发展新特征

(一)学术职业场所的社会弥散性

随着知识转型的发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

加快,知识向社会更加广泛的传播.知识资源被更

多组织和群体所持有,研究从大学扩散和转移到其

他社会机构,大学仅仅成为研究的参与者之一,成为

知识网络的一部分.当企业越来越多的卷入到知识

生产之中,灵活性和多功能性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机

构不断增加,并且弱化了机构与学科的界限.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博士毕业

生进入工商业界的比例不断攀升,在企业研发和知

识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美国博士学位获得

者调查的数据,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间博士毕业生在教育

机构就职的比例为６６％,１２％的博士在产业界工

作.７０年代后,博士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开始

出现下降,保持在５０％左右.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间,
进入高校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下降至４７．
１％.此外,据另一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
１９７３－２００６年间,新晋博士学位获得高校全职就业

的比例下降了近４０％(图１)[７].

图１　１９７３－２００６年美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

图２　２０１５年美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

２０１５年最新一次的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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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美 国 博 士 毕 业 生 进 入 高 等 院 校 的 比 例 是

３９％,工商业为２０％(图２),这一比例在不同学科有

较大差异,工程类博士在工商业界就业比例最高,达
到４７％,人文学科从事学术职业比例最高,达到

６４％[８];也有学者引入“出生率”概念进行推算,发现

在稳定状态下,美国工程学领域仅１２．８％的博士毕

业生能获得在学术部门就职的机会[９].
英国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博士毕业生项目

的调查同样揭示了博士毕业生远离高等教育部门的

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英国本土博士毕业生在教育

部门就业的比例为５０％左右;２０１４年英国研究理事

会和拨款委员会等机构委托调查了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
年期间从英国本土机构毕业的博士１８３９人(占英国

博士毕业生总数的４％),发现其在高等教育部门就

业的比例为５０％,并且该比例在不断下降[９Ｇ１０].在

英国职业研究和咨询中心２０１６年的调查中发现,博
士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部门就业的比例继续下降至

４０％[１１].此外,OECD２０１０年发起的博士学位获得

者职业生涯项目中,OECD 国家在高等教育部门、
工商业界就业的比例分别为４４．７％、３３．５％,并且该

调查发现研发支出越高的国家博士毕业生在高等教

育部门就业的比例越低,充分表明了知识和研究扩

散程度越高,博士的就业就越不局限于高校[１２].
(二)学术职业的国际流动性

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发,由于研究情境的变化,
知识需要不断从一个组织转向另一个组织,从一个

区域转向另一个区域,研发人才流动已经成为全球

化的核心内容.人才的流动能够实现不同知识生产

场所之间的交流,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性不仅意味

着知识生产机构的增加,各个生产机构在知识生产

体系之中同时也发生着越来越多的联通,逐渐形成

全球串联的巨大网络.除了知识创新的需求之外,
经济激励以及高质量的研究基础设施,如更好的薪

酬、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

促进研发人员流动的重要因素.此外,从知识分类

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作为编码知识可以通过讲座、
论文发表、邮件来传递,能够存储在数据库、图书馆

和报告中,但是其中的默会知识是不可轻易获取和

传递的,它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需要通过工作中

的经验积累获得,因此科学家的流动不仅传递着编

码知识,更重要的是默会知识的流动.
学术职业的国际流动性表现为博士留学生和技

术移民的增加,博士生在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接收学

术训练,许多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后会继续留在该

国读博士后或继续工作,因此博士留学生被视为潜

在的技术移民者.与其他层次的毕业生相比,博士

学位获得者的就业市场更加国际化,就大多数国家

的数据来看,非本国出生博士学位获得者占博士总

体的比例和其他层次学位获得者相比要高,博士群

体流动性很大[１３].以美国为例,流入美国的海外博

士生以亚裔为主,最多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三国,
亚裔博士生占到全美博士留学生的２/３,在工程领

域有４５％的博士生来自海外,近６０％博士后持有临

时签证.美国科学基金会关于毕业博士生是否愿意

继续留在美国的调查显示,亚裔学生更愿意留在美

国;２０００年毕业的中国博士生五年后留在美国的比

例高达 ９２％,这一比例比十年前提高了 ４％ (表
１)[１３].从欧洲来看,OECD博士学位拥有者调查显

示,在欧盟国家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１５％~３０％在

过去１０年中有国外经历,欧洲内部流动是欧盟各国

的主要流动模式,占到了整体流动数量的６０％~
７５％[１４].在技术移民方面,本世纪初全球大约有２
亿移民,其中１１％是高技术移民者,这一比例在美

国高达５０％,OECD 国家是４０％[１５].全球来看移

民研究者比例较高的国家是瑞士(５６．７％)、加拿大

(４６．９％)、澳大利亚(４４．５％)和美国(３８．４％)[１５Ｇ１６].
近年来,随着人才竞争的加剧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人
才流出国也在不断吸引人才回流,人才流通正成为

