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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世纪以来 CNKI中７４８４篇关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 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

方法对主要发文期刊分布、核心研究机构、核心研究作者三个维度的研究现状做系统分析,运用科学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方法对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与热点迁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被持续关注的研究

热点有研究生教育基本问题、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研究生人才培养、研究生招生与就业、研究生教育管理,

在十七年间先后被学者们高频率关注的研究热点有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研究生德育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研

究生教育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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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和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

教育规模迅速扩大,２０１５年的«全国研究生招生数

据调查报告»显示,自１９８１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

来,３０多年间我国共培养硕士研究生４２６万人,博
士研究生４９万人,其中近２０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报

名人数始终处在爆发式增长的阶段,近５年培养的

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５０％[１].伴随着我国研究

生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经济社会对研究生人才

的需求不断增加,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日益引

起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

者以及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关注,相关研究和实

践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果.现有文献中,包海芹等

人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期刊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的载

文数据为样本,运用共词分析的综合可视化研究方

法,探索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主题

以及学科结构[２].王传毅等人通过对«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期刊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发表论文的分析,指出

中国三十年研究生教育研究具有主题持续分化,不
断聚焦等特点[３],并基于作者共现采用社会网络分

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研究生教育领域学者的合作情

况[４].纵观已有相关文献,目前研究生教育领域的

相关研究多习惯于理论思辨和浅显的伪实证研究;
而运用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从期刊分布、
作者分布、单位分布、研究热点及发展演变等多维度



分析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

中获取样本,检索篇名含“研究生”“硕士”或“博士”
的文献,检索条件为“精确”,检索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期刊类别为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共检索到９３０２条记

录,剔除会议综述、会议公告、刊物征稿等非学术文

献后,共有７４８４篇有效文献.本研究将这７４８４篇

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研究对

象,从数据库中导出论文的题录信息,分别保存为

Noteexpress格式、Refworks格式和 Endnote格

式,再运用文献计量和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做深入

分析.本文首先通过传统的文献计量方法从研究生

教育研究的核心期刊分布、核心研究机构分布、核心

作者分布等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同时基于文献题录

信息统计工具SATI分析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高频

关键词,通过Citespace分析软件构建研究生教育研

究热点与趋势的科学知识图谱.这种实时的回顾与

展望,以及对前沿和热点的追踪,不仅能够深入地揭

示学科发展的轨迹、特征和规律,而且有助于专家学

者更好地把握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５],科
学知识图谱能够显示研究生教育研究在一定时期发

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

历程.

二、新世纪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概况

(一)核心期刊分布

期刊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的主要生产方

式,基本可以反映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概貌,通过对发

文期刊的分布进行研究,可明显看出研究生教育研

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表１是前三十位研究生教育研

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据统计,７４８４篇文献来源于

５５２种杂志期刊,其中位居前三十位的期刊共发表

论文４９００篇,占论文总量的６５．５％,这说明研究生

教育研究的文献已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并得到

众多学术期刊的关注.其中占据发文数量第一的是

１９８４年创刊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文２３０２篇

(３０．８％),表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

研究者首选的发表期刊,这与该杂志的定位、受众、
发表质量密切相关,«研究生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

研究»的发文数量则位居第二、第三位.发文数量前

三十位的期刊中有２５种为教育类的核心期刊,此外

学报类期刊也较欢迎刊载研究生教育方面的论文.
表１　核心期刊分布(前３０位)

