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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增加,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导师与

研究生关系是否和谐、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否认真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的

方法探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博弈关系,构建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博弈模型,并针对博弈分析的结果提出

相对应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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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保证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对于招生院校来说非常重要.在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与研究生是决定培养质量

高低的关键主体,不少学者针对导师和研究生之间

的关系问题开展研究:徐水晶[１]等探究了我国研究

生教育中师生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我

国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对策;王燕华[２]以哈贝

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基础,剖析了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的内在特质,从交往理性、生活世界、话语伦理三个

维度建构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分析框架,挖掘研究生

与导师关系的交往本质,使导师与学生关系回归到

以学术为轴心的交往理性环境.王启梁[３]分别阐述

了导师与研究生的责任,认为研究生读研期间的关

键问题是:和导师及时沟通、有效阅读、培养问题意

识、把握好写作与理论学习的关系;而研究生的成人

之道则是要进行自我教育、接受同伴教育、安排好个

人生活、培养阳光的个性;汤晓茜[４]剖析了外界对导

师制的误解,从内外两方面探讨了改善指导效果、提
高培养质量的途径和办法;刘平[５]等认为影响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因素主要是生源素质、培养条件、教育

管理和培养结果,并分析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形成

过程和机理,然后在科学性、导向性、可行性原则的

指导下,提出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

上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

系,然而师生之间其实存在一定的博弈关系,学术界

从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的视角出发进行相关研究

的文献却比较少.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

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博弈关系,
探讨了双方的博弈稳定解,并针对博弈结果提出相

应的管理策略.

一、师生之间的博弈关系

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导师和学生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随

着社会转型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研究生的师生关

系已经从传统的导学关系发生嬗变,师生之间的关

系类型也变得日益多元化[６].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选择读研究生一方面可以满足其对高深知识和研究

能力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可以满足其提升学历的需

要,通过研究生文凭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

度和竞争筹码;从导师的角度来说,招收学生是保持



其研究生导师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有时候这

种身份能够给其带来其他的效应如社会声誉或福利

待遇等,另外一些有科研项目的导师也希望能够通

过招收研究生来协助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因此师生

之间的需求既有相互契合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冲突,
比如部分学生读研并不是对研究真正感兴趣,而只

是仅仅想到学校来拿张研究生文凭好找工作,部分

导师被称为老板,日常忙于应酬拉项目等种种原因

而无暇顾及学生,导师不导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总

体而言,近年来师生之间的导学关系弱化,利益关系

在师生关系中占的比重较之前有所提高,部分导学

关系甚至异化升级为师生之间的公开冲突矛盾最后

见诸媒体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单纯从情感道德层面

研究师生关系未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导学关系异

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双方利益的博弈,因此从博弈论

的角度研究导学关系更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
在研究生和导师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导师和研

究生作为独立个体都是有限理性的,师生相处的过

程是一个逐渐磨合的过程,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演化

博弈的过程,在博弈过程中师生双方通过不断调整

和改进策略直到演化为稳定策略为止.导师的行为

策略主要有两种:认真指导和不认真指导,认真指导

的导师经常与学生见面交流问题,及时与学生互动

进行传道授业解惑;而不认真指导的导师对学生一

般采取放羊式管理,对学生的学习、科研和生活等方

面漠不关心.学生的行为策略同样也表现为两种:
认真做研究和不认真做研究,认真的学生对科研比

较感兴趣,能够积极主动钻研问题;不认真的学生被

动应付科研任务,不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

研究工作上.因此本文将导师(T)和学生(S)的行

为策略空间定为(认真,不认真),简记为(D,N),研
究假设如下:

１)如果导师与研究生都不认真,他们获得的收

益分别为VT 和VS ,其中VT ＞０和VS ＞０;
２)如果只有导师认真指导,而研究生不认真做

研究时,导师的收益为 １＋α０( )VT －CT ,其中α０

(α０ ＞０)为导师认真时的收益增加系数,CT 为导师

选择认真指导而投入的努力成本,CT ＞０.仅有导

师认真,而研究生不认真却分享了导师认真指导所

带来的收益,这就构成了研究生“搭便车”的行为,此
时研究生的收益为πS ,πS ＞VS ;