全球人才流动的新模式.
表１　美国海外博士毕业生毕业五年后留美率

国家和地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的博

士１９９５年还留在

美国者

２０００ 年 的 博 士

２００５年 还 留 在 美

国者

中国 ８８％ ９２％

印度 ７９％ ８５％

台湾 ４２％ ５０％

所有国家 ４７％ ６５％

　　(三)学术工作合同的临时性

科学人才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为跨国流动,也
表现为不同知识生产场所间的流动.由于研发具有

应用性和情境性,知识生产并不局限在特定的工作

场所内部,学术工作需要根据面临的问题对人才进

行配置,情境性的、跨学科的知识不断地转移.人才

的流动不仅传递了编码知识和默会知识,同时也在

此过程中不断聚集智慧产生创新.
学术工作的流动性表现为学术职业临时合同比

例的增加和研发人员工作转换频率的增加,学术人

员不再固定于稳定组织的内部,而是以一种自由松

散的方式来配置工作.尤其是近年来金融危机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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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技能人员的“跳槽”变得越来越普遍,学术职位

的终身性相对于临时职位的重要性下降,出现了更

多的临时雇员和兼职大学教师.在这种转变中,知
识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重新分配到与市场更为紧密的

领域,学术工作更多地依赖以任务为基础的临时和

兼职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虽然工作的临时性促进了

知识的转移,提高研究者和研究的匹配性,但同时也

反映了学术职位的不稳定性,博士毕业生将面临更

多不确定的劳动力市场因素.根据 OECD的调查,
许多博士在毕业早期就选择了临时合同职业,比例

达到５０％,博士毕业五年后,临时合同比例下降至

２０％;在 英 国 高 等 教 育 内 部 临 时 合 同 的 比 例 为

２９％.OECD博士学位拥有者调查显示,过去十年

平均有四分之一的博士研究生已经变更工作[１２].
(四)“博士后现象”
博士后制度起源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学习欧洲研究机构所采用的高级培训学徒

模式.１９１９年美国研究理事会开始提供国家研究

基金项目为培养少数科学精英做出职业准备,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博士后研究金,为
学者提供更多时间研究日益复杂的科学领域.２０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美苏冷战和太空竞赛时期,美国科

学与工程博士毕业生规模的扩张导致博士后研究人

员快速增长.根据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１９９４
－２０１４年二十年间博士毕业后选择博士后比例增

加了１０％,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博士毕业后从事博

士后比例高达６５％和５０％左右(图３).

图３　不同学科美国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比例

OECD认为,新晋博士需要巩固和提高研究训

练、准备研究职业,年轻的博士必须承担更多的博士

后工作,这可以被认为是潜在的影响博士选择学术

职业的因素.博士后职位快速增长的过去二十年

中,其工作的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博士

后培训转变为大学教师职业的过渡期,博士后在某

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临时职位.新晋博士获得全职

教职比例的下降使博士后成为没有进入学术职业而

转投的另一路径.有研究者指出,近年来博士后的

作用更多地是大学科研生产的临时员工,而非学术

训练者,由于博士后低工资但研究生产力高的特点,
所以招聘博士后可以减少劳动力成本,满足基于项

目的、研究灵活的就业需求[１２].同时博士后工作的

满意度却不甚乐观,在一项英国的调查中,有２０％
的博士后人员对目前的工作和机构不满,２/３认为

工作期望有困难,缺少未来的事业保证[１４].此外,
还有研究表明,博士后延期会导致公共和个人较低

的博士教育回报率[１７].

三、学术职业变革对博士教育带来的挑战

(一)博士毕业生就业技能的缺乏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重塑了学术职业,在知识转

型的新背景下,博士生寻找大学以外的工作岗位已

经越来越重要,他们的职业去向将更加分散和多元.
固定的学术工作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性