序号 期刊 发表数量 序号 期刊 发表数量

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２３０２ １６ 教育发展研究 ５３

２ 研究生教育研究 ４７３ １７ 现代教育管理 ４９

３ 中国高教研究 ２１８ １８ 现代教育技术 ４５

４ 中国高等教育 １９９ １９ 中国翻译 ４０

５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１７６ ２０ 图书馆学研究 ４０

６ 江苏高教 １７１ ２１ 教育研究 ３９

７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１３１ ２２ 外国教育研究 ３８

８ 高等教育研究 １１９ ２３ 中国大学教学 ３７

９ 思想教育研究 １１３ ２４ 复旦教育论坛 ３６

１０ 图书情报工作 ８２ ２５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３５

１１ 高教探索 ６６ ２６ 情报科学 ３５

１２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６５ ２７ 电化教育研究 ３５

１３ 比较教育研究 ６０ ２８ 高等理科教育 ３５

１４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５６ ２９ 现代大学教育 ３３

１５ 教育理论与实践 ５５ ３０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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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核心研究机构分布

对核心研究机构的研究体现了研究生教育研究

实力的强弱,表明是否具有一只强大的研究队伍.
为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反映研究机构的科研生产

力和学术影响力,本文通过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两个

指标分析核心研究机构的分布.表２根据发文总

量、文章被引总量两个指标对前三十所机构进行排

序,这三十所机构总共发表论文３３２９篇,占论文总

量的４４．５％.其中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三所高校作为国内一流大学,是研究生教育研究

的重要基地,在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占据全国领先

地位,其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整体数量和水平远超其

他高校位居前三,发文总量超过２００篇,被引总量超

过２０００次.值得注意的是,发表论文前三十位的研

究机构中,除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南大学６
所为原“２１１工程”的大学外,其余２４所均为原“９８５
工程”大学,可见原“２１１”、原“９８５”工程高校是我国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主力军,原“９８５工程”高校更是

引领者.从高校的类型分布看,综合类大学有１５
所,理工类大学有９所,师范类大学在主要研究机构

排名中并未有明显优势,仅有６所进入前三十.
表２　核心研究机构分布(前３０位)

机构

名称

发文

总量

发文量

排名

被引

总量

被引量

排名

机构

名称

发文

总量

发文量

排名

被引

总量

被引量

排名

清华大学 ２６３ １ ２６４３ 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９０ １６ ７６８ ２０

浙江大学 ２１９ ２ ３１３３ １ 南京师范大学 ８９ １７ ９９１ １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１８ ３ ２２３７ ３ 南开大学 ８４ １８ ７８７ １９

北京大学 １８６ ４ １７２０ ６ 华南师范大学 ８２ １９ １００５ １４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７２ ５ ２１３０ ４ 东北师范大学 ８０ ２０ ７３４ ２１

南京大学 １６７ ６ １４５２ ８ 西安交通大学 ７９ ２１ ７９８ １８

武汉大学 １３６ ７ １４９２ ７ 暨南大学 ７３ ２２ ３３１ ２９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２９ ８ １１７６ １１ 东南大学 ７２ ２３ ６３６ ２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１８ ９ １２２９ ９ 华中师范大学 ６８ ２４ ９１２ １７

复旦大学 １１６ １０ １１６６ １２ 吉林大学 ６４ ２５ ３２７ ３０

北京理工大学 １１３ １１ １０５９ １３ 中山大学 ６２ ２６ ３７３ ２８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０８ １２ ７１３ ２２ 南京农业大学 ６１ ２７ ５０７ ２４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０４ １３ ２０３０ ５ 西南大学 ６０ ２８ ４１３ ２７

厦门大学 １０３ １４ ９９６ １５ 重庆大学 ５９ ２９ ４８５ ２５

华南理工大学 ９５ １５ １２２２ １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５９ ３０ ４３２ ２６

　　(三)核心作者分布

通过统计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分布,可
以了解该领域作者发文的大体情况,确定该领域的

核心作者,进而实现对该领域的跟踪研究[６],本文将

根据作者的发文数量与被引频次对国内研究生教育

领域的研究作者进行分析.根据统计,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６年发表研究生教育研究相关的文章作者有

９３６０人(包括论文合著者).依照作者的文章被引

数量排序,得出核心作者列表,表３为自新世纪以来

发文总量１０篇以上的作者列表,括号里为被引总

量.表３中被引频次前三十位的作者共发表论文

５６４篇,占总论文量的７．５％.从发表数量和被引总

量统计中可以看出,王战军教授均位居第一,其中发

文共计４１篇比第二位远多出１２篇,王战军教授曾

先后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担任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多所“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的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广泛、研究经验丰

