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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问题日益突出。以长三角地区研究生知识员工为调查

对象,揭示并分析研究生在工作中的人力资本贬值情况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生知识员工人力资本贬

值较本科学历知识员工更为严重。其中,专业工作匹配、心理压力、隐性知识、社会关系,对该群体人力资本

贬值有重要影响。未来研究生教育应进一步与社会需求对接,加强学生对人力资本贬值的抵御能力,促进高

层次知识技能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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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是指研究生投入工作后,
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其人力资本存量和价值发生下

降,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难以满足当前岗位需要,
进而无法保持有效工作绩效。知识经济时代,该问

题变得越发严峻[1]。其一,研究生人力资本具有较

强专业性,更易受到来自技术进步等外部环境变化

的冲击;其二,研究生专业结构调整具有滞后性,难
以赶上日益加快的社会需求变化,导致部分研究生

人力资本闲置,加剧贬值;其三,随着我国研究生就

业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研究生所学知识不能满

足用人单位要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其人力资本

市场价值自然下降;其四,近年来研究生心理健康问

题凸显,使得该群体人力资本存量加速流失。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深化以及国家双创

战略的实施开展,研究生作为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
在减少贫富差距,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牵

引作用[3]。在此背景下,该群体人力资本过度贬值,

将削弱人们对于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对研

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存在负面影

响。因此,正确认识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问题,科学

地进行应对及预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上

述考虑,本文以长三角地区研究生知识员工为调查

对象,一来明晰该群体人力资本贬值现状与特征;二
来探索人力资本贬值影响因素,从研究生教育视角

提出减缓人力资本贬值的对策和建议。

一、概念介绍与研究设计

(一)人力资本贬值概念

人力资本贬值可分为技术性与经济性两类[4]。
技术性贬值源于劳动者自身,表现为人力资本存量

减少,有二种形式:一是磨损,由自然老化、伤病等引

起;二是退化,指知识技能闲置或未充分使用引起的

生疏、遗忘。经济性贬值源于外部环境变化,表现为



人力资本价值降低,又可分为三种形式:工作专用型

人力资本贬值———新技术出现对现有人力资本的冲

击;市场性人力资本贬值———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

对某一类知识技能需求的减少;组织专用型人力资

本贬值———个体变更单位使得组织专用型人力资本

失去效用。本文亦将从技术性与经济性两方面分析

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现状。
(二)研究设计

本文结合问卷调查及半结构化访谈,对长三角

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具有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的

知识员工进行了一手信息采集。测量工具在经典文

献的基础上,自行编制、提炼得到,已被证实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水平。量表如表1所示,前三项测量技

术性贬值,后三项衡量经济性贬值。测量采用里克

特5点式计分,“1~5”分别代表极不认同、不太认

同、一般、较为认同、极为认同。

表1 人力资本贬值量表

序号 题项

HCD1 以前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我已经遗忘了

HCD2 以前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我已经生疏了

HCD3 以前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我不能运用自如了

HCD4 以前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已经过时了

HCD5
以前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工作中用不

上了

HCD6
以前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工作中不够

用了

  问卷调查采用纸质及电子邮件形式进行,共获

得有效样本523份,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2;半结构

化访谈采用面对面交流与电话沟通形式进行,以期

获得更为深入、详实的信息,用于剖析贬值的深层次

原因,总计35人接受了访谈调研。

表2 研究生样本分布情况(N=523)

信息 类别 频次(百分比) 信息 类别 频次(百分比)

性别

学历

男性 295(56.4%)

女性 228(43.6%)

硕士研究生 475(90.8%)

博士研究生 48(9.2%)

工作

类型

技术类 187(35.8%)

管理类 134(25.6%)

业务类 145(27.7%)

行政类 57(10.9%)

年龄

<=25岁 24(4.6%)

26~35岁 265(50.7%)

>35岁 234(44.7%)

岗位

层级

基层 284(54.3%)

中层 187(35.8%)

高层 52(9.9%)