与不确定性的工作,博士毕业生必须适应新的职业

模式.面对新形式下的学术职业的变革,博士毕业

生却对此普遍准备不足,遭受到了培养过窄、缺乏具

备从事不同工作的多样技能和跨学科技能等普遍批

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认为博士生过分依赖理论研

究,缺乏就业的准备,其教学、合作、服务的能力较

差.商业界人士批评博士生缺乏合作能力,此外他

们认为博士论文和研究兴趣常常与其他知识和现实

问题脱节,以校园为中心对个人和职业的期待范围

也太狭窄[１８].英国的一些雇主也抱怨聘请博士毕

业生的花费更昂贵,他们年龄偏大但缺少独立思考

的能力,并且博士的质量正在下降[１９].
除了来自高等教育部门以及工商业界的批评与

担忧,政府层面也已经意识到了博士培养所遭受到

的挑战.２００２年英国戈列斯•罗伯茨爵士的报告

«为成功而设:STEM 人才的供应»即提出了就业能

力危机的问题,报告提出了研究生就业能力发展有

关的建议,特别是将可迁移技能培养纳入研究生课

程,报告还建议博士生的可迁移技能需要大力加

强[２０].在欧洲,就业能力的概念在博洛尼亚进程中

的多次公报中被提及,公报强调博士培养应更适合

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以及博士课程改革和提高博士

就业能力的重要性.
(二)博士培养规模超出劳动力市场需求

博士毕业生不仅在技能要求上不能满足知识经

济的需要,在经历了二战以来博士教育快速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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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博士培养规模超出学

术劳动力市场所能吸纳范围的问题.此外规模的过

度扩张导致修业时间长、完成率低、导师指导不力等

问题,加剧了毕业生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学术劳动

力市场状况.从国家层面来说,博士教育成为重要

战略资源,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积极扩张博士规模,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英国和美国的博士教育规模翻了

近一番,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其他 OECD 国家

博士教育规模大多保持着温和增长的趋势[２１].从

大学层面来说,大学鼓励教授或学院努力增加博士

毕业生数量,并缩短其修业的时间,博士授予的数量

已成为评价学术产出、打造研究型大学以及学术声

誉和经费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指标[２２].然而,一项由

斯坦福大学和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美国正在生产

市场 所 不 能 承 受 的 博 士 生,“过 度 生 产”率 达 到

２２％,作者将这种盈余解释为长期结构性不平衡的

结果,他认为出现规模过度的原因是美国博士招生

采取了“开放式”的制度,招生数量由供应者确定而

非市场需求的函数决定[２３];此外,美国化学学会测

算出化学博士过度生产数字达到１２％[２４].在澳大

利亚,博士学位的发展与本国的学术职业规模也并

不相符,过去三十年澳大利亚的学术职业人员规模

不足以跟上博士毕业生的增长[２５].过度的博士规

模导致了毕业生学术机构就业的下降和困难,但研

究者却普遍不建议削减人数,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在

于重塑博士生教育和增加就业能力.

四、知识转型下博士教育改革的行动与策略

博士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备受

世界各国瞩目,为了更好地顺应知识变革对学术职

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培养高水平创新型学术人才,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博士生教育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策略.
(一)为学术与非学术职业做出准备,提高博士

生就业技能

博士生培养普遍被批评过度专业化,缺乏关键

的就业技能与可迁移技能,然而研究能力和就业能

力不是相互排斥的,为回应与博士就业有关的问题,
提高博士生在不同情境下工作的能力,西方发达国

家组织了一系列博士培养项目与课程改革.在美

国,旨在提升博士就业能力、改善博士培养方案的举

措包括重构博士课程,响应博士项目,卡内基计划博

士,以及具有学科针对性的多样化大学计划(STEM
学科)、想象博士计划(人文与社会科学)、下一代博

士计划(人文学科)等,为博士毕业生更加广泛的职

业选择做出准备.在英国,随着２００２年罗伯茨报告

的发布,职业发展一直是英国博士教育改革的重点

关注领域.罗伯茨报告提出,博士生必须对学术和

非学术事业同时做出准备,报告特别要求可迁移技

能的培养,尤其是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博士课程需要

做出变革[２０].作为回应,自２００３年以来,英国政府

每年投入约３３００万美元用于博士职业发展和就业

能力培训;英国研究理事会在制定标准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其发布的“研究生技能培训要求”规定了博

士研究生需具备研究技能、研究管理、个人效率、沟
通和团队合作、职业管理等的通用技能[２６].此外,
欧盟２００５年对于博洛尼亚进程中关于博士教育的

研讨会设定了博士教育改革纲要,突出强调了博士

毕业生为学术和非学术工作准备的重要性,会议还

建构了高等教育系统中博士可迁移技能与职业机会

发展的制度安排[２７].
(二)弥合学科界限,提升博士跨学科训练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知识是在跨学科的情

境中生产的,通过跨学科训练的模式来培养博士是

近二十年来博士教育改革的趋势.１９９５年,美国国

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国家医学院联合发布了

«重塑科学与工程研究生教育»报告,建议科学家和

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跨

学科合作和全球性的就业机会,从学术与职业能力

两个层面发展科学与工程博士生的多种技能.随

后,１９９７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了“综合性研

究生教育与研究训练项目”,旨在具体推动跨学科训

练的变革,通过创设研究生教育与训练的新模式,为
逾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沃土”,为社

会培养STEM 领域的跨学科人才.此外,澳大利亚

发起的合作研究中心培训计划也都旨在突破传统学

科的界限,在跨学科的情境中培养拔尖创新学术

人才.
(三)变革培养模式,促进专业博士发展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是专业博士学位兴起的重

