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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直接反应了学生就业后服务社会需求质量,对研究生教育培养改革意义重大。
通过对重庆某高校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依据人力资源价值评价,深入分析在校培养各因素对

研究生毕业后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校培养因素可包括实训实践、课程教学、挑战性研究、
成效关注和职业导向五项因子,并且这五类在校培养因素分别对反映职业发展状况的收入、职称、职位、职业

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等指标具有影响。最后,笔者基于此,提出“提高培养质量,提升人力资源价值”的研究

生培养改革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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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三部委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
提出,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更加突出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提

供坚强保证。目前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还有许多不

足之处,存在“重科研、轻课程”“重本科教学、轻研究

生教学”等问题[1],缺乏从“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角
度系统深入对研究生教育开展研究,特别是对研究

生培养方案的制定和改革还需要从职业发展角度进

行全局和长远规划。许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

滞后、作用与定位认识不清、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等

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原会

长赵沁平院士认为,发展成为研究生教育强国,需继

续摸着石头趟过三条深水河,其中专业学位与学术

学位的差异化培养,特别是培养过程和评价的差异

化,是名副其实的“深水河”。总之,目前我国研究生

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需求,
培养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为开拓

研究生教育新局面,使培养的研究生能够更好的满

足国家建设的需要,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研究。
21世纪竞争的焦点无疑是科技和知识的竞争,

而这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价值作为一

个新兴的概念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和强调,不同

于实物货币,其是一种无法估量,能够带来巨大效益

的资本。人力资源价值即人的能力价值,人们以不

同的活动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个人在组

织中预期服务期间内所提供的未来用途和服务的价



值大小又取决于内外因素的影响,而这也决定了人

力资源价值的可变性和复杂性。站在研究生教育的

立场,如何改革和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和挖掘其智

慧能力,使其毕业后能在职场上发挥更大的人力资

源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要求高校必须切

实关注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关注人力资

源价值,不断改革和发展研究生教育。笔者试图分

析学术硕士在校培养因素与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

之间的关系,探索更好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创

造更大的人力资源价值。研究通过多年跟踪调查某

校毕业硕士的职业发展状况,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探

索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学术硕士在校培

养因素与职业发展状况的关系研究,认清学术硕士

培养模式原有的特点与在服务需求上的不足,以坚

定广大研究生教育工作者推进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

模式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和变量说明

本研究主要关心以下两个问题:(1)当前学术硕

士毕业后的发展现状如何? (2)学术硕士的在校培

养因素如何影响其职业发展状况?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学术硕士的职业发展状况。

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状况是高校教育产出的具体表现

形式,是反映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变量。国内关

于职业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邹琼等[2]认

为职业发展是个人与组织间的选择、适应与匹配过

程,但个人发展与组织间需要的匹配在现实层面受

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年来,学者开始借鉴

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指标因素,主要包括专业对口情

况、薪酬、工作满意度等来描述毕业生职业发展状

况。例如郝登峰[3]以起薪(毕业生毕业后工作的第

一年所有收入)和职业稳定性(跳槽情况)来衡量职

业发展状况。赵世奎等[4]以职务晋升和学术成效作

为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发展因素,分析教育因

素对职业发展因素的影响。陈克雄等[5]构建了一套

以研究生综合素质、导师综合素质、管理机制和社会

认知度几个方面来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指标体

系。职业发展状况也是毕业生在校期间积累的人力

资源价值的体现。人力资源价值是指人力资源本身

能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第一是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能力和动力

因素,第二是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其所在组织自身的

规模、经营方式、周围环境、人物角色等[6]。人力资

源价值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收入、奖励、自我发展以

及角色定位即职位等方面,与职业发展状况密切相

关,基于此,本研究因变量即职业发展状况的指标选

取主要包括“收入、职称、职位、职业发展前景、社会

贡献度”等五个方面。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学术硕士的个体因素和在校

培养因素。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和毕业年限,也是本

研究的控制变量。而在校培养因素方面,本研究认

为研究生在校培养是指研究生在校期间各环节及各

培养措施的实施状况,是培养质量形成过程与状态

的表达。目前国内学者对在校培养因素的研究较

少。刘丽等[7]以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为分析对象,
以个体因素和课程因素为自变量,以通用技能、基本