二、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现状

(一)人力资本贬值总体情况

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量表得分及总体情况详见

表3。其中,技术性贬值等于题项HCD1至HCD3
的平均值,用于衡量内部因素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

减少;经济性贬值等于题项HCD4至HCD6的平均

值,用于衡量外部因素引起的人力资本价值下降;人
力资本贬值等于题项HCD1至HCD6的平均值,用
于衡量贬值总体水平。得分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越

认同人力资本处于贬值状态。
首先,HCD1至 HCD3的均值分别为2.59、

2.87、2.73,各题项得分大于3的比例要低于得分小

于3的比例。此外,约有三成被调查者持一般态度。

表3 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量表得分情况

序号 均值 标准差 <3分 =3分 >3分

HCD1 2.59 0.99149.6% 31.4%19.0%

HCD2 2.87 0.98336.7% 34.0%29.3%

HCD3 2.73 0.98445.1% 30.6%24.3%

HCD4 2.98 1.04434.4% 29.1%36.5%

HCD5 3.03 1.05835.2% 23.7%41.1%

HCD6 3.81 0.99112.2% 17.7%70.1%

技术性贬值 2.73 0.89252.8% 16.4%30.8%

经济性贬值 3.28 0.80729.8% 13.8%56.4%

人力资本贬值 3.00 0.76142.1% 7.6% 50.3%

与此对应,技术性贬值平均得分为2.73。其中,得
分小于3的占比52.8%,大 于 等 于3的 占比

47.2%。总之,研究生技术性贬值处于中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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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其次,HCD4至HCD6的均值则为2.98、3.03、

3.81,明显高于HCD1至HCD3,且题项得分大于3
的比例要高于得分小于3的比例。相对应的,经济

性贬值平均得分为3.28,高出技术性贬值0.55。有

56.4%的被调查者较为认同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下

降,这表明研究生经济性贬值问题要更为突出。
最后,人力资本贬值总体得分为3.00,正好处

于中间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

者得分大于3,即较为认同自身人力资本贬值,可见

该问题在大部分研究生知识员工中还是存在的,且
考虑到调研中可能存在的社会称许性问题,被调查

者在作答时趋于保守,实际的人力资本贬值问题可

能更为突出。
(二)人力资本贬值差异比较

为进一步明确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相对水平,
本文基于前期收集得到的533份本科学历知识员工

调研数据,对不同学历间的人力资本贬值差异性进

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本科生人力

资本贬值得分为2.72,显著低于研究生的3.00
(F=35.323,p<0.001)。

表4 研究生、本科生人力资本贬值方差分析

序号 研究生 本科生 差值 F值 显著性

技术性贬值 2.73 2.53 0.20 13.135 0.000

经济性贬值 3.28 2.92 0.36 51.767 0.000

人力资本贬值 3.00 2.72 0.28 35.323 0.000

  技术性贬值方面,本科生平均得分为2.53,显
著低于研究生的2.73(F=13.135,p<0.001),表
明研究生人力资本存量流失较本科生更为严重,这
可能由两方面原因所致。第一,健康问题。一项调

查发现,研究生所报告的抑郁和焦虑比例要比一般

人群高出六倍[5],而焦虑情绪对记忆力有负面作

用[6]。长期持有负面情绪将不利于身心健康,加速

人力资本贬值。第二,人力资本未充分使用。知识、
技能的长时间闲置将导致人力资本流失,这一问题

在研究生中更为突出。一者,我国研究生教育以学

术型为主,传授的知识、技能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
与实际工作需求有所脱节[7];二者,某些用人单位盲

目招聘高学历人才,使得研究生所具备的知识技能

远高于岗位需求,导致人力资本浪费。
经济性贬值方面,本科生平均得分为2.92,显

著低于研究生的3.28(F=51.767,p<0.001),表
明研究生人力资本价值下降较本科生更为严重,这

可能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侧重点不同有密切联系。
本科教育强调学生对所在专业整体、系统的学习,以
形成对学科全面、理性的认识,因而以基础性课程居

