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期[总第４６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４

Aug．,２０１８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Ｇ１６６３(２０１８)０４Ｇ０００９Ｇ０５

第十二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政策解析

姚　云,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７Ｇ０５
作者简介:姚云(１９６４－),男,四川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钟秉林(１９５１－),男,北京市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社会需求变化与学位授予体系发展前瞻研究”(课题批准号:

１５JZD０１４)

摘　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能够起到高校入门开展研究生教育和保障质量的把关作用.在全面分析第

十二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启动背景和文件框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本次学位授权审核政策新要点:制定了

２４７个授权审核标准,坚持以高标准对开展研究生教育高校进行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权审核实行全国统筹,

根据区域和民族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特殊情况,学位授权审核标准对它们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明细了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和省级学位委员会在学位授权审核中的各自权责,依法落实办学自主权,对２０所高校进行自主

审核试点;在审核程序、审核人员聘选资格、公示以及申诉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学位授权审核的公

正、公平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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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关
于开展２０１７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
(学位[２０１７]１２号),标志着我国第十二次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正式启动,而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国

务院学位办发布«增列博士、硕士授予单位及其学位

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标志着第十二次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审核工作完成.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是我国学位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依据申请、专家

评议结论和省级学位委员会推荐意见,批准可授予

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

的学科(含专业学位类别)的审批行为”[１].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审核事关高校办学向高层次发展和省市

高校资源配置等重要问题,备受高校重视;同时它又

关系到区域优质高等教育布局和科技平台搭建与人

才竞争的大问题,颇受社会和地方政府关注.

一、启动背景

我国自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并依据１９８０
年２月１２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有
关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１９８１年启动了全国第

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到２０１８年已开展了十

二次.截止２０１７年,我国现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４０１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７２８个博士一级学

科授权点２９３２个,二级学科授权点５３４个;硕士一

级学科授权点５５６４个,二级学科授权点２５７６个;专
业学位博士授权点１３５个,硕士授权点７２８１个.３１
个省(区、市)均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总体而

言,我国基本建立了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并重,地区覆盖全面的学位授权体系”[２],为高

层次人次培养和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２０１０年开展第十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后到２０１６年,６年没有再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研究生教育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呼吁早

日启动新一轮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作出

了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
出了依法治国、五大发展理念和转变政府职能等一

系列战略发展理念,对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提出

了新要求.它集中反映在过去通过数量指标控制规

模增长的授权审核方式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准入

规制不同,各省市和高校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强烈诉

求与研究生授权审核条件脱节,学位授权行政审批

程序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一致等问题.目前我

国研究生教育正从大国向强国迈进,如何更好地实

现“服务需求、提高质量、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
的未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核心任务,迫切

需要启动第十二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为了达到这次学位授权审核的预设工作目标,

国务院学位办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就采取措施,启动了学

位授权审核工作的相关调研和准备工作.一方面,
国务院学位办通过委托课题和教育部发布重大招标

课题,依靠专家智慧和研究团队对学位授权审核需

求进行摸底.课题组通过对６３位国务院学位委员

中超过半数的３８位委员进行一对一访谈;选取以上

海、广东、福建为东部,以湖南和湖北为中部,以陕西

和新疆为西部,对我国东中西部７省市不同层次和

类型的６２所高校领导、研究生院/处负责人进行了

问卷与访谈,了解不同地区不同高校对研究生教育

发展的不同需求;先后访谈和调研全国其他９个省

市,征求它们对学位授权审核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

意见.课题组在基本掌握了各省市学位授权审核需

求的基础上,向国务院学位办提供了多份访谈与调

研报告.另一方面,国务院学位办多次组织国内专

家对“深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意见”等
多份文件进行了多次研讨,先后听取３１个省级学位

办和５０多所不同地区与不同类型高校的意见,并成

立２个工作组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分别在兰州和南京对

西北片区和中部片区,在广州和云南对沿海片区和

西南片区的省市学位办主任和所在地高校对学位授

权审核文本征求意见.总之,国务院学位办在启动

第十二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前,已充分掌握了第一

手开展新一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基础材

料,对各省市和不同层次与类型高校的学位授权审

核需求有了充分认识.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组织专家的论证和多个课题

组的调研和访谈,２０１５年底完成了２０１６年１月８

日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文

件(送审稿)三份:«关于深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办法改革的意见»«关于＜关于深化博士硕士学位授

权审核办法改革的意见＞的起草说明»和«坚持放管

结合,强化内涵发展,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再上新台

阶».２０１６年底完成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文件(送审稿)二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审核办法»和«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这些

送审稿等文件的形成与完善,标志着新一轮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审核启动前期工作已准备就绪.

二、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文件框架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召开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会上有关学位授权审核的主体文件

包括«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送审稿)和«学
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送审稿)»两份.