学术能力、基本知识以及基本素质四个方面的教育

收获作为因变量,发现研究生的课程参与以及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对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

四个方面的教育收获均产生显著影响。冯斌等[8-9]

分析了课程设置、参加挑战性创造工作、课堂主动性

等具体在校期间所受教育指标对毕业生发展质量的

影响。王晓漫[10]将培养条件分为学术环境、师资条

件、科研条件、物质条件、教学条件和制度条件并实

证分析其与培养质量的关系。目前,国内研究对在

校培养因素还没有统一的分类,笔者在参考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对在校培养

因素进行分类。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研究生的在校培养因素和职业发展状

况的测量均通过自编问卷进行。
自变量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和毕业年限,性别以

虚拟变量取值,“0”代表“女”,“1”代表“男”,毕业年

限为调查年份与其毕业年份的差值,代表已毕业年

限。在校培养因素包括参加学科竞赛和学术实践活

动的频率,接受职业发展指导或培训的频率,进行实

验实训、实习、实践活动频率,课程选择面,课程前沿

性,课程量,高水平期刊论文数,参与科研项目数,参
加高水平学术会议次数,课程平均成绩,各类赛事奖

励证书数,所学专业与职业关联度,职业发展规划完

成情况,导师的指导对职业发展帮助度,专业资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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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证书等15个指标,通过李克特五点计分进行分

析研究,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754。
因变量职业发展状况是指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

发展状况,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本文通过毕业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收入、职称、职位、职业发展前景、
社会贡献度五个因素来具体衡量,其中收入、职称、
职位为客观指标,根据学术硕士的实际状况填写,而
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度为主观指标,由调查对

象进行自评。
(三)样本及结构

本研究借助重庆某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发展

质量与教育模式改革研究”课题组2015和2017年

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重庆某高校近十年已毕业学

术型硕士,有效样本共计1161个,数据处理软件为

SPSS21.0,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从样本分布来看,
被调查对象中男生占比为69.2%,女生占比为30.
8%,基本符合该校男女比例实际情况;在毕业年限

上,调查对象中毕业3-4年的占比较多,达到

39.5%;被调查对象所在学院占比排名前五的是经

管、机械、材料、土木和化工学院,而所在行业占比排

名前五的是教育、制造业、建筑、金融和公共事业

行业。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毕业生职业发展总体状况

对衡量学术硕士职业发展状况的五个指标进行

描述分析发现(见表2),被调查对象的收入主要集

中在5000元-15000元,占比达到68.8%;在职称

方面,被调查对象中职称为中级的占比最多,达到

51.6%;在职位方面,被调查对象主要为一般管理和

技术人员以及中级管理者,在客观指标方面与样本

结构吻合。而在主观指标方面,47.3%的调查对象

认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可观,而大多数(60.9%)
被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社会贡献度“一般”。

表1 样本结构(N=1161)

名称 分类及比例

性别 男(69.2%) 女(30.8%)

毕业

年限

0到2年

(18.3%)
3到4年

(39.5%)
5到6年

(25.7%)
7到8年

(16.6%)

学院
经管

(10.2%)
机械

(9.3%)
材料

(7.7%)
土木

(6.6%)
化工

(5.4%)

行业
教育

(18.3%)
制造业

(13.6%)
建筑

(11.2%)
金融

(8.8%)
公共事业

(5.6%)

表2 学术硕士职业发展状况描述(N=1161)

变量 分布及比例

收入
5000元以内

(6.5%)
5000-10000元

(42%)
10000-15000元

(26.8%)
15000-20000元

(12.1%)
20000元以上

(12.6%)

职称 无(21.1%) 初级(15.8%) 中级(51.6%) 副高级(10.1%) 正高级(1.5%)

职位 基层(15.6%)
一般管理和技术

人员(47.2%)
中层(28.5%) 高层(6.0%) 决策者(2.7%)

职业发展前景 很差(1.9%) 较差(7.8%) 一般(43.1%) 较好(43.3%) 很好(4.0%)

社会贡献度 很小(5.6%) 较小(10.2%) 一般(60.9%) 较大(21.7%) 很大(1.6%)