多,相关内容不会随时间推移发生较大变化。研究

生教育注重学生对所在专业某一方向深入细致的研

究,学习的内容更为聚焦,专业性也越强。相较之

下,该阶段所积累人力资本的适用条件更为严苛,其
价值也更易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

三、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找出应对研究生人力资本贬值的切入点,
本文结合现有文献和调研信息,挖掘出以下四类潜

在影响因素。
1.专业工作匹配。人力资本贬值的一类重要形

式便是退化。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人们在掌

握知识的同时便开始遗忘,但个人如能经常使用或

复习,对已有知识的记忆和掌握程度将大大提高。
因此,研究生阶段积累的人力资本能否契合岗位要

求,得到充分使用,是影响该群体人力资本贬值程度

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少有被调

查者能实现“人尽其才”,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自身

的专业方向与岗位间总有所偏差;其二,自身的知

识、技能超越了工作所需,存在一定程度浪费;其三,
学术型研究生难以满足专业性工作的需要。人力资

本错配将使其处于长时间闲置或未充分使用状态,
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将快速流失[4]。而只有知识

技能与工作需求相对应,才能真正实现学以致用,抑
制贬值。因此,本文认为:研究生专业工作匹配程度

越高,人力资本贬值程度越低。
2.心理压力。心理压力对个人健康有负面影

响,而健康本身即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与知识、技
能的获取和保留有紧密联系。心理压力过大会加剧

人力资本流失,提高贬值程度。我国研究生群体压

力普遍较大,来自于就业、经济、学业、人际关系等各

个方面[8]。笔者在深度访谈中发现,相较于其它群

体,以下因素加剧了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一是日益

增长的年龄。部分被调查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认

为,学历越高,实际从事工作的时间就越晚。而随着

年龄增长,个人在工作中的试错机会越来越少,心态

也战战兢兢,日渐求稳。二是用人单位期望。由于

学历的信号效应,用人单位通常对研究生有着更高

的标准和期待,但对于刚投入工作的个体而言,工作

经验的缺乏使他们短时间内难以达到用人单位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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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种能力与工作要求间的差距亦会引发不小的

压力。三是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不少被调查者指

出,个人收入还不及周围本科、大专学历的同事或朋

友,这让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进而产生紧张、焦
躁的情绪。因此,本文认为:研究生心理压力越大,
人力资本贬值程度越高。
3.隐性知识。知识的属性与特征对人力资本贬

值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深度访谈中,在回答“研究

生阶段哪类知识最为受用”时,许多被调查者指出,
相较于书本中的知识,导师的言传身教更为重要。
研究生教育阶段所形成的科学态度、逻辑思维、眼界

格局等,对工作有着更加突出的帮助和作用。显然,
上述内容属于隐性知识范畴。据此,本文提出设想,
即相较于显性知识,研究生阶段积累的隐性知识更

有助于对抗人力资本贬值。首先,隐性知识附着于

个体,难以捕捉、传递,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如
个人经验、专有技巧等,不易生疏、遗忘。其次,隐性

知识是显性知识应用的基础,人们若缺乏必要的隐

性知识,则难以利用新获得的信息。研究生个体和

集体中存在大量的隐性知识,这对他们的学习和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9]。最后,隐性知识更有利于创新,
能帮助个人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和人力资本贬值。
创新的关键在于隐性知识的交流、运用和转换,进行

隐性知识管理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因此,本文认为:个体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积累的隐性

知识越多,人力资本贬值程度越低。
4.社会关系。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人力资本贬

值是不可逆的,唯有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技能,提高对

变化的适应能力,才能降低贬值影响。研究指出,相
较于主动学习,个人在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求教他

人,社会关系便成为人力资本更新的重要途径,这一

观点在深度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不少被调查者谈

到,投入工作后,繁杂的事务几乎占用了个人所有精

力,很难再抽出时间开展知识活动,而组织提供的培

训又往往缺乏针对性,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他们时

常通过社会交往获得有用信息。由于在组织内,同
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在知识分享方面具