(一)«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送审稿)[１]

该文件共有七章三十五条.第一章的“总则”含
七条,包括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的法律依据、基
本原则、分类审核等;第二章“组织实施”含四条,包
括组织审核主体、基本组织方式等.第三章“新增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审核”含四条,包括审核高校范

围、审核程序等.第四章“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审

核”含三条,包括审核原则、审核程序等.第五章“自
主审核单位新增学位点审核”含八条,包括自主审核

地位资格、审核基本程序、自主审核基本条件、自主

审核单位复审、取消自主审核资格等.第六章“质量

监督”含六条,包括暂停新增学位点审核条件、暂停

省市区所属院校新增单位授权审核条件,授权审核

违规处罚等.第七章“附则”含三条,包括中国人民

解放军各学位单位等学位授权审核规定、学位授权

审核解释权归属、授权审核新办法实施时间.
(二)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送审稿)[３]

该文件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学位授

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送审稿)»等说明,重点介绍了

“编写过程”和“主要内容”.第二部分,«新增博士学

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对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在“硕士学位授权年限、办学定位与特色、师资队

伍与水平、人才培养与质量、科学研究与贡献、学校

整体条件与支撑、研究生管理与服务”等作了规定.
第三部分,«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
对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在“学士学位授权年限、办
学定位与特色、师资队伍与水平、人才培养与质量、
科学研究与贡献、学校整体条件与支撑、学生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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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作了规定.第四部分,«自主审核单位申请

基本条件»,对“办学定位与特色、综合办学实力和学

科水平、师资队伍与水平、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科
学研究与贡献、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生管理与服

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第五部分,«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包括“１０１个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１０１个一级学

科硕士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６个专业学位类别博

士学位点申请基本条件、３９个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点申请基本条件”.每一个一级学科的博士或硕

士授权点和专业学位基本都从“学科方向与专业特

色、学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培养环境与条件”等
四个方面作了定量和定性的规定.第五部分所占篇

幅最大,可以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和“全国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３０００多

位专家智慧的结晶.

三、学位授权审核新要点

为了更好地满足“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研究

生教育发展要求,贯彻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这次学

位授权审核新要点主要体现在:
(一)标准先行,质量为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符
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

平等权利”.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高校,只要达到从

事研究生教育条件与标准的任何高校就有权申报,
这与过去按省市投放新增授权单位指标或按经济发

展水平的区域分配新增授权单位指标的做法是完全

不同的.第十二次学位授权审核设置了“新增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和“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申请基本条件”根据不同高校从事研究生教育的

层次,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和“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

基本条件”按照研究生教育«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目录»规定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分为

“博士学术学位学科审核标准”“硕士学术学位学科

审核标准”“博士专业学位审核标准”和“硕士专业学

位类别审核标准”四大类２４７个分类标准.实施准

入条件,是对任何一所高校申请开展研究生办学水

平的入门标准,只要达到准入条件的高校,都有申报

开展相应层次和相应学科学位授予的权力.
为了贯彻“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十三五”时

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理念,第十二次学位授权审

核对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位授权标准制定了较高标

准.如以学位授权的单位标准为例,申请博士学位

授权审核单位含四条定量标准:专任教师中具有博

士学位教师的比例不低于４５％,全日制在校学生人

数与专任教师比例不超过１６∶１,近５年师年均科

研经费不低于１０万元,近５年生均经费收入不低于

４万元;申请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单位也有四条定量

标准: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２５％,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的比例不低于８０％,
在校学生人数与专任教师比例不超过１７∶１,拟聘

导师中应有一定比例的双师型教师、行业、企业专

家,近５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低于４万元,生均经

费收入不低于３万元.显然,这些定量标准在已经

开展研究生的部分高校也未必能够达到,制定高标

准其目的就是要能真正贯彻以质量为核心的研究生

教育,提高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准入标准,就是要

把好研究生教育的入口关.
(二)全国统筹,区域协调

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引导高校合理分层分

类办学,基于全国目前１２１９所本科院校中具有硕士

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别为７２８和４０１个的现状,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分层办学的基本经验,统筹指导

我国高校学士、硕士和博士授予单位的合理分层,设
置相应分层比例的“天花板”,引导高校办学合理定

位和高效利用教育资源,促使高校更好地服务国家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我

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西部地区研究生教

育较东部地区相对落后.为了更好地服务西部高校

和少数民族高校高层次办学需求,第十二次学位授

权审核确定的政策倾斜包括三类高校:
第一,西部高校.西部高校在申请新增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授权点时,申请标准可降

低２０％;
第二,民族高校.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

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六所民族高校在

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授权点时,
申请标准可降低２０％;

第三,单科性等高校.艺术体育类、农医类和文

科单科性高校,在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和学位授权点时,给出了区别性政策倾斜措施.如

这类高校在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时,专任教

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由普通高校不低于

４５％降为艺术体育类高校比例不低于２０％,全日制

在校学生人数与专任教师比例由普通高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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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降为艺术体育类高校比例应不超过１２:１,近５
年师年均科研经费由普通高校不低于１０万元降为

农医类高校不低于６万元,文科单科性高校和艺术

体育类高校不低于２万元.近５年生均经费收入由

普通高校不低于４万元提高为艺术体育类高校不低

于７万元.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单位时,专
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由普通高校不低