  (二)在校培养因素结构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法对在校培养状况的15个

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

转,以探究在校培养因素的结构。
本研究结合旋转后载荷图进行以下操作:(1)删

除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共因子上具有接近因子载

荷的题项;(2)删除在公共因子上的最大载荷小于

0.40,共同度小于0.40的题项。根据以上标准删除

“专业资格及技能证书”这一题项,最终保留14个题

项,其因子分析的结果具体如下:采用巴特利球形检

验和KMO两种检验统计方法确定数据是否适合做

探索性因素分析。当KMO值越接近1,这些变量

进行因素分析的效果越好。根据学者Kaiser的观

点,KMO值0.8以上表示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KMO系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

KMO取样适当度量值 0.802

Bartlett球形检验的

统计数值

近似卡方分布 3120.218

自由度 91

显著性 0.000

  问卷的初步检验结果见表3。KMO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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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为3120.218,显著

性为0.000达到显著水平(p<0.01),以上指标均

表明数据适合于进行因素分析。根据碎石图及理论

构想,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5个,累计方差贡

献率为60.678%,见表4。
表4 毕业生在校培养状况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1 2 3 4 5

学科竞赛和学术实践

活动的频率
0.828

接受职业发展指导或

培训的频率
0.797

参加实验实训、实习、
实践活动频率

0.726

课程选择面 0.787

课程前沿性 0.746

课程量 0.681

高水平期刊论文数 0.758

参与科研项目数 0.658

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

次数
0.586

所学专业与职业关

联度
0.830

职业发展规划完成

情况
0.611

导师的指导对职业发

展帮助度
0.448

课程平均成绩 0.822

各类赛事奖励证书数 0.689

特征根 3.6131.5271.2011.1281.027

方差贡献率(%) 15.34914.10511.13010.4789.617

累计方差(%) 15.34929.45440.58451.06160.678

  注:只列出因子负荷值≥0.40的数据。

根据分析结果,5个因素及其因子载荷量如表

4,各因子的命名如下:
因素1包括3个题项:“学科竞赛和学术实践活

动的频率”“接受职业发展指导或培训的频率”“参加

实验实训、实习、实践活动频率”,反映了学术硕士在

校期间参与各项实践活动的情况,将其命名为“实训

实践”。因素2包括3个题项:“课程选择面”“课程

前沿性”“课程量”,反映了学校课程安排的情况,将
其命名为“课程教学”。因素3包括3个题项:“高水

平期刊论文数”“参与科研项目数”“参加高水平学术

会议次数”,反映了学术硕士在校期间挑战性研究的

参与情况,将其命名为“挑战性研究”。因素4包括

3个题项:“所学专业与职业关联度”“职业发展规划

完成情况”“导师的指导对职业发展帮助度”,反映学

术硕士在校期间的专业学习、职业规划以及导师指

导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状况,将其命名为“职业导向”。
因素5包括2个题项:“课程平均成绩”“各类赛事奖

励证书数”,反映学术硕士在校期间成效关注的情

况,将其命名为“成效关注”。
(三)在校培养因素对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

1.相关分析

表5给出了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实训实践(r=0.07,p<0.05)和职

业导向(r=0.15,p<0.01)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
实训实践(r=0.11,p<0.01)、课程教学(r=0.16,

p<0.01)和职业导向(r=0.21,p<0.01)与职称呈

显著正相关;实训实践(r=0.14,p<0.01)、课程教

学(r=0.16,p<0.01)和职业导向(r=0.20,p<
0.01)与职位呈显著正相关;而五个在校培养因素与

职位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自评均显著正相关。
表5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收入 职称 职位
职业发

展前景

社会

贡献度

实训实践 0.07* 0.11** 0.14** 0.22** 0.27**

课程教学 0.03 0.16** 0.16** 0.22** 0.30**

挑战性

研究
0.05 0.02 0.04 0.12** 0.11**

成效关注 -0.01 0.04 0.01 0.15** 0.07*

职业导向0.15** 0.21** 0.20** 0.37** 0.36**

  *p<0.05,**p<0.01

2.在校培养因素对职业发展状况各指标的回归

分析

为探究在校培养因素对研究生职业发展状况的

影响,本研究分别对职业发展状况的五个指标(收
入、职称、职位、职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进行了

分层回归分析。第一层加入控制变量(性别、毕业年

限),第二层加入各培养因素(实训实践、课程教学、
挑战性研究、成效关注、职业导向),分层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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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5。在控制变量上,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收