富,综合发文总量与被引总量两项指标,可将其列为

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第一核心作者.从发文总量

看,自新世纪以来发表文章１０篇以上的作者共有

５５位,发文数量总计８３７篇,占所有发文数量７４８４
篇中的１１．１８％.从被引总量看,王战军、穆雷、袁本

涛三人是被引总量前三位且被引均超过６００次.可

３王战军,等:新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与主题



见关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为数众多,目前已

经形成较为稳定的作者群,但有潜力的研究者(发文

２篇以上表明对该领域有一定兴趣,发文１０篇以下

２篇以上有２１７５人)数量巨大.王战军、袁本涛、王
传毅、廖湘阳、罗尧成、张淑林、王知津、裴旭、赵世

奎、马永红为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十七

年内发表了２０篇以上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相关的文

章,他们也是十分著名的研究生教育专家,在研究生

教育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管理、教学经验.

表３　发文总量１０篇以上的作者统计

序号 篇数 作者

１ ４１ 王战军(６６２)

２ ２９ 袁本涛(６５２)

３ ２７ 王传毅(２０３)

４ ２３ 罗尧成(４３２)、廖湘阳(３２４)

５ ２２ 张淑林(２９１)、王知津(２７１)

６ ２１ 裴旭(２８６)、赵世奎(１５８)

７ ２０ 马永红(１３０)

８ １８ 林伟连(３９８)、包水梅(１５７)

９ １７ 赵伟(４６４)、梁传杰(１３４)、葛敬民(１１８)

１０ １６ 许为民(３０３)、张振刚(２８８)、邱均平(９０)

１１ １５ 谢安邦(４６９)、刘惠琴(２５８)、王健(１２０)、罗英姿(１１８)、古继宝(９７)

１２ １４ 李忠(２８４)、陈伟(２５７)、赵军(１６８)、耿有权(１５０)、刘少雪(４５)

１３ １３ 周文辉(２５２)、王雪梅(１８０)、李明磊(１７２)、李军(１５２)、张文修(１５１)、严贝妮(１０１)

１４ １２ 董维春(１５３)、甄良(１４９)、廖文武(１２５)、郑小林(１１０)、沈文钦(１０３)、李云鹏(７７)

１５ １１ 穆雷(６５２)、王孙禺(３４４)、王根顺(１５８)、张乐平(１４５)、王应密(１４４)、姜尔林(１１２)、马桂敏(１１０)、张志强(５１)

１６ １０ 曹健(２２９)、冯斌(１１４)、江莹(９９)、孙健(９０)、李立国(８７)、李勇(８１)、李锋亮(７９)

　注:同一发文数量中作者按被引总量排序,括号里为被引总量.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以及历史演变

(一)研究热点

为了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

系统分析,本研究基于Citespace分析软件构建研究

生教育研究热点与趋势的科学知识图谱,具体结果

如下图１所示.此外,本研究运用文献题录统计分

析工具(SATI)提取关键词,共获取３０个高频关键

词作为研究对象,并对高频关键词的中心性进行排

序,具体结果如下表４所示.图１为研究生教育研

究热点与趋势的科学知识图谱,图中各个圆圈的大

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圆圈越大说明相应

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图１也可以

清晰地表现出关键词共词程度的高低即关键词的中

心性,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中心性越强,该关键词

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的几率越多,该关键词在共

现网络中的影响力自然就越大.从图１中可以看

出,现有期刊文献围绕“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展开

可提出系列高频关键词,根据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

发现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教育质量、研
究生培养、导师队伍建设、招生与就业、德育研究、学
科建设、教育管理和国际比较等多个研究生教育的