要因素.传统的哲学博士主要培养从事原创性研究

的学术人才,然而“象牙塔”式学术研究方式并不能

适应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市场需求,近年来学术博士

教育被批评为人才培养狭窄、缺乏广泛的专业发展

机会、工作适应性差.因此培养从事应用研究的高

级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博士项目正逐渐兴起.专业博

士就读者多为高级专业人士,植根于工作和实践场

所,能够更容易将学术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同时它

将行业的从业者转换为知识的生产者,促进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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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间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联系.１９２１年,哈佛

大学授予了第一个专 业 博 士 学 位———教 育 博 士

(EdD),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专业博士在英国、澳大

利亚蓬勃发展起来.１９９２年,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专

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诞生于布里斯托尔大学.
同年,沃里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威尔士大学开设

了工程博士学位项目(EgnD)[２８].英国的专业博士

项目专注于教育、心理学、医学、工程以及工商管理

等领域.同一时期专业博士学位也在澳大利亚高等

教育中全面涌现.专业博士的发展满足了知识模式

的变迁以及广泛的市场需求,为培养高级专业应用

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专业博士规模的增长,
也出现了担心其影响学术博士高水平学术标准的批

评,还有一些学者对专业博士项目松散的培养模式

表示担忧[２９].
(四)加强行业联系,推进校企合作

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应用性增强,大学

与行业之间互动日益增加,雇主与行业界越来越多

地呼吁博士生加强知识运用能力,并做出行业准备,
因此一系列旨在培养博士生在不同工作环境中的就

业技能的综合性博士训练项目逐渐兴起,越来越多

的博士生获得企业的资助,他们成为了大学与企业

进行合作研究的重要知识生产者,同时也是大学与

企业之间知识转移的重要渠道[３０].在英国,回应行

业需求的博士培养改革表现为以行业为导向的博士

课程和就业能力培训.英国研究理事会于２０世纪

末成立了面向行业的合作博士培养项目———博士训

练中心和博士培训合作伙伴.除传统的导师指导

外,CDT和DTP将研究培训、学徒经验和可迁移技

能培训进行整合,此外更加强调大学的优势学科领

域与工业界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在保持原有的和

工业界的优质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

合作.作为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场所,行业训练

中心的研究人员来自不同大学的不同学科,学科结

构的多样化为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３１].同

一时期澳大利亚政府也发起了整合行业需求、兼顾

学生行业准备的合作研究中心(CRC)项目,通过

该项目毕业生能够完成以行业为基础的学习和研究

计划.目前在澳大利亚约有７０个 CRC,集中在自

然科学和制造业等领域,许多参与该项目的合作伙

伴都是中小企业[３２].

五、结语

知识转型的发生使原本居于“象牙塔”之内的学

术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高等教育制度与职业要

求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复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和研究系统的组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学术

职业生涯发展路径让位于更加多元化的职业经历,
博士教育和学术职业从紧密耦合转变为更加松散与

复杂的关系.本文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适应知识转型

的博士培养理念、制度和模式的变革进行了深入剖

析,研究发现满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要、适
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正成为全球博士教育

改革的趋势.然而我们仍旧应该不断反思与追问,
新的变革是否会导致由好奇心驱动的原创性研究地

位下降,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学术殿堂又是否被推

向了利益与资源的角斗场? 这些关于博士教育本质

以及大学身份认同的问题依然亟待解答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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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CareerChangesinResponsetoKnowledgeTransformationvs．DoctoralEducationDevelopment:
Features,ChallengesandCountermeasures

WANGYiwei

(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

Abstract:Sincethemidandlate２０thcentury,knowledgehasbecometheleadingforceanddecisivefactortodriveeconomicgrowth．
Knowledgeincreasesconstantly,knowledgeupgradingacceleratesandmoreimportantly,themodeofknowledgeincreasehaschanged．
Knowledgetransformationhasregisteredimpactandchallengesonacademiccareersanddoctoraleducationthatisthesourceof
professionalsforacademiccareers．Thecouplingbetweenacademiccareersanddoctoraleducationhaschangedfromatightconnectionto
alooseconnection,oreventonoconnection．Nowthestatusquoofacademiccareersshowsjobdispersivityinsociety,international
mobilityoftalentedpersonnel,temporalitybecauseofshortＧtermcontractsandincreaseofpostdoctoralgraduates．Thispaperanalyzes
thechallengestodoctoraleducationarisingfromthechanginglabormarketandthecountermeasurestakenbymajordevelopedWestern
countriestoadaptdoctoraleducationtothechangesoflabormarket．
Keywords:knowledgetransformation;academiccareer;doctoraleducation;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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