于２５％降为艺术体育类比例不低于５％.在校学生

人数与专任教师比例由普通高校不超过１７:１提高

到艺术体育类比例应不超过１５:１.近５年,师均年

科研经费的普通高校不低于４万元降低到文科单科

性高校和艺术体育类高校不低于１万元.生均经费

收入由普通高校不低于３万元提高到艺术体育类高

校不低于４万元.
申请标准的部分降低,既是我国国家战略发展

和区域协调需要,也是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需要.
西部高校和少数民族高校可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优
化区域研究生教育结构布局,在学科、民族、文化、经
济等体现特色,与东部高校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三)权责分明,试点创新

通过明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

和学位授予单位的职责,促进学位授权与研究生培

养的有效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
其有关规定,学位授权审核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

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新增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和博士硕士授予

点基本条件;委托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新增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初审;组织专家对各省拟新

增的博士授予单位进行复审;审议批准新增博士、硕
士学位授予单位.省级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统筹制定本地

区新增学位授予单位规划,确定立项建设单位,按照

立项、建设、评估和验收的程序分批安排建设.省级

学位委员会对申请学校资格和材料进行核查;对符

合申请条件的学校进行评议;组织召开省级学位委

员会会议确定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初审意见和拟

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学位授予申请单位应

实事求是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不得拼凑申请,申
报材料和数据须真实可信,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对

在评审过程中存在材料弄虚作假、违反评审纪律和

影响专家评审的学位授予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取消

其申请资格.
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主动服务高校需求,

激发培养单位办学活力,试点创新学位授予单位学

位授予自主权,支持部分高校办出世界一流水平和

一流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制定自主审核单

位申请基本条件,组织专家对符合自主审核基本条

件的大学进行评议,经公示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审议批准自主审核单位名单.自主审核单位按照本

单位自主审核硕士办法和审核标准开展审核工作,
并将本单位当年拟新增学位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自主审核单位可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趋势

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探索以前沿问题或重大科学、
重大工程问题为导向自主设置新兴学科、交叉学科,
自主确定硕士生与博士生招生比例和自主进行学位

授权审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开展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试点高校,每６年进行一次复审,对已不再符合

申请基本条件的单位取消自主审核资格.
(四)程序透明,评审公正

学位授权审核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部署,
进行常态化审核和严格的授权审核制度建设.改变

过去由不固定的２年、３年或４年一次,甚至最近一

次已长达６年没有开展学位授权审核的问题,«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明确指出,今后的新增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学科授权审核拟每三

年开展一次,学位授权动态调整每年一次.学位授

权审核在程序上采取“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学

位授权审核标准→②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向省级学位

委员会提交申报材料→③省级学位委员会对申请单

位的资格和材料进行审查→④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

专家对符合条件的单位进行评议,提出拟新增学位

授予单位与学位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⑤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委托专家进行评议(省级学位委员会推

荐的符合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条件的学校,直接

确定为拟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⑥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审议批准”等步骤,保证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

程序透明.
为了保证评审制度的公正,对每一个评审环节

在专家资格、人数、投票通过要求等做出了具体明确

规定,并通过“省级学位委员会对申请单位材料公

式”“省级学位委员会专家评审结果公示”和“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结果公示”三次公示创造

公正的评审环境.公示时间和评议的异议处理也做

出了明确规定.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省

级学位委员会推荐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行评

议,专家的选聘范围要求是“博士学位授权高校领

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副主任委员

及秘书长范围内选聘”;如公示时间的要求,“省级学

位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学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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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拟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推荐名单,
在经不少于５个工作日公示后,报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拟新增博士硕士授予单位

名单向社会进行为期１０个工作日的公示,并按有关

规定对异议进行处理”[４].为了更好地促使各省市

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开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首次

组织由国务院学位办和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于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１０月分别对东北片区和西南片区学

位授权审核进行了督查,确保各省市学位授权审核

工作的公平和公正.

四、结语

第十二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以２０１８年５月２
日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关于２０１７年审核增列

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的

通知”为标志.根据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召开的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了２０１７年审核

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新增学位授权

点名单,“北京工商大学等７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４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自批

准之日起,可开展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工作”;“中国

民航大学等２１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同大学

等２５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需进一步加强建设、补
短板强弱项,待其办学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能力达到

相应要求,并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查后,再开展

招生、培养、授予学位工作.”[５]另外,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２０所高校获准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当前正值我国经济转型如火如荼,社会法治建

设提速,科技创新变革加剧之际,国家实施了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制度创新强国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

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推动理论、制度、科教

和文化创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

列发展战略和文件.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战略等需

要,在国务院学位办精心策划和努力工作下,我国第

十二次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准备工作时间长、参与

专家广、征求各省市意见全、制定授权审核标准多,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学位授权审核将会在研究生教

育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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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就业已经逐渐成为高校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对保障学术型硕士就业

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在学术融合中多开展基于问题的学习,积极参加学

术项目实践,充分利用创新研究基金,经常与导师交流沟通等能显著提高认知性就业质量与情感性就业质

量;在社交融合中参加国际化活动,多利用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职业规划课程训练,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等也对两类就业质量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文章对学术型硕士如何适应未来职场需要、提

高两类就业质量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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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稳步增长的新常