热点和研究方向.表４为研究生教育高频关键词的

中心性,中心性越强,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的几率

越多,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则越大.从知识理论

的角度来看,频次和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一般都是一

段时间内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研究

的热点和前沿[７].从关键词的中心度排序来看,“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四
个关键词处于较核心位置,其出现频次与中心度均

位于前四位,表明这五个词不仅出现频次高,与其他

关键词共现率也高,是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最突出

的研究热点.但有的高频关键词不一定匹配高中心

性,例如关键词“博士研究生”虽不如“硕士研究生”
受关注程度高,二者出现频次相似,但中心性低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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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

表４　研究生教育研究关键词中心性排序(前３０位)

中心性 关键词

０．７５ 研究生人才培养(５５９)

０．７１ 专业学位(５５９)

０．７０ 硕士研究生(４８５)

０．６８ 教育质量(４２０)

０．５４ 培养单位(２７２)

０．５０ 培养模式(３４６)、博士研究生(４２５)

０．４６ 学位论文(２５８)、创新能力(２５２)

０．３７ 导师(３４２)、招生(２５１)

０．３１ 思想政治教育(１４５)、对策(１０５)

０．２９ 硕士学位(２４３)、课程设置(２４９)

０．２８ 工程硕士(１８９)、学术科研能力(１１７)

０．２５ 博士论文(２６４)

０．２４ 教育硕士(１５１)

０．２１ 学术型(１０８)、全日制(６７)、改革(１６９)

０．１７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１９０)

０．１５ 联合培养(９３)、学科建设(１３０)

０．１１ 国际化(９３)、教育博士(７８)、培养目标(６４)

０．０９ 研究生教学(６８)、研究生英语(７３)

　注:中心性相同的关键词按其频次进行排序,括号内为关键词的

频次.

为对关键词进行科学的划分,本研究尝试采用

系统聚类的方法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分类.具体计算

方法采 用 离 散 数 据 类 型 中 的 Phi方 (PhiＧsquare
Measure)方法和离差平方和法(WardsMethod),
其基本思想是使得类之间关键词的离差平方和尽量

大,类内离差平方和尽量小.离散数据类型可以设

置分类数据之间的距离,Phi方消除了 Chi方度量

中维数的影响[８].通过运行 Citespace４．０．R５软件

的聚类功能,结果显示大致可将这些关键词分为５
~７类.假设以９类为基础,每组最少有４个关键

词组成,最多有９个关键词组成.本研究结合关键

词的频次、中心度以及科学知识图谱中的聚类功能,
将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归纳为九个研究热

点:研究生教育基本问题、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研
究生人才培养、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研究生招生与就

业、研究生德育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研究生教育管

理和研究生教育国际比较.
(二)研究热点的历史演变

在本研究中将九个研究热点划分为两个类型,
具体如图２所示.

第一种类型:从热点时序图变化情况来看,研究

生教育基本问题、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研究生招生

与就业、学科建设研究、研究生教育管理等主题研究

在十七年中是同时进行的,即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６年

持续成为高频研究热点.其关键词主要包括高水平

大学、价值取向、授权点、教学质量、优秀博士论文、
全日制、招生单位、毕业研究生、跨学科、发展战略、
管理模式、教育管理等等.这些关键词多为宏观层

面的词汇,在理论思想层面带领着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方向,属于研究生教育领域贯穿十七年的“传统热

点”,这也与高等教育的时代发展和我国的政策实施

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提出了«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做出了全面部署.２０００年,为了实现

新世纪高等教育的新发展,促进高等学校进一步增

强质量意识,重视素质教育,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

学建设,全面适应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各

５王战军,等:新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与主题



图２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迁移时序图

级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教育部实施“新世纪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工程”[９].为了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

体系,围绕研究生教育各类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一

直没有中断过,研究生教育质量在学术研究与社会

质疑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和完善.在研究生教育基本

问题的研究上,陈钟颀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

特色归纳为四个方面:我国的学位具有国家学位的

性质、形成了多系统培养的格局、学科结构中理工科

规模 较 大、对 硕 士 学 位 获 得 者 有 较 高 的 学 术 要

求[１０].罗英姿等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

了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分析框架,认为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等应各司其职,妥善处理行政权力、市场等的