３)当只有研究生认真做研究,而导师不认真指

导时,研究生的收益为 １＋β０( )VS －CS ,其中β０

(β０ ＞０)为研究生认真时的收益增加系数,CS 为研

究生选择认真做研究而投入的努力成本,CS ＞０.
当仅有研究生认真,而导师不认真却分享了研究生

认真所带来的收益,比如论文署名挂上导师等,这就

构成了导师 “搭便车”的行为,此时导师的收益为

πT ,πT ＞VT ;
４)当导师与研究生都选择认真时,他们的收益

分别为 １＋α１( )VT－CT 和 １＋β１( )VS－CS ,其中

α１ 为师生都认真给老师带来的收益增加系数,且α１

＞α０ ＞０;β１ 为师生都认真给学生带来的收益增加

系数,且β１ ＞β０ ＞０.
根据上面的假设,可建立师生博弈的得益矩

阵[７],如表１所示:
表１　导师与研究生的得益矩阵

导师
研究生

认真做研究(D) 不认真做研究(N)

认真指导(D) １＋α１( )VT －CT ,１＋β１( )VS －CS １＋α０( )VT －CT ,πS

不认真指导(N) πT ,１＋β０( )VS －CS VT ,VS

二、师生博弈的演化趋势分析

(一)演化过程的平衡点

假设导师采取认真指导策略的概率为x(０£x £

１),则采取不认真指导策略的概率为１－x ;同时,
假设研究生采取认真做研究的概率为y(０£y £１),
则采取不认真做研究的策略的概率为１－y .

对于导师来说,选择认真指导和不认真指导策

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１d ＝y[１＋α１( )VT －CT]＋
(１－y)[１＋α０( )VT －CT] (１)

U１n ＝yπT ＋(１－y)VT (２)

　　平均期望收益为

U１＝xU１d ＋(１－x)U１n (３)

　　对研究生来说,选择认真做研究和不认真做研

究策略的期望收益U２d 、U２n 和平均得益U２ 分

别为:

U２d ＝x[１＋β１( )VS －CS]＋
(１－x)[１＋β０( )VS －CS]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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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２n ＝xπS ＋(１－x)VS (５)
U２＝yU２d ＋(１－y)U２n (６)

　　根据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公式[８],可以得到导

师 A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X ＝
dx
dt＝x(U１d －U１)＝　　　　　　　　　　　

x(１－x){α０VT －CT －[πT －(α１－α０＋１)VT]y}
(７)

　　同理,研究生B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Y＝
dy
dt＝y(U２d －U２)＝　　　　　　　　　　　

y(１－y){β０VS －CS －[πS －(β１－β０＋１)VS]x}
(８)

　　由微分方程(７)和(８)可得一个二维动力系统

(I):
dx
dt＝x(U１d －U１)＝　　　　　　　　　　　　　

x(１－x){α０VT －CT －[πT －(α１－α０＋１)VT]y}
dy
dt＝y(U２d －U２)＝　　　　　　　　　　　　　

y(１－y){β０VS －CS －[πS －(β１－β０＋１)VS]x}
(９)

　　对于该系统(I),分别令dx
dt＝０,dy

dt＝０,显然有

(０,０)、(０,１)、(１,０)、(１,１)是该系统的平衡点.当

CT

VT
＜α０ ＜α１ ＜

πT ＋CT －VT

VT
,CS

VS
＜β０ ＜β１ ＜

πS ＋CS －VS

VS
时,０＜ β０VS －CS

πS －(β１－β０＋１)VS
＜１,

０＜
α０VT －CT

πT －(α１－α０＋１)VT
＜１,故(xD,yD )也是系

统(I)的平衡点,其中

xD ＝ β０VS －CS

πS －(β１－β０＋１)VS
,

yD ＝
α０VT －CT

πT －(α１－α０＋１)VT
.

(二)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根据Friedman[９]提出的计算微分方程组构成

动态系统的群体动态,其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可以

通过分析该系统的Jacobian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得

到.对微分方程组(９)依次求关于x和y的偏导数,
可得出Jacobian矩阵为:

J＝[

∂X
∂x

∂X
∂y

∂Y
∂x

∂Y
∂y

]＝[a１１ a１２

a２１ a２２

] (１０)

其中:
a１１＝　　　　　　　　　　　　　　　　　　　　
(１－２x){α０VT －CT －[πT －(α１－α０＋１)VT]y}
a１２＝－x(１－x)[πT －(α１－α０＋１)VT]
a２１＝－y(１－y)[πS －(β１－β０＋１)VS]
a２２＝　　　　　　　　　　　　　　　　　　　　　
(１－２y){β０VS －CS －[πS －(β１－β０＋１)VS]x}
如果下列条件得到满足:

１)a１１＋a２２ ＜０(迹条件,其值记为trJ);

２)a１１ a１２

a２１ a２２
＝a１１a２２－a１２a２１ ＞０(Jacobian

行列式条件,其值记为detJ),则复制动态方程的平

衡点就是(渐近)局部稳定的,该平衡点就是演化稳

定策略ESS.