态.在此背景之下,高等教育机构需要确保所培养

的人才更符合社会和产业界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新兴

科技、未来产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从教

育部、国家统计局相关公报数据来看,２０１６年我国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４２．７％[１],２０１７年达到

４５％[２],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已逐步接近普及化阶段,
更多学生接受了本科教育;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近些

年我国一直在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依据国家统计年

鉴中在校生规模进行测算[３],１９９７年本硕博比例约

为５０∶３∶１,而近十年基本稳定在５０∶５∶１,这说明

有较多本科毕业生进入了高一层级深造.总体来

看,受人均 GDP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和追求深造的意愿不断增强等因素影响,相当一部

分本科生毕业后都选择了升学读研而非直接就业.
根据教育部各直属高校发布的２０１７年高校就业质量

报告,７５所高校中已有２７所本科毕业生的深造比例

超过５０％,进一步测算发现,直属高校本科生的平均

直接就业率① 为４８．９４％,而硕士和博士分别高达

８９．１５％和８４．０１％[４].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研究生

就业已经逐渐成为高校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
同时,在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方面,国家已将研

究生学位类型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根据培养目

标,学术型硕士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为

核心[５],应逐步成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性学位,而
以培养实务部门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的专业学位教育将逐步成为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



体,但这需要一个发展和调整的过程.虽然专业硕

士招生规模不断增加,２０１７年已经超过硕士研究生

总体招生规模的６０％[２],但学术型硕士还是占有很

大比例,并且大部分毕业后要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调研发现:专业硕士的平均直接就业率为７７．８％,学
术型硕士的平均直接就业率也高达７６．４％,升学比

例仅为１１．４１％② ,说明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学术

型硕士仍然也是硕士研究生就业的主体力量.其培

养过程和就业状况是否有效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

的创新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目前在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的衡量上,国内外

学者和研究机构做了多方面研究.从现有文献看,
多数研究是以学生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和评价主

体,选取的衡量指标各有侧重.总体上毕业生就业

质量指标可以划分为认知性和情感性两类,认知性

就业 质 量 (CognitiveEmploymentQuality,简 称

CEQ)包括起薪、单位录用函数、工作稳定性、劳动

力市场等级等客观指标,情感性就业质量(Affective
EmploymentQuality,简称 AEQ)包括就业满意度、
工作与期望匹配度、工作对未来职业发展重要性等

主观指标.此外,还有部分研究分析了影响研究生

就业质量的学生个体因素、高校教育因素和社会需

求因素.如季俊杰、高雅的实证研究表明,女硕士毕

业生的客观就业质量高于男硕士毕业生归因于女生

就业环境的改善,而主观就业质量低于男硕士毕业

生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传统两性社会分工的影

响[６].张瓅尹、罗铁辉等人认为由于导师更了解研

究生所具备的学术优势和行业优势,因此导师在提

高研究生就业质量方面有特殊优势[７].侯士兵、沈
延兵、沈燕明提出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就

业引导教育缺失问题并对此提出改善建议[８].缪

园、黄莹提出应按照不同专业的行业需求特点构建

研究生的就业能力结构[９].然而相关研究对于学术

层面和社交层面的关注还不够,且缺乏理论支撑.
基于此,本文以个体—环境互动理论为基础,借

鉴帕斯卡雷拉(E．T．Pascarella)关注学生主体投入

与感知学术环境和社交环境对学生发展影响的研究

思路,探讨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对学术型硕士高质

量就业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学术型研究生就业质量

提供实证依据和实践启示.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个体—环境互动理论

个体—环境互动理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兴起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属于学生发展理论的范

畴.该理论将大学环境因素与学生背景因素分开来

探究学生的发展过程,指出外在环境与学生发展成

长的关系,强调学生与院校环境互动对教育效果产

生的影响[１０].
高校教育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在校大学生与

高校环境之间的互动契合,因此高校必须要给予在

校大学生一个具有充分挑战并且足够支持的均衡环

境,才 能 有 效 达 成 这 一 目 标[１１].阿 斯 汀 (A．W．
Astin)认为高等教育的效果是学生家庭和经历等背

景因素与高等教育提供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
提出输入—环境—输出模型[１２].阿斯汀的研究进

一步指出,环境包括大学的学术氛围和社会交往等,
并强调了环境中“学生参与”的重要性,学生参与的

质量和数量对学生生长成才起到关键的作用[１３],学
生在学校任务、活动中投入的体力和心力越多,其收

获越大[１４].汀托(V．Tinto)对学生参与如何影响教

育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学生参与进一步分为

“学术融合”和“社交融合”.帕斯卡雷拉认为学生参

与不仅包括个体的投入状况,考虑学生的能动作用,
即“努力的质量”,也包括学生对院校环境的感知,并
在将院校环境分为有益于学生发展的互动环境、课
内外环境等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评价高校环境对