关系,共同引领研究生教育变迁的方向[１１].在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研究上,周文辉等自２０１１年起对全国

多所不同层次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了大范围的问卷

调查,从在读研究生的视角来审视研究生教育[１２].
钟秉林认为当前深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关键

是要建立质量导向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人才培

养模式[１３].同时,与教育质量紧密相关的研究生招

生与就业、学科建设研究、研究生教育管理等问题也

持续被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在研究生招生与就业

研究上,张天舒等探讨了硕士毕业生求职行为与就

业结果的关系,基于对某大学８０６名硕士研究生的

调查,从资源动员与行为时间视角,探讨了求职行为

与就业结果的关系[１４].古继宝等以２７５名全日制

工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工

程硕士研究生职业目标对实习效果和就业能力的影

响[１５].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核心职责,谢维和充

分肯定大学中学科建设的意义与价值,但也担心若

对学科的内容、含义及其局限缺乏客观的认识,恐怕

会产生负面的效果[１６].张德祥认为学科建设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内部和外部多方面的

关系[１７].在教育管理问题上,张金福等指出政府对

大学学科建设的介入带来了政府管理“碎片化”问
题[１８].别敦荣等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来自我国研

究生教育发展需求包含科技创新的需求、社会基础

领域的需求、教育区域平衡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自

身发 展 的 需 求、产 业 创 新 驱 动 的 继 续 教 育 发 展

需求[１９].
第二种类型:从热点时序图变化情况来看,研究

生人才培养、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研究生德育研究、
研究生教育国际比较等主题研究分别在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６年中的某一年开始被学者们高频率关注和研

究.其关键词主要包括满意度、人才培养、创新、双
导师制、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学术道德等等.这些

关键词逐渐向中观微观层面转变,这些词出现频次

突然升高也是与当年提出的教育方针或政策制度有

关.研究主题愈加特色化,更为深入.进入新世纪

以来,相当一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本校学科建

设的需要,结合国外导师聘任的惯例开展了导师聘

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其基本趋势就是博导审定程

序进一步简化,对导师的职称、科研能力、学历学位

等学术性要求越来越高.陈桂生透过当年发生的

“博士生炒导师鱿鱼事件”,以社会角色视角分析我

国高等学校中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新事态和

关于师生关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旨在说明按规范

运作的必要性[２０].２００６年以来教育部推动实施了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２００９年,国家大幅度调整学

位类型结构、缩小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增加专

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推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教育等新举措,至此如何培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就成为教育界关注的话题,不同学科专业学

位研究生定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胡建华指出

人才的高水平、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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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的根本要求所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进一

步重视人才培养理念的不断更新、人才培养结构的

不断协调、人才培养制度的不断改革[２１].２０１０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若干意见»,旨在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

质,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心理健

康、思想政治教育、党建教育等多个角度研究研究生

德育问题.白清平等从观念层面、内容层面、形式层

面和人员层面上分析了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２２].此外近年来,从高校争先要求

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到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驱使国

内学者们时常与国外高校进行比较,汲取国外高等

教育的优良经验,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关键词与国

际化共现程度增高.史秋衡探究了德国双元制应用

型硕士的培养机制,并从转变认知、开设专业及借鉴

模式等方面对我国应用型硕士培养提供建议[２３].
王传毅等对加拿大大学跨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实践与

特色作了系统研究,建议我国在借鉴加拿大经验时

需充分考虑国内学科目录设置和院系权力分布特征

等现实问题[２４].