有一定保守性与局限性[10],而与研究生同学之间的

经验交流与分享,反倒能使自身收获更多,成为了知

识获取的主要渠道。因此,本文认为:研究生同学间

的社会关系强度越高,人力资本贬值程度越低。
为了证实上述推论,本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测量方面,专业工作匹配利用Guan等[11]的研

究,共6个题项,包括需求匹配与供给匹配两个维

度,前者指工作需求与知识技能匹配,后者指工作回

报与 个 人 需 求 匹 配,其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分 别

为0.801和0.853;心理压力借鉴Ehrnrooth等[12]

学者 的 研 究,共 3 个 题 项,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为0.836;隐性知识采用Hansen[13]的研究,共4个

题项,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3;社会关系强度采用

简化后个人中心网络问卷中相关题项进行测量[14],
共3个题项,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6。测量亦采

用里克特5点式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越赞同题项所

述。本文还引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与岗位层次

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模型1检验专业工作匹配的影响。其中,需求

匹配(β=-0.291,p<0.001)与供给匹配(β=
-0.190,p<0.001)对人力资本贬值均有负向作

用,且需求匹配的影响要大于供给匹配,表明知识技

能与工作需求间的契合对人力资本贬值更为重要。
模型2检验心理压力的影响,其正向作用显著

(β=0.462,p<0.001),表明心理压力越大,人力资

本贬值程度越高。
模型3检验隐性知识的影响,可见它与人力资

本贬值间无明显联系(β=0.075,p>0.10)。基于

此,本文尝试将隐性知识的平方项代入回归方程,发
现其系数高度显著(β=0.209,p<0.001),且模型

拟合优度得到显著提升(如模型4所示)。这表明研

究生人力资本贬值程度将随着隐性知识的增多先

下降后上升。因此,隐性知识对人力资本贬值的

影响不能仅考虑效用,还需要兼顾成本。隐性知

识很难以书面形式记录,交流复杂、困难,不论在

搜寻、传递还是吸收成本方面均大大高于显性知

识。隐性知识固然能带来显性知识所不具备的优

势,但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知识获取成本的

上升显然不利于拓展知识面,反而造成人力资本

贬值程度提高。
模型5检验社会关系的影响,其负向作用显著

(β=-0.201,p<0.001),表明与研究生同学间的

社会关系强度越高,人力资本贬值程度越低。
最后,本文将所有因素一并代入回归方程,得到

结果如模型6所示。除供给匹配外,需求匹配(β=
-0.173,p<0.001)、社会关系(β=-0.083,p<
0.1)的负向作用、心理压力的正向作用(β=0.384,
p<0.001)、隐性知识的U型影响(β=0.139,p<
0.001)仍然显著。因而从系数与显著性来看,需求

匹配、心理压力、隐性知识、社会关系,对研究生群体

人力资本贬值有显著而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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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项 -1.103*** -0.715*** -1.168*** -1.011*** -1.088*** -0.642***

控制变量

性别 -0.066 -0.113* -0.075 -0.049 -0.064 -0.076
年龄 0.367*** 0.279*** 0.405*** 0.350*** 0.384*** 0.247***

学历 0.270* 0.080 0.280* 0.286* 0.229* 0.107
职业1 0.044 0.140 0.159 0.156 0.100 0.071
职业2 -0.045 0.036 0.038 0.048 0.002 -0.012
职业3 0.119 0.160 0.208+ 0.229* 0.135 0.122
层级 0.120* -0.004 0.055 0.090 0.067 0.055

主变量

需求匹配 -0.291*** -0.173***

供给匹配 -0.190*** 0.022
心理压力 0.462*** 0.384***

隐性知识 0.075 0.094* 0.065
隐性知识2 0.209*** 0.139***

社会关系 -0.201*** -0.083*

修正R2 0.251 0.362 0.120 0.155 0.151 0.404
F值 20.285 37.682 9.813 11.519 12.521 27.981