学习和认知发展的一般因果模型[１５].
(二)研究假设

个体—环境互动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人

才培养质量评价、院校研究、职业生涯教育以及学生

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与实践中,运用该理论

分析学术型研究生就业质量问题具有适切性:１、大
学生作为完整的个体,经过高等教育后其在品德、智
力、知识、情感、能力、心理等各方面获得普遍提升和

发展,不仅表现在学习成绩、能力提升、荣誉获得等

直接的学习效果上[１６Ｇ１７],还表现在大学生的社会化

等方面.魏德曼等人(J．C．Weidman)认为职业选

择、生活方式、价值观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产出要

素[１８],以职业选择的质量作为学术型硕士发展的输

出变量是把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测评指标从高

等教育领域进一步延伸到劳动力市场当中.２、利用

个体—环境互动理论可以将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和学术兴趣、工作经验、免试推荐等背景因素与大学

环境因素分开来探究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３、
与本科生相比,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氛围和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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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更为活跃和重要.
综合该理论研究者的观点,学术融合与社交融

合强调学生对学业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投入与价

值感知.学生带着自己的特质、技能、目标和愿景进

入大学后,与同学和老师交往融合,参与学术和社交

活动,投入努力与精力并不断体验和感知活动的价

值,并且在与学术环境系统和社交环境系统的融合

中整合资源并融入到自身行为模式中,进而不断调

整之前的目标和愿景[１９].积极正向的融合使他们

自身发展目标与高校培养目标匹配,在两大系统中

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自我,而消极负面的融合则使他

们不合群或者感到被孤立,产生倦怠学习情绪进而

影响学习效果和职业选择.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学术融合和社交融合正向影响学术型

研究生的认知性就业质量.
假设２:学术融合和社交融合正向影响学术型

研究生的情感性就业质量.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设计

研究设计中在控制个人特征和教育特征的基础

上,按照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培养环境的特点,试图考

察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对毕业生两类就业质量的影

响(解释变量说明见表１).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代表情感性就业质量、

起薪代表认知性就业质量.
(１)个人特征.是指研究生入学前的特质、技能

以及入学动机.测量指标为:性别、年龄、高考生源

地、学术兴趣、工作经验、免试推荐生.
(２)教育特征.是指研究生就读高校和专业特

征.测量指标为:学校层次、专业类别、专业的社会

需求、学术背景延续.
(３)学术融合.包括对学术系统中课程、教学、

学术项目实践、文章发表和师生交往等活动的参与

和感知.测量指标为:选择学习的课程学术性、基于

问题的学习数量、可支配的创新研究基金数量、参加

学术项目实践数量、与导师交流沟通频率、发表核心

期刊文章数量、学习成绩.
(４)社交融合.包括对社交系统中一系列国际

化活动、就业服务活动和能力锻炼的参与和感知.
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影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将更趋向于高认

知性、高创造性的特征.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适合

新的劳动力市场特征需要的人才将对毕业生就业产

生影响,课题组通过对１１２０家用人单位的调查显

示③ ,用人单位认为学术学位学生急需提升的５项

能力分别是适应和反应能力、组织领导力、逻辑分析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反思和批判性思维.具体而言

社交融合的主要测量指标如下:参加国际化活动、参
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校园招

聘和就业信息利用、反思和批判性思维、适应和反应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领导力、逻辑分析能力.
表１　解释变量说明

解释变量名称 说明

个人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年龄 连续变量

高考生源地 西部地区＝２,东部地区＝１,中部地区(对照组)＝０

学术兴趣 指入学动机源于对学术感兴趣,有＝１,无＝０

工作经验 指硕士入学前有一年以上(含一年)工作经验,有＝１,无＝０

免试推荐生 指硕士入学方式为免试推荐,是＝１,否＝０

教育特征

学校层次 “９８５”高校＝２,“２１１”高校(指除“９８５”高校以外的“２１１”高校)＝１,一般院校(对照组)＝０

专业类别 工科＝３,理科和医科类＝２,经管类＝１,人文类(对照组)＝０

专业的社会需求 指社会对本专业的需求度比较高或非常高,是＝１,否＝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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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背景延续 指本科与硕士所学专业为同一或相近学科领域,是＝１,否＝０

学术融合

选择学习的课程学术性 指选择学习的课程内容学术性比较强或非常强,是＝１,否＝０

基于问题的学习数量 指基于问题的学习比较多或非常多,是＝１,否＝０

可支配的创新研究基金数量 指学生可支配的科研创新基金比较多或非常多,是＝１,否＝０

参加学术项目实践数量
指跟随导师课题在实验室进行科研项目实践训练或在导师项目合作企业进行科研训

练比较多或非常多,是＝１,否＝０
与导师交流沟通频率 指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与导师交流,获得导师的指导,是＝１,否＝０

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量 指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在(SCI、SSCI、CSSCI)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是＝１,否＝０

学习成绩 指学习成绩排名在专业前２０％,是＝１,否＝０

社交融合

参加国际化活动
指学术学位就读期间参加国际化活动,如国际项目、国际比赛、国际课程、海外交流等,

是＝１,否＝０
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

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
指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比较多或非常多,是＝１,否＝０

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利用 指利用学校开展的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发布比较多或非常多,是＝１,否＝０