四、结论与趋势

(一)发文期刊广而集中,非教育类期刊增多

从数量来看,十七年发表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相

关论文数量总体呈高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达

７％左右.研究生教育研究目前已形成了常用的较

为稳定的发文载体,«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载文

数量每年均在１５０篇以上,连续十七年位居第一,
«研究生教育研究»紧随其后位列第二.根据期刊的

统计结果可知,刊载的期刊主要集中但不限于教育

类的核心刊物,一些学科、学报类的期刊也十分重视

刊载研究生教育研究方面的论文成果,这说明研究

生教育研究的相关主题正得到较多学科领域的关

注,有形成学科交叉、共同研究的趋势.
(二)研究机构趋于多元化

在发文作者所属单位来看,原“９８５工程”高校

和原“２１１工程”高校为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的主要

学术生产机构,这与其研究生的办学规模和实力是

高度一致的.从学校类别来看,综合性高校、理工类

高校的研究成果颇丰、分庭抗礼,师范类高校紧随其

后.这些排名靠前的高校研究生教育办学历史长、
研究生规模大、在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较多,伴

随开展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也相对较多,对于整个研

究生教育研究具有引领作用.总体来看,参与研究

生教育研究的研究机构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院校

之间的合作也日益频繁,机构种类也呈现多元化

趋势.
(三)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年轻化学

者增多

自新世纪以来,在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发表上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人员群体.核心作者基本来

自原“９８５”高校,结合被引总量与发文数量,可以判

断出原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王战军

教授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首要核心作者.袁本涛、
王传毅、廖湘阳、罗尧成、张淑林、王知津、裴旭等为

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他们也是十分著

名的研究生教育专家,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具有丰富

的研究、管理、教学经验.此外,有潜力的研究者数

量巨大,博士后、博士生为代表的新生研究力量占比

增多,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他们也将

引领研究生教育研究新潮流.
(四)研究主题愈加贴近研究生教育发展实践

从研究主题来看,可以将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

的关键词归纳为九个研究热点、两种类型.自新世

纪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研究生教育体

系,并逐步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转

变,研究者们也一直在不断深入探究研究生教育的

基本问题、教育质量、学科建设、教育管理、招生与就

业等内容.这些主题研究从２０００年持续到２０１６年

成为高频研究热点,构成第一类型.此外,受时下前

沿热点、国家教育方针或政策制度的影响,一些有特

色的研究内容从某一年开始会被学者们高频率关注

和研究,例如导师队伍建设研究、德育研究、学科建

设研究、国际比较等主题研究,这些主题为第二类

型.对关键词的属性展开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在前

五年关键词多为较宏观空泛的词语,“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学科建设”“培养模式”“专业学位”等关键

词出现的频次一直较高.后五年逐渐出现了中观微

观层面的词语,愈渐追求理论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实践相结合,尤其是后两年体现时代特色的词语

出现频率增高,例如“创新能力”“立德树人”“中国特

色”等.每年若有新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进入前２０
位,必与当年提出的教育方针或政策制度有关[２５].
研究主题愈加特色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国
际化与本土化研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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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７,４８４CSSCIsourcejournalpapersonpostgraduateeducationpublishedsincethebeginningofthenewcentury
intheCNKIastheobjects,theauthors,withbibliometricalapproaches,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statusquoofthestudy
fromthreedimensionsofthedistributionofthepapersinmajorperiodicals,coreresearchinstitutes,andkeyresearchers．In
addition,theauthorsalsoanalyze,withvisualizationapproachesonthemapofscientificknowledge,thehotresearchtopicsand
thechangesofthetopicsonpostgraduateeducation．Aftertheanalysis,theauthorsfindthatthehottopicsdrawingsustained
attentionarebasicissuesrelatedtopostgraduateeducation,educationquality,personneltraining,enrollmentandemployment,

and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Theresearchhottopicsthatdrewcloseattentionofscholarsatdifferenttimesinthe

past１７yearsaretheconstructionofthesupervisingteam,ideologicaland moraleducation,disciplineconstruction,and
comparisonwithothercountries．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literatureresearch;bibliometrics;mapofscientificknowledge

８ 王战军,等:新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与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