设S１＝
πT ＋CT －VT

VT
,S２＝

πS ＋CS －VS

VS
,

根据上述判断方法,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当０＜α０ ＜
CT

VT
,α０ ＜α１ ＜S１ 且０＜β０ ＜

CS

VS
,β０ ＜β１ ＜S２ 时,也就是说不论一方认真还是

共同认真,认真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增额都较小,而他

们却为此付出了较高的努力成本,此时(０,０)是系统

演化稳定点,(０,１)、(１,０)是鞍点,(１,１)是演化博弈

的不稳定点,此时师生双方都不认真是演化稳定

策略.

(２)当０＜α０ ＜
CT

VT
,α０ ＜α１ ＜S１ 且

CS

VS
＜β０

＜β１ ＜S２ 时,此时研究生认真做研究获得的收益

大于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成本但小于其搭便车收益,
而导师认真指导能给其带来的收益小于其为此付出

的努力成本,导师不会进行认真指导,此时研究生无

便车可搭只能认真做研究,(０,１)是系统演化稳定

点,即导师不认真指导,研究生认真做研究是演化稳

定策略.

(３)当CT

VT
＜α０ ＜α１ ＜S１ 且０＜β０ ＜

CS

VS
,β０

＜β１ ＜S２ 时,导师认真指导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为

此付出的努力成本但小于其搭便车收益,而研究生

认真做研究能给其带来的收益小于其为此付出的成

本,研究生不会认真做研究,此时导师无便车可搭,
(１,０)是系统演化稳定点,即导师认真指导,研究生

不认真做研究是演化稳定策略.

(４)当CT

VT
＜α０ ＜α１ ＜S１ 且

CS

VS
＜β０ ＜β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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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２ 时,导师认真指导、研究生认真科研所能带来的

收益大于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但小于他们“搭便

车”而获得的收益.此时(０,１)、(１,０)是系统稳定

点,在这种情况下师生当中总有一方能够搭便车,即
一方认真另外一方不认真是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具体到达哪种均衡与系统的初始状态有关.

(５)当S１ ＜α０ ＜α１ 且S２ ＜β０ ＜β１ 时,双方认

真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分别大于当自身不认真而对方

认真时“搭便车”获得的收益.此时(１,１)是系统演

化稳定点,即导师与研究生都认真为系统的演化稳

定策略.
(三)带有惩罚机制的研究生教育演化博弈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条件下博弈会向不同的

平衡点进行演化,所得演化稳定策略也各不相同,在
某些情况下师生双方总有一方寄希望于搭便车行

为,导致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认真或者仅有单方

认真,特别是在搭便车行为获得的收益较大的情况

下,因此非常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机制来抑制搭便车

行为.为使得博弈能够向学校期望的理想解(认真,
认真)策略演化,我们引入一种惩罚机制:在导师与

研究生博弈过程中,当一方认真,另一方不认真时,
不认真一方将受到惩罚,假设导师的惩罚损失为

KT,研究生的惩罚损失为 KS .在此情况下,研究

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博弈的得益矩阵便发生改变,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导师与研究生的得益矩阵

导师
研究生

认真做研究(D) 不认真做研究(N)

认真指导(D) １＋α１( )VT －CT ,１＋β１( )VS －CS １＋α０( )VT －CT ,πS －KS

不认真指导(N) πT －KT ,１＋β０( )VS －CS VT ,VS

　　由上表可得,当平衡点为(１,１)时,Jacobian矩

阵J′的迹为:

trJ′＝－{α０ －VT － [πT －KT － (１＋α１ －
α０)VT]}－ {β０VS －CS － [πS －KS － (１＋β１ －
β０)VS]},

行列式为:detJ′＝{α０－VT －[πT －KT －(１＋
α１ －α０)VT]}×{β０VS－CS－[πS－KS－(１＋β１－
β０)VS]},则(１,１)为唯一演化稳定策略 ESS的充

要条件为:trJ′＜０,detJ′＞０,由此可得(认真,认
真)为唯一ESS的充要条件为:

KT ＞πT － １＋α１( )VT ＋CT (１１)

KS ＞πS － １＋β１( )VS ＋CS (１２)
其中 πT 、πS 为 导 师 和 研 究 生 “搭 便 车”收 益,

１＋α１( )VT 、１＋β１( )VS 代表师生都认真带来的

各自收益,CT 和CS 为导师和研究生认真的努力成

本,因此要使得博弈的稳定策略为师生双方都选择认

真的策略,必须要在师生不认真时所受到的惩罚损失

和搭便车收益、认真带来的收益、认真的努力成本之

间形成满足公式(１１)和(１２)的某种不平衡关系.