  注:因变量为人力资本贬值;***p<0.001,**p<0.01,*p<0.1,+p<0.10;控制变量中,性别为虚拟变量,1代表男性;年龄是顺序变

量,以1至3分别代表≤25岁、26-35岁、>35岁;学历为虚拟变量,1代表博士研究生;工作种类采用虚拟变量,职业1为研发/设计/创意类

工作、职业2为管理类工作、职业3为业务类工作;岗位层级为顺序变量,以1至3分别表示基层、中层、高层。

四、对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研究生知识员工的调查,发
现该群体人力资本贬值较为严重,且专业工作匹配、
心理压力、隐性知识、社会关系等,对该群体人力资

本贬值有重要影响。据此,本文从应对人力资本贬

值的角度出发,对研究生教育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推动研究生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当

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太适

应,应继续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进一步提高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断完

善研究生群体的专业结构。为此,可建立育人用人

联动机制,勇于打破校企界限,促进企业需求与研究

生教育有机结合,尝试以混合教学、联合培养等新模

式完善产学合作的协同育人体系,使所培育的研究

生更加“接地气”。其次,要充分认识研究生教育结

构调整的滞后性,其很难,也不可能做到与社会需求

完全匹配。未来研究生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更
要重视培育学生对抗人力资本贬值的能力,使他们

在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时能及时调整、主动适应。
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心理压力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学者指

出,压力过大会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引起人的

精神焦虑,减慢甚至阻碍人的成长[15]。高校应帮助

研究生正确定位自身价值、摆正心态,降低因学生、
工作者之间的身份切换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要
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适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培育个体的抗压能力。此外,还可以鼓励导师们采

用伦理型的领导方式管理、培育研究生,这种方法已

被证实对压力源的减少有着重要作用。
二是强化隐性知识的内化与吸收能力。隐性知

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内化需

要经过较长时间,这不利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
随着技能需求的多元化发展,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将

加速人力资本贬值。未来研究生教育应着力改善学

生知识结构,特别是促进隐性知识的社会化、外部

化、综合化与内在化[16]。可充分依托信息技术优

势,打造不受空间、时间限制的学术信息网络,实时

推送各学科信息,降低学生们的知识获取成本。此

外,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将学生置于虚

拟的学习环境当中,通过模拟实践加深对隐性知识

的吸收和理解。
三是培育社会资源的积累与维护能力。随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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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网络变得更加庞大,研究生

应学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汲取新的知识技能以对

抗人力资本贬值。当前,研究生教育忽略了社交能

力的培养[1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耳不闻天下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培养方式已不符合时代要

求。因此,高校应加强对研究生社会交往及语言表

达能力的培养,鼓励专业内、外部社会网络的形成,
加速社会资本积累;在毕业后阶段,高校决不能做

“甩手掌柜”,应适时关注其发展情况,通过各类手

段巩固、强化研究生社会网络,盘活内部社会资源,
实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间的良性互动,促进知识

技能更新,做好高层次人才输送的“售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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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PostgraduateHumanCapitalDepreciation:
BasedonempiricalstudiesonpostgraduateknowledgeworkersintheYangtzeRiverDeltaregion

HUANGWeide,KEDi

(SchoolofBusiness,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200237)

Abstract:Withtherapidchangesintheexternalenvironment,theauthorsfindtheproblemofpostgraduatehumancapital
depreciation(HCD)becomesincreasinglyprominent.Basedonthesurveywiththepostgraduateknowledgeworkersasthe
objectsintheYangtzeRiverDeltaregion,theauthorstrytoexploreandanalyzethestatusquooftheHCDandthe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tomaster’sdegreeownersinpracticalwork.Astheresultexposes,theHCDofmastersismoreseriousthan
thatofcollegegrads.Forinstance,thesuitabilitybetweenjobandprofessionalknowledge,mentalpressure,recessive
knowledge,andsocialrelationsallhavea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HCDofmasters.Therefore,theauthorproposesthatin
thefuture,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houldbeplannedinaccordancewiththeneedofthesociety,soastoincreasethe
resistanceofthestudentsagainsttheHCDandtopromotethevaluemaintenanceandappreciationofhigh-levelknowledgeandskills.
Keywords:postgraduate;humancapitaldepreciation;influence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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