反思和批判性思维
指用人单位认为的学术学位学生需要继续提升的反思和批判性思维,经过学术学位培

养学生提升的幅度比较大或非常大,是＝１,否＝０

适应和反应能力
指用人单位认为的学术学位学生需要继续提升的适应和反应能力,经过学术学位培养

学生提升的幅度比较大或非常大,是＝１,否＝０

团队协作能力
指用人单位认为的学术学位学生需要继续提升的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学术学位培养学

生提升的幅度比较大或非常大,是＝１,否＝０

组织领导力
指用人单位认为的学术学位学生需要继续提升的组织领导力,经过学术学位培养学生

提升的幅度比较大或非常大,是＝１,否＝０

逻辑分析能力
指用人单位认为的学术学位学生需要继续提升的逻辑分析能力,经过学术学位培养学

生提升的幅度比较大或非常大,是＝１,否＝０

　　(二)数据处理工具与样本

研究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２１．０进行数据的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以进一步的探

明各变量间的内在关系(见表２).数据来自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及实

现高质量就业路径研究»课题组对２０１５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调查的部分就业数据,选取就业类型为国内

工作、出国出境工作和服务国家和地方的服务基层

项目的２０１５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作为分析对象,有
效样本５４３４份,其中男生占比４４％,平均年龄２６．５
岁,高考生源地区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占４８％、

４５％和７％.“２１１”高校占２７％、“９８５”高校占１７％、
一般院校样本占５６％.人文类占２１％、经管类占

２１％、理科和医学类占１８％、工学占４０％.３４％的

学生有学术兴趣,９１％硕士入学前没有工作经验(或

工作经验不足１年),１９％免试推荐生录取攻读研究

生,８９％本科与硕士所学相同(或相近)学科领域.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与情感性就业质量

或认知性就业质量显著相关,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就

业呈现如下基本特征:２０１５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

月起薪均值为５０１１元,其中５７％就业满意度高.
学术融合维度中,学术型硕士可支配的创新研究基

金数量、参加学术项目实践数量、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数量较少.社交融合维度中,学术型硕士参加国际

化活动、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

练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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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分布(n＝５４３４)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

偏差

与起薪对数

的相关性
Sig．

与就业满意

度的相关性
Sig．

起薪对数 ８．５２ ０．４３１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

就业满意度 ０．５７ ０．４９５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男生 ０．４４ ０．４９６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１

年龄 ２６．５ ０．５１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高考生源地(中部地区为对照组)

东部生源 ０．４８ ０．５０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３

西部生源 ０．０７ ０．２５０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工作经验 ０．０９ ０．２８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４７１

免试推荐生 ０．１９ ０．３９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０

学术兴趣 ０．３４ ０．４７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学校层次(一般院校为对照组)

“２１１”高校 ０．２７ ０．４４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２８７

“９８５”高校 ０．１７ ０．３７３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专业类别(人文类为对照组)

经管类 ０．２１ ０．４０４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理科/医学类 ０．１８ ０．３８８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工学 ０．４０ ０．４８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４

专业的社会需求 ０．６５ ０．４７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２８７ ０．０００

学术背景延续 ０．８９ ０．３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７０

选择学习的课程学术性 ０．７２ ０．４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２０２ ０．０００

基于问题的学习数量 ０．５６ ０．４９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０

可支配的创新研究基金数量 ０．２３ ０．４２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

参加学术项目实践数量 ０．３０ ０．４５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１９

与导师交流沟通频率 ０．７７ ０．４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４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７

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量 ０．２０ ０．３９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３

学习成绩 ０．６６ ０．４７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４１３

参加国际化活动 ０．２３ ０．４２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６

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 ０．１４ ０．３４７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３

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利用 ０．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０

反思和批判性思维提升 ０．７７ ０．４２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

适应和反应能力提升 ０．７９ ０．４０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０．７８ ０．４１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０

组织领导力提升 ０．７９ ０．４０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０

逻辑分析能力提升 ０．７９ ０．４０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

　　(二)学术型硕士认知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使用起薪作为 CEQ 的观测指标,按照

国际上常用做法,以起薪对数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

性逐步回归模型.统计检验结果F＝６５．１４６(p＜
０．００１,n＝５４３４),修正的拟合优度０．２０６,模型估计

的标准误差０．３９０,表明模型在p＝０．００１的水平上

８１ 于苗苗,等: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对学术型硕士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



通过显著性检验,进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整体上对

起薪对数有一定的解释力.
根据回归模型(见表３),在控制了性别、年龄、

高考生源地、学术兴趣、工作经验、免试推荐生等个

体特征和学校层次、专业类别、专业的社会需求、学
术背景延续等教育特征后,毕业生的 CEQ 受到以

下因素的显著影响:在学术融合方面,基于问题的学

习数量、参加学术项目实践数量、学习成绩均正向影

响毕业生的起薪.在社交融合方面,参加国际化活

动、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利用、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

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逻辑分析能力、反思和批判

性思维均正向影响毕业生的起薪.
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男性硕士毕业生的起薪

显著高于女性.年龄越小的毕业生越容易获得高起

薪.与中部生源地区相比,东部生源的起薪更高.
免试推荐生起薪高于报考录取和调剂录取的学生.
与一般院校相比,“２１１”高校和“９８５”高校的毕业生

起薪更高.与人文类专业相比,经管类和工学毕业

生的起薪更高,而理科/医学类的起薪更低.学术背

景延续的毕业生比跨专业的起薪更高.社会需求高

的专业其毕业生的起薪也更高.