入、职位、社会贡献度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对

职称和职业发展前景无显著影响,即在调查对象中,
男性学术硕士会有更高的收入、更高的职位和更高

的社会贡献度。而毕业年限对收入、职称、职位、职
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毕业

越久的学术硕士会有更高的收入、更高的职称和职

位、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以及更高的社会贡献度。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

(1)只有职业导向显著正向预测收入(β=0.22,p<
0.01),即职业导向越好则收入越高,说明在培养因

素中,职业导向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2)课程教

学(β=0.17,p<0.01)和职业导向(β=0.22,p<
0.01)显著正向预测职称,说明在培养因素中,课程

教学和职业导向越好则职称更高。(3)实训实践

(β=0.07,p<0.05)、课程教学(β=0.12,p<0.05)
和职业导向(β=0.18,p<0.01)显著正向预测职

位,说明在培养因素中,实训实践、课程教学和职业

导向越好则职位越高。(4)实训实践(β=0.06,p<
0.05)、课程教学(β=0.11,p<0.05)、成效关注

(β=0.09,p<0.05)和职业导向(β=0.31,p<
0.01)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发展前景,说明在培养因素

中,实训实践、课程教学、成效关注和职业导向越好

则职业发展前景更好。(5)实训实践(β=0.11,p<
0.01)、课程教学(β=0.20,p<0.01)和职业导向

(β=0.27,p<0.01)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贡献度,说
明在培养因素中,实训实践、课程教学和职业导向越

好则社会贡献度越高(见表6)。
表6 在校培养因素对职业发展状况各指标的回归分析(N=1161)

预测

变量

收入(β) 职称(β) 职位(β) 职业发展前景(β) 社会贡献度(β)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控制变量

性别 0.56** 0.55** 0.11 0.10 0.34** 0.32** 0.08 0.07 0.13** 0.09**

毕业年限 0.05** 0.05** 0.09** 0.09** 0.04** 0.05** 0.02* 0.02* 0.04** 0.05**

自变量

实训实践 0.05 0.03 0.07* 0.06* 0.11**

课程教学 -0.10 0.17** 0.12* 0.11* 0.20**

挑战性研究 -0.02 -0.07 -0.05 -0.01 -0.02

成效关注 -0.02 0.01 -0.03 0.09* -0.01

职业导向 0.22** 0.22** 0.18** 0.31** 0.27**

AdjustedR2 0.06 0.08 0.03 0.08 0.04 0.08 0.01 0.16 0.02 0.18

ΔR2 0.02** 0.05** 0.05** 0.16** 0.17**

F 36.933**14.604**20.580**15.978**23.888**15.977** 3.629* 31.821**11.059**38.214**

  *p<0.05,**p<0.01

四、研究结论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包括智力和体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11]。人

力资源价值是人力资源在一段时间内所具备的潜在

的、创造性的能力,最终以产品、收入等可量化指标

进行体现[12]。高校人力资源价值,内在表现为高校

人力资本为高校带来经济效益的潜在劳动能力,外
在表现为教师在传道授业、科学研究中新创造的价

值,是作为商品的高校劳动力的价值[12]。研究生是

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具有文化较高、可塑性较强、
善于学习、增值力强等特点,研究生培养对于研究生

人力资源价值的形成和提高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

高校,还是研究生自身,都应树立强烈的人力资源意

识,了解研究生人力资源的基本特点和需求趋势,并
通过自我认知、自我发展、课程培养、技能提升等多

种途径提高自身人力资源价值[13]。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某高校的学硕培养因素主

要包括5个因子,分别为职业导向因子、课程教学因

子、实训实践因子、成效关注因子和挑战性研究因

子。其中,职业导向因子对职业发展的五个指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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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正向影响,课程教学因子对职业发展的四个

