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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攀升,扩大博士培养规模成为大势所趋。
根据已有文献,GDP总量、R&D投入力度等经济指标对于博士培养规模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本文通过与

西方发达五国在相关指标上的国际比较,并与我国的人才供求预测相结合,得出研究结论:我国目前一年的

博士人才培养规模应保持在9万人左右为宜,其扩招幅度应与经济总量和R&D投入保持联动。同时,还提

出了促进我国博士培养规模和质量同步提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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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一批优秀的

高层次学术人才,适度增加博士生规模,有利于为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2018年8月

20日,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
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意见提

出,要“推进高层次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不

同层次学生的培养结构,适应需求调整培养规模与

培养目标,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印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

出,到2020年,要建成亚太区域研究生教育中心,为
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体目

标包括保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长,在读研究生

总规模达290万人。其中,特别提出“稳步发展博士

研究生教育。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
那么,目前全国的博士招生规模有多大呢? 根

据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201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80.61万人,其中招

收博士生8.39万人;在学研究生263.96万人,其中

在读博士生36.2万人。而在十年前的2007年,全
国招收研究生41.86万人,其中博士生5.80万人;
在读研究生119.50万人,其中博士生22.25万人。
十年间,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44.7%,在读博士生

规模增长62.7%,已实现稳步发展。在研究生招生

规模快速扩大的基础上,如何确定博士生进一步扩

招的幅度就成为难题。那么,博士生培养规模如何

定位方为适切? 如何测算方为有效? 博士生培养规

模受哪些因素影响和规制呢?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值

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的课题。

一、文献综述

放眼世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

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博士教育被提上日程,
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就数量而言,除个别国家如

德国和芬兰,世界诸多国家的博士人才规模在整体

上基本保持着稳定增长,如英美两国在1900-1910
年间的博士人才培养规模翻了近一番。纵览历史,



整体而言,世界博士教育主要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有

二:其一,就范围来说,博士教育逐渐从欧美发达国

家向全球各国扩散;其二,各国的博士教育逐渐从精

英主义走向规模性扩张。[1]

(一)博士培养规模的影响因素

学界关于博士培养规模的制约与影响因素争论

已久,仍在讨论研究当中,时至今日尚无统一定论。
徐晓云(1994)认为影响美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变

化的社会因素有: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投资、人口状

况的变动、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和“高教立法”、新
技术革命、社会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高等学

校对教师的需求。[2]吴元欣和桂昭明(2008)研究了

英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随着人口、GDP、科研经费、大
学生在校人数、硕士学位授予量等因素的增长而增

长。[3]清华大学袁本涛(2012)认为需要历史地、比较

地、系统地看待规模问题,他总结了判断一个国家研

究生教育规模一定要综合考量的因素,不仅包括人

口规模、经济水平、社会需求和支撑条件,还包括国

际比较、存量与增速。[4]53牛梦虎(2016)从两个满足

出发,认为博士培养规模其一要能够满足学术岗位

的需求,其二要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5]54 徐志平

和沈红(2018)认为决定博士需求和限制博士发展规

模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人口和经济水平。[6]2 不过

研究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博士培养规模的影响因

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发展和高等

教育投资、人口状况的变动、政策法规、重大事件的

发生、新技术革命、社会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

化、高等学校对教师的需求等因素。
诚然,制约博士人才培养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却也有主次之分。在这些诸多因素中,学界也有

所侧重,大多认同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科研

投入对博士培养规模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对高等教育

的投资对研究生教育发展变化的影响颇深,博士培

养规模一方面需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又被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Product,简称为“GDP”)是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

价值的总和,常被认为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状

况的关键指标。而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Development,一般简称R&D)经费是支撑博

士规模及衡量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通过已有研究

可以得知,美国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与博士规

模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7]鉴于经济指标对于

博士培养规模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博士培养规模

与国家的人口基数、GDP总量、R&D投入力度等因

素紧密相关,故本研究暂不考虑校内方面如高校或

科研机构等岗位对博士人才的需求等因素,主要从

人口和经济方面即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对高等教育

投资出发来探究其对博士培养规模的影响,其中社

会经济发展择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要考量

指标,对高等教育投资选择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为主要考量指标。
(二)博士培养规模主要测量方法

目前高等教育供给和需求问题研究经常使用的

方法有国际比较法和供求预测法这两种方法,然而

已有研究却鲜有针对博士生供求状况的研究。
第一,国际比较法。国际比较法主要是通过国

别比较和相关数据测算的方式来进行分析的方法。
例如清华大学袁本涛等(2012)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