表３　认知性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模型逐步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系数 标准误差 显著性

个人特征

(常量) ８．２４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男生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年龄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高考生源地(中部地区为对照组)

东部生源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免试推荐生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

教育特征

学校层次(一般院校为对照组)

“９８５”高校 ０．２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１”高校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专业类别(人文类为对照组)

理科/医学类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经管类 ０．２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工学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学术背景延续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专业的社会需求 ０．１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９

学术融合

基于问题的学习数量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参加学术项目实践数量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学习成绩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社交融合

参加国际化活动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利用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逻辑分析能力提升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反思和批判性思维提升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F ６５．１４６∗∗∗

R２的修正值 ０．２０６
估计的标准误差 ０．３９０

样本量 ５４３４

　　(注:∗∗∗ 表示p＜０．００１,∗∗ 表示p＜０．０１,∗ 表示p＜０．０５.)

　　(三)学术型硕士情感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使用就业满意度作为 AEQ 的观测指

标,构建以就业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其

为二分类变量(就业满意度高＝１,就业满意度低＝

０),因此适用 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逐步回归的

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系数综合检验卡方值６６６．
１９２(p＜０．００１),－２ 对数似然值 ６８０５．１０７,模型

HosmerandLemeshow拟合度１２．４６８(df＝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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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n＝５４３４)模型正确预测率为６５．９％,表明模型

在p＝０．００１水平上达到显著,模型拟合较好,进入

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整体上对高就业满意度具有一定

解释力.
根据回归结果(见表４),在控制了性别、年龄、

高考生源地、学术兴趣、工作经验、免试推荐生等个

体特征和学校层次、专业类别、专业的社会需求、学
术背景延续等教育特征后,毕业生的 AEQ 受到以

下因素的显著影响:在学术融合方面,选择学习的课

程学术性、可支配的创新研究基金数量、与导师交流

沟通频率、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量均正向影响毕业

生的就业满意度.在社交融合方面,参加国际化活

动、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利用、团队协作能力均正向

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此外,年龄越小的毕业生越容易获得高就业满

意度.与中部生源地区相比,东部和西部生源获得

高就业满意度的几率更大.有学术兴趣的学生比没

有学术兴趣的学生更容易获得高就业满意度.免试

推荐生获得高就业满意度的概率高于报考录取和调

剂录取的学生.与一般院校相比,“２１１”高校的毕业

生获得高就业满意度的几率更小.经管类和理科/
医学类毕业生获得高就业满意度的概率低于人文类

专业毕业生.社会需求高的专业的毕业生获得高就

业满意度的几率更大.
表４　情感性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逐步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名称 系数 显著性 概率比

个人特征

常量 －０．７５４(０．１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０
年龄 －０．１２９(０．０５９) ０．０２７ ０．８７９

高考生源地(中部地区为对照组)
东部生源 ０．１６８(０．０６１) ０．００６ １０．１８２
西部生源 ０．３６７(０．１２３) ０．００３ １０．４４３
学术兴趣 ０．２６１(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９９

免试推荐生 ０．３４１(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４０７

教育特征

学校类别(一般院校为对照组)
“２１１”高校 －０．１５１(０．０６７) ０．０２４ ０．８６０

专业类别(人文类为对照组)
经管类 －０．２５４(０．０７６) ０．００１ ０．７７５

理科/医学类 －０．１９２(０．０７８) ０．０１４ ０．８２５
专业的社会需求 ０．９０１(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４６３

学术融合

选择学习的课程学术性 ０．３３１(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３９３
可支配的创新研究基金 ０．２２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 １．２４６
与导师交流沟通频率 ０．１７６(０．０７１) ０．０１３ １．２３８

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量 ０．１７６(０．０７４) ０．０１８ １．１９２

社交融合

参加国际化活动 ０．１４６(０．０７０) ０．０３８ １．０６４
校园招聘和就业信息利用 ０．３５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４２０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０．２８９(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５

预测率 ６５．９％

模型系数综合检验卡方 ６６６．１９２∗∗∗

－２对数似然值 ６８０５．１０７

HosmerandLemeshow拟合度检验 １２．４６８(df＝８,p＞０．１)

样本量 ５４３４

　　(注:∗∗∗ 表示p＜０．００１,∗∗ 表示p＜０．０１,∗ 表示p＜０．０５,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着

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

充分就业.学术型硕士的就业质量与学生在学术环

境、社交环境的参与和体验有关,学生能否与高校提

０２ 于苗苗,等: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对学术型硕士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



供的学术支持环境与社交支持环境实现充分互动、
匹配对职业选择质量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检

验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因素和教育特征因素后,
学术型硕士的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对认知性就业质

量和情感性就业质量均有正向影响.学术型硕士参

与和感知丰富多彩的课内外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活

动有助于自身发展,对预测职业选择质量具有一定

的情景化内涵与实践性意义.
但是研究发现,不同的过程性指标对两类就业

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学术融合中,基
于问题的学习、参加学术项目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自主探究式学习形式,有助于自

