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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某综合性高校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教育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延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延期率较高、

延期年限较长。学校目标管理和课程设置合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导师的联系紧密、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与导师的沟通交流时间较长、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可以有效降低延期概

率。因此,学校要设置合理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提高与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期望的契合度;导师要与学

生建立和加强双向沟通机制,提高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提高时

间管理能力,增加有效学习时间,同时要强化论文发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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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些年,为了满足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博士

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博士生数量上的增加也引发

了一系列质量上的问题,其中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

问题尤为突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高耀等

人基于2017年全国博士生离校调查数据进行的实

证研究发现,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一半

以上的博士生不能按期毕业。[1]作为国内顶尖高校

的北京大学博士生延期率也达到32.27%。[2]然而,
与学术型博士(Ph.D)相比,教育博士(Ed.D)作为

一种专业博士,延期完成学业的现象更为严重。从

2010年开始,我国15所试点院校开始招收教育博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为“教育博士生”),主
要的招收对象是有工作经历的中小学教师和各级各

类学校的管理人员。他们在攻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的同时还需要工作,使得教育博士生难以在正常学

制内毕业,造成了延期完成学业的现象。高鸾和朱

旭东对九所招收教育博士生的试点院校进行调查,
发现2010级(第一届)教育博士生平均毕业率低于

10%,延期率高达90%以上,很多试点院校仅1名

学生通过答辩,甚至有一些学校无人申请答辩等。[3]

截至2015年6月,15所院校累计招生959人,只有

90人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毕业率不到10%。[4]

影响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因素有很多,国内

外学者均对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现象进行了相关研



究。李海生(2012)通过描述统计发现博士生能否按

期完成学业在人口统计变量特征等方面不存在差

异,而在学科、学习方式等维度上存在明显不同。[5]

此后,他又基于华东某高校2010-2017年“博士生

求学历程问卷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

型,分析发现博士生有明确学习规划、投入学习科研

时间较多、专业课程成绩优良、发表科研成果数量

多、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多、学位论文评阅成绩优良

等都对其按期完成学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黄俊

平和陈秋媛(2013)对北京大学119名延期完成学业

的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描述统计发现师生沟

通不畅、研究资料不易获得、发表文章的刚性要求、
出国学习以及参与项目等因素是影响博士生延期完

成学业的主要原因。[2]王晓磊等(2014)基于logistic
回归模型相关理论构建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概率

模型,研究发现男生、专业为工学和管理学、培养方

式为委托培养、未按时开题的、发表论文数较少的博

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概率较大。[7]刘玮(2016)以某

重点高校延期完成学业的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通
过描述统计发现延期完成学业的博士生表现出科研

能力差异、导师评价差异和主观感知差异等特征。[8]

绳丽惠(2019)和通过描述统计发现博士生是否延期

毕业与博士生自身情况、导师指导、发表学术成果要

求、学习年限设置等因素有关。[9]同样在国外,有学

者调查发现美国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比例达到了

57%。[10]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博士生完成学业和延期

情况主要与性别、种族、导师和同伴的交流程度、学
科专业、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11-14]具体而言,女
生、学科专业为人文社科、和导师同伴交流较少、