对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存量、增量、经济增长需求

和支撑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得出我国研究生规模不

足的结论。[4]58 牛梦虎(2016)同样通过国际比较法

得出结论,我国现有的博士培养规模既无法满足学

术岗位的需求,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5]81

第二,供求预测法。要确定“应然”的博士培养

规模,必须对博士的社会需求情况进行有效预测。
国外研究中,美国学者艾伦·卡特,威廉姆斯·博文

和罗纳德·伊兰伯格主要采用了固定因素或者动态

预测法对美国学术劳动力的需求进行了预测。国内

研究中,牛梦虎(2016)将博士需求分解为学术劳动

力需求和非学术劳动力需求,并分析影响博士需求

各因素的变化趋势,对我国博士供求的状况进行了

有效预测。[5]158

第三,国际比较和供求预测相结合。华中科技大

学徐志平,沈红等(2018)构建了学术岗位需求和非学

术岗位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国际比较和需求预测相

结合的方式,分析确定我国博士供求的状态,运用需

求预测细化供求状况程度。[6]6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
国博士培养规模虽然与GDP规模较为适当,但远低

于人口规模需求,并且存在博士学位获得者存量过

低,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占总学位授予人数比例过低的

问题。通过需求预测发现,我国现有的博士培养规模

无法满足学术性岗位中持续存在的扩张性需求、逐步

增长的替换性需求和大量存在的提升性需求。
总体来看,无论是国际比较还是需求预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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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结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都认为我国

应该适度扩大高校博士生培养规模,这与我国当前

的博士扩招政策趋于一致。

二、主要发达国家博士培养规模

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关系

由于经济水平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经
济结构制约着教育结构,经济条件制约着教育的内容

和手段,学者们(舒尔茨,1961;[8]范先佐,1999;[9])普
遍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教育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因

此,经济指标对于博士培养规模具有很强的预测作

用。故而,笔者采用上述国际比较和供求预测相结合

的基本思想方法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发达国家中,笔者择取了美国、英国、法国、德

国和日本五国作为中国博士培养规模的比较对象,
通过OECD及各国相关网站主要搜集了六国博士

培养规模、GDP、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等相关经济指标近20年的数据,尝试从一个较

长的时间跨度,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博士培养规模与

相关经济指标的关系及规律。
(一)近20年六国博士生培养规模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寻找主要发达国家博士培养规模的

规律,笔者尽可能地搜集了六国1996-2017年近20
年的博士生毕业人数数据。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6
年中国博士生培养规模(5578人)位居六国最末位,
至2014年(53700人)已经一路攀升至世界第二,至
2017年的博士毕业生人数接近6万,但与美国还存在

较大差距(2014年已达到96801人)。英、日、德、法四

国在20年间的博士生培养人数较为平稳,保持在一

万人到三万人之间;美国博士生培养人数在此20年

也在快速发展,尤其近年增长势头还在加快,2014年

的博士毕业生人数已接近10万人。

数据来源:1.中国数据:教育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edu.cn/jyb_sjzl/sjzl_fztjgb/。

2.美英日法德数据:2018科学技術指標|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NISTEP)http://www.nistep.go.jp/research/science-and-
technology-indicators-and-scientometrics/indicators。

图1 六国博士毕业生数量趋势图(单位:人)

  从当年博士毕业生人数占国家人口总数的比例

来看(表1所示),英国该指标达到万分之3.53,其
次是德国(3.44)和美国(3.04),再次是法国(1.77)
和日本(1.18)。也就是说,中国该指标(0.42)仅约

为英国的九分之一,美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

一。可见,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博士毕业生占全国

人数比重很低,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很大差距,也显

示了我国博士培养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即使

追上发达五国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博士生规模也还

需要增长大约5.3倍。
表1 六国博士当年毕业生数占总人口比例

国家 中国(2017) 美国(2014) 英国(2014) 日本(2014) 法国(2014) 德国(2014) 发达五国(2014)

总人口数(千人) 1374620 318860 64450 127090 66200 81770 658370

博士毕业生数(人) 58000 96801 22775 15045 11719 28147 174487

占比(‱) 0.42 3.04 3.53 1.18 1.77 3.44 2.65

  数据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OECD官网;博士毕业生数来源于《教育发展统计公报》和日本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NI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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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GDP增长与博士生培养规模之间的关系

从图2中可以看出,六国GDP增长曲线与图1
中六国博士生规模增长曲线非常相近。GDP反映

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而博士生培养为国家公共

教育投入,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助于向博士生培

养领域增加投入,因此两者呈正相关,具有一致性。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MSTI_PUB。

图2 六国GDP增长示意图(单位:万亿美元)

  计算六国当年毕业博士研究生数与GDP比例

系数(表2所示),发现:中国(47.35%)在该指标上

位居六国的中等偏下水平,不及英国(75.86%)、德
国(72.23%)和美国(55.54%),但高于法国(41.

06%)和日本(31.03%)。说明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

展,我国博士培养规模仍然滞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54.48%)相比,还有7.13%的增长空间。

表2 六国博士当年毕业生数与GDP比例系数

国家 中国(2017) 美国(2014) 英国(2014) 日本(2014) 法国(2014) 德国(2014) 发达五国(2014)

GDP(亿美元) 122503.0 174276.0 30023.9 48487.3 28538.3 38967.9 320293.4

博士毕业生数(人) 58000 96801 22775 15045 11719 28147 174487

比例系数(%) 47.35% 55.54% 75.86% 31.03% 41.06% 72.23% 54.48%

  数据来源:GDP数据来源于OECD官网;博士毕业生数来源于《教育发展统计公报》和日本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NISTEP)。

  据图3可知,中国GDP总量虽然增长快速,但
人均GDP与其它五国差距巨大,2017年(8826美

元)都尚未突破1万美元,不到美国(59531美元)的

1/6,仅约为日本(38428美元)的1/4。中国人均

GDP较低的现状对于博士生培养规模扩大没有显

著影响。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MSTI_PUB。

图3 六国人均GDP(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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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R&D投入与博士生培养规模之间的关系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R&D年总投入自2002
年(48106.73百万美元)开始呈现“指数型”上升,并
对美国形成赶超趋势(见图4)。这反映中国勇于迎

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浪潮,抓住

机遇,使科教兴国战略得到落实。科研(R&D)的巨

大投入为博士生培养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研究平台

等条件保障,这对博士生培养规模增长具有强大的

支撑和拉升作用。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MSTI_PUB。

图4 六国R&D年总投入(单位:百万美元)

  计算六国博士当年毕业生数与R&D投入的比

例系数(表3所示),发现:中国该指标(15.65%)仅
高于日本(8.87%),与英国(51.98%)差距巨大,也

低于 德 国 (25.69%)、美 国 (20.32%)和 法国

(19.34%)。相比发达五国平均水平(20.29%),我
国大致还有4.64%的增长空间。

表3 六国博士当年毕业生数与R&D投入的比例系数

国家 中国(2017) 美国(2014) 英国(2014) 日本(2014) 法国(2014) 德国(2014) 发达五国(2014)

R&D投入(百万美元)370600.0 476460.0 43811.13 169554.15 60585.65 109562.68 859973.6
博士毕业生数(人) 58000 96801 22775 15045 11719 28147 174487

比例系数(%) 15.65% 20.32% 51.98% 8.87% 19.34% 25.69% 20.29%

  数据来源:GDP数据来源于OECD官网;博士毕业生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统计公报》和日本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

(NISTEP)。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MSTI_PUB。

图5 六国R&D投入强度(单位:R&D年投入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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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投入强度(R&D年投入占GDP的百分

比)反映了国家重视科研的程度。如图5所示,中国

的R&D投入强度自1998年(0.65)后也在逐渐攀

升,2016年中国(2.11)已经超过英国(1.69),与法

国(2.25)接近。与日本(3.14)、德国(2.93)、美国

(2.74)还存在较大差距,该指标对于博士生培养规

模扩大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数据和图表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与“六国博士毕业生数量趋势图”最接近的是

“六国GDP增长趋势图”,可见GDP总量对于博士

生培养规模紧密相关。虽然中国人均GDP最低,且
增长缓慢,但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数量。第二,中国

R&D投入近年急速攀升,R&D投入强度也在逐年

上升,反映了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对于博士生培

养数量具有直接的、明显的拉动作用。第三,中国博

士生培养数量目前稳居世界第二,但总人口约为美

国5倍,理论上还有较大增长空间。然而,博士生规

模的扩张必须以经济体量的继续增长和增加R&D
投入强度为前提,不可盲目扩张。同时要谨防在发

达国家如美国已经出现的“过度教育”现象,造成更

多的社会问题。

三、我国博士培养规模的测度

早在10年前,中国已有学者提出,“目前我国博

士教育规模应该零增长或低增长”的观点是片面的,
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应继续扩大而不是停滞,这既是

必要的,也是可能的。[10]2018年开始的本次博士扩

招,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由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