我认知的发展、增加对科学研究和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的认同感,并最终促进逻辑分析水平和反思批判

性思维的提高.因此在求职时更受用人单位欢迎、
更有起薪优势,尤其有利于进入更能反映学用匹配、
专业与社会需求匹配的岗位.学习成绩也对获得高

起薪有帮助,这与岳昌君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２０].
原因在于,学习成绩反映了学生在课程学习上的努

力程度,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与导师沟通可以提升就业满意度,这是因为与导师

的交流和互动对学生的满意度和自信心都有积极影

响,并且导师还是学生学习、科研的引领者,能够基

于学生的学术优势和行业形势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

指导.学习课程的学术性、学生利用创新研究基金

的数量和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对就业满意度的

正向作用,一方面验证了社会对研究生的用人标准

偏重于科研成果、科研能力和科研精神[２１],另一方

面通过这些科研活动学生对工作预期可以合理地设

定,更容易获得就业满足感.
在社交融合中,参加学校开设的就业与职业规

划的课程训练对起薪有积极影响,但对就业满意度

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高校就业支持体系在促进学

生就业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有进步空间.
反思和批判性思维、逻辑分析能力对起薪水平有正

向影响,团队协作能力对就业满意度也存在正向影

响,但适应和反应能力、组织领导力对就业质量均无

显著影响.本文认为这两种能力虽然是当前用人单

位所急需的,但是无法在招聘过程中有效传递出学

生应该具有该项能力的信号,因此未能影响学生就

业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国际化活动、校园招聘

和就业信息利用对两类就业质量均有积极作用.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反映出的问题,为有效提

高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主管部门和高校

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要提高起薪水平等认知性

就业质量,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１)高校应多开

展基于问题的学习形式,既关注学习成绩,也鼓励学

生参加到高新技术行业的学术项目研究与实践训练

中[２２],以适应和贡献于创新型企业的建设和发展,
这也有利于进入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并赢得高起薪岗

位.(２)为学生参加国际化活动创造条件,尤其通过

组织创新设计和前沿研究的国际研讨和国际竞赛等

实践起点较高的活动,有利于学生对国际技术市场

与国际职场有所了解和准备.(３)注重学生逻辑分

析能力与反思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和提升,提高其

对于复杂系统及时响应和应对能力,这也是当前大

多数前沿行业所注重的技能.(４)学校在开设就业

和职业规划的课程训练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培养学

生发现机会、利用机会的能力,并通过校园招聘和就

业信息发布,及时提供待遇较高的招聘需求信息.
其次,要提高就业的满意度等情感性就业质量,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１)学生应主动接受挑战,
通过为学生提供学术性强和有一定挑战性的课程、
提供创新研究基金等支持,鼓励学生探索未知,并学

会发现和凝练实际问题中的科学问题.加强导师与

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指导学生对研究成果进行

总结并尝试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增加学术自信.
(２)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实习等国际化活动,
扩展国际学术视野,坦然面对未来产业创新的国际

合作与竞争,锻炼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３)注重学

生团队协作能力的提升,未来的企业创新将更多来源

于团队的力量,提倡每个人能在未来团队中恰当定

位,和而不同地谋求共同发展.(４)提升学生进行职

业规划的能力,对自己有合理的认识和明确的定位,
在求职过程中能够快速把握机会,实现发展期望.

注释:

① 直接就业率＝总体就业率—国内升学比例—出国留学比

例,教育部直属高校平均直接就业率＝∑高校直接就业

率/高校数量.

②③ 数据来自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及实现高

质量就业路径研究»课题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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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ofAcademicIntegrationand
SocialIntegrationonAcademicMasters’HighＧqualityEmployment

YU Miaomiao１,BAOYanhua１,MAYonghong１,LIUXianwei２

(１．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Beiha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１９１;

２．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１２４)

Abstract:PostgraduateemploymenthasgraduallybecomeakeyissueintheworkofhigherＧlearninginstitutions．Itisbelieved
thattheacademicintegrationandthesocialintegrationarequiteinfluentialontheguaranteeoftheemploymentofacademic
masters,andtheempiricalstudyshowsthatexceptotherfactors,morestudyonbasicproblems,activeparticipationin
academicprojects,betteruseofinnovationresearchfundandfrequentcommunicationswithsupervisorscanapparentlyimprove
thecognitiveemploymentqualityandtheemotionalemploymentquality．Inaddition,participationininternationalactivities,

moreattentionpaidtorecruitmentandemploymentinformationoncampus,participationinemploymentandcareerplanning
trainingprogramsandenhancementofcollaborativeteam workabilityarealsobeneficialtothequalityofcognitiveand
emotionalemployment．Basedonthis,theauthorsproposesomeideasforacademicmasterstoadapttotheneedsoffuture
workplacesandenhancethequalityofemploymentintheaboveＧmentionedtwoaspects．
Keywords:IndividualＧEnvironmentInteraction Theory;academicintegration;socialintegration;emotionalemployment

quality;cognitiveemployment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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