三、基于演化博弈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策略

根据上文的博弈分析和公式(１１)、公式(１２),结
合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以下

几项措施来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管理:

(一)优化导师业绩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制度,加
大对师生不认真行为的惩罚力度

如果要使得博弈的最终演化结果是师生双方都

选择认真策略,首先必须加大对不认真行为的惩罚

力度即增加师生不认真时所面临的惩罚KT 、KS ,
将惩罚机制贯彻到导师业绩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制度

当中.目前很多高校对教师的考评主要还是采取统

计导师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承担的科研项目这种类似

工分制的业绩评价制度[１０],使得对研究生的培养和

教育工作成为“良心工程”,各位导师凭着自己的良

心指导学生,学院每年按照所带学生的人数多寡来

统计指导工作量,导师指导的具体成效在统计过程

中并没有体现出差异;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主要

由管理部门而非导师来负责,个别导师为了已经找

到工作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会主动放松毕业要求,
甚至与部分在职研究生进行合谋让学生蒙混过

关[１１Ｇ１２].因此必须要对现行的导师业绩制度和研

究生培养制度进行改革,导师的业绩考核要与研究

生的学术成果进行挂钩,建立导师队伍的淘汰机制

和研究生论文的追责制度,凡是毕业的研究生论文

被教育厅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抽检后认定为不合格

的或者被人发现有造假行为的,取消导师的招生资

格若干年,同时学校与用人单位保持紧密联系,及时

将论文不合格的抽检结果或造假行为通报给毕业生

的工作单位甚至追回学位,加大对师生不认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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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震慑力度.
(二)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控制,降低师生搭便

车收益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院必须加强过程管理,
建立师生定期交流管理制度,学院每个月可以让研

究生提交一份由导师签字的师生见面学术交流情况

记录表,简要汇报本月师生见面进行学术交流的主

题、内容及心得,通过定期交流制度促进师生之间加

强学术互动,减少搭便车机会.同时建立研究生的

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论文外审和正式答辩

等培养关键环节质量监控制度,在质量监控过程中

收集和分析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并及时反馈

给学院管理部门,必要时可由学院分管领导找学生

和导师谈话,特别是在学位授予环节要严格把关,对
于学位论文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坚决不能降低标准授

予学位,降低学生的搭便车收益πS .导师遴选方

面,应建立起“公平竞争、合理评聘、有进有退、有增

有减”的动态机制,切实提高导师质量,同时明确导

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加强学术论文发表

的署名规范,减少师生合作发表论文时师生之间随

意署名的搭便车行为.
(三)提升科研和教学服务水平,降低导师和研

究生的努力成本

研究生培养离不开良好的科研环境和软硬件支

持,学校要加大对教学和科研资源的投入,为师生配

备相关的实验仪器设备,购买更多的国内外论文数

据库,降低导师和研究生开展科研的努力成本CT

和CS ,才能调动其认真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学校应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倾斜政策,保障研究生

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性,减少导师与研究生认真投

入科研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同时要解放思想,在国家

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简化研究过程中所产生费用

的发票报销程序,减少导师和研究生花费在经费报

销上的时间成本.另外,学校和学院要配备充足的

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处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日常

事务,提升科研和教学服务水平,构建研究生教育的

网络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在线化服务

和一站式服务,让导师和研究生能够有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四)增强研究生收益分析能力,实现师生双方

学术与职业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

读研过程中部分学生可能目光比较短浅,想通

过投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书,被动应付课题研究,甚至认为做科研是浪费时

间,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能带来短暂经济收入

的校外实习上[１３].这样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取得

了短期收益的最大化,但从长期来看,研究能力的弱

化会造成其后续发展潜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长
期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反而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在

研究生的入学教育当中加强对研究生收益分析能力

的教育,让学生了解研究生阶段短期收益和长期收

益的利弊关系,充分认识到认真做科研带来长期收

益 １＋β１( )VS 的价值,改变做科研是为导师干活的

心态,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当中,而不

是整天忙于校外实习.同时加强对老师的师德教

育,不能将研究生仅仅当作科研劳动力,重使用轻培

养,要认识到培养出卓越的学生将来对导师的个人

声誉也会带来极大的提升,这对于导师来说也是一

项长期收益,导师要结合学生的素质潜力、学术特

长、个人兴趣和人生规划来确定其培养计划和研究

主题,形成“导师愿导、学生乐学”的和谐氛围,从而

实现师生双方学术和职业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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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９页)
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那么学术情怀就可能自然

而然地生成,继而成为我们学术生涯中最为宝贵的

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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