的需求旺盛;二是因为本科和硕士教育发展长期快

于博士教育,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
根据第二部分的研究:从人口比例来看,我国的

博士毕业生占全国人数比重很低,要想追上发达五

国的平均水平,还需增长530%。从博士毕业生数

与当年GDP总量的比值来看,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

展,我国博士培养规模仍然滞后,与发达五国平均水

平(54.48%)相比,还有7.13%的增长空间。从博

士当年毕业生数与R&D投入的比例系数来看,我
国博士培养规模增长速度与R&D投入的增长速度

尚不匹配,相比发达五国平均水平(20.29%),还有

4.64%的增长空间。

表4 中国博士培养规模的测度

对标发

达五国

中国

(2017)
按照人

口比例

按照与

GDP比值

按照与R&D
投入比值

增长率(%)58000 530% 7.13% 4.64%

博士毕业

生数(人) 58000 365400 62135 60691

博士招生

人数(人) 83900 528570 89882 87793

  资料来源:博士毕业生数和博士招生人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发展统计公报》网站:http://www.moe.edu.cn/jyb_sjzl/

sjzl_fztjgb/。

可见,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要想追上发达五国的

平均水平,我国年博士招生规模可扩至528570人

(表4所示)。但作为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专业教

育,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必然会受到国家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科研投入水平制约,按照这两个指标进行

测算,年度招生增长空间不超过7.13%,如以2017
年为基准,年招生规模最多扩招至9万人为佳。

四、政策建议

我国的博士生教育目标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

养高层次人才。在教育现代化2035的召唤下,博士

扩招是大势所趋。但博士生扩招不是无限度的,必
须考虑人口比例、社会需求、经济支持、科研投入、导
师规模、学校硬件条件等因素,要加强对博士生教育

规模的宏观调控。同时,要把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置于最中心位置,促进博士生教育的规模、质量、结
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博士研究生扩招创

造更大的空间

要考虑到与GDP和R&D投入的匹配性,博士

招生规模的扩张速度必须不能高于GDP的增长速

度,也不可高于R&D投入的增长速度。未来几年,
在GDP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我国应进一步引导全社

会加大对R&D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前瞻性和应用

性基础研究领域;进一步优化我国R&D资源配置,
注重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
进一步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改革,为博士生培养创造

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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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博士生招生结构,注重招生名额分配

的科学性

根据测算结果,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总额保

持在9万人左右为佳,后续可随着经济增长相应稳

步增长,同时要注重优化博士生招生名额的分配结

构。对于“双一流”建设学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

稀缺的省份,可适当增加招生名额;对于国民经济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领域或重大科技专项,
招生时可适当倾斜;提高博士专业学位的招生比例,
加强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三)实施多元化招生选拔机制,着力提高博士

生源质量

完善多元化招生选拔机制。对于生源质量相对

较弱的普通高校,须进一步优化博士生招生考试制

度,不可“一刀切”取消。对于“双一流”高校,须建立

和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选拔机制,强化对科

研创新能力的考查。同时,适度提高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以弹性学制打通

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预留中西部地方本科

高校在职教师攻读博士名额,选拨有潜力的青年骨

干教师完成学历提升。
(四)完善博士生质量保障体系,降低博士生延

期毕业比例

进一步完善博士生学籍管理办法,加强研究生

课程学习、中期考核、资格考试、论文开题、答辩等环

节的过程管理和考核,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建

立博士生学业预警机制,完善分流激励机制,畅通博

士研究生向硕士层次的分流渠道。对于确实无法达

到毕业要求的博士生,加大退出力度,从而尽量降低

毕业延期比例,保障博士培养资源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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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rapidsocialprogres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thedemandforhigh-leveltalenthasbeenincreasing
continuouslyinrecentyearsandtheexpansionofdoctoraleducationscalehasbecomeanirresistibletrend.Accordingtothe
researchliteratureavailable,economicindicatorslikeGDPandtheinvestmentinR&Dareverypredictiveforthescaleof
doctoraleducation.Uponthe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fiveforeigncountriesintermsofsimilarindicators,withthe
forecastoftalentsupplyanddemandinChina,theauthorsconcludethatitisproperforChinatomaintainthescaleofdoctoral
educationatabout90,000everyyear,anditsenrollmentexpansionshouldbeinteractivewiththechangesofeconomic
aggregateandR&Dinput.Atthesametime,theauthorsproposeinthispapersomesuggestionstopromotethesimultaneous
improvementofthescaleandthequalityofdoctoraleducationinChina.
Keywords:doctoratestudent;enrollmentexpansion;trainingscale;double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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