指标(职称、职位、职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有显

著正向影响,实训实践因子对职业发展的三个指标

(职位、职业发展前景、社会贡献度)有显著正向影

响,成效关注因子对职业发展的单个指标(职业发展

前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挑战性研究因子对职业发

展的五个指标均无显著影响。透过回归分析的结

果,不难看出:
(1)研究生培养当中的职业导向因素对研究生

毕业后的职业发展最为重要,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是

研究生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与日后从事的职业越相

关,自身职业发展规划越清晰且执行完成度高,导师

给予更多的职业指导,则其自身对职业认知会更清

晰,职场熟练度更高,进而促使其在日后的职业发展

道路上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2)研究生培养中的课程教学因素对职称、职

位、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度有显著影响,表明在

校期间课程的选择面、前沿性和课程量越好,研究生

未来职业发展也会更好,说明高校需要更加重视研

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推动研究生课程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
(3)在学校期间,参加更多关于学科竞赛、实践

实训等更多实践活动和接受更多的职业发展指导和

培训更有可能使自身未来的职位与社会贡献度更

高,表明实训实践对职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帮助。
(4)成效关注对职业发展前景有正向影响。这

表明研究生在校期间的课程平均成绩越好,获得大

赛奖励证书越多,其之后的职业发展前景会更好。
课程成绩和证书的获得代表着其学习能力和综合能

力素质较强,这间接影响了职业发展前景。
(5)挑战性研究对职业发展的回归并没有表现

出显著性影响。笔者认为研究生教育中的学术科研

可以分为基础性科研训练和高层次挑战性研究两部

分,基础性科研训练会对职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这是因为基础性科研训练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

践与综合工作能力,对职业发展所需要的素质具

有提高作用;而挑战性研究在本研究中对职业发

展没有直接影响,一方面可能是挑战性研究更多

是提升研究生的思维逻辑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等来间接影响职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本研究的指标选取有限,对研究结果造成

了影响,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学术研究对职业发展

的影响。

五、研究启示

第一,加强职业导向,提供专业指导,完善职业

发展规划,提升职业技能。为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和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高校、导师、
研究生自身应紧密配合。从高校的角度,应重视研

究生的职业导向,从课堂教学、结合实践、指导帮扶、
思想引领等各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研究生培养的高

质量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强调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目标。积极开展学科竞赛和学术实践活动、职业发

展指导和培训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提升综合素

质。从导师的角度,应加强对研究生的专业指导,确
定研究方向后,对于不同类型的研究生给予不同指

导,对于有进一步深造规划的学术硕士应加强对其

学术能力的培养,而对于毕业就业的学术硕士应注

重其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使其顺应时代的发展,满
足社会需求。从研究生自身而言,应主动地、全方位

和多层次的去锻炼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努
力钻研学术,积极关注职业发展,做好准备投身到社

会建设中。
第二,高校应重视课程教学,优化课程体系,扩

大课程的选择范围,提升前沿性。本文研究表明研

究生培养的课程教学因素对职称、职位、职业发展前

景和社会贡献度有显著影响。因此,高校应注重研

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程教学,鼓励学科交叉,适应学科

发展的需求,对于有进一步深造规划的学术硕士应

加强对其学术能力的培养,同时,高校应增加选修课

的选择范围,提高课程设置的灵活性,让研究生在课

堂上培养兴趣,形成自身特色,拓宽研究生的视野为

研究生更好的发展打下基础,让每个研究生都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职业目标接受教育。
第三,高校研究生培养改革要注重分类培养,同

时也不能忽视挑战性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挑战性研

究对职业发展的回归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这可

能因为挑战性研究更多是提升研究生的思维逻辑能

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通过这些能力间接影响

职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挑战性研究所提高的能力

更多的是未来攻读更高学位所需要的学术研究能

力,这也正提醒我们要对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进

行分类培养。对于专业型研究生,以职业需求为导

·85· 冯 斌,等:学术硕士在校培养因素对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研究



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建
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而对于学术型研究生,高校应鼓励其多参加挑战

型学术研究,提高学术科研能力,为日后攻读博士学

位,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做准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发展定位的差异,没有

适合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统一标准培养模式,高校

应该根据自身的学科特色与发展战略,切实关注本

校毕业研究生的职业发展状况。通过分析研究各类

研究生培养因素对本校毕业研究生职业发展状况的

影响,深刻了解本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现有特点,结
合自身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考

虑到本次调研过程中面临来自本校毕业生信任的检

验与挑战,呼吁高校广大研究生教育工作者高度重

视和关心毕业研究生的职业发展,在“双一流”建设

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革新本校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坚
持立德树人,积极拥抱新时代,坚定践行新思想,努
力实现新作为,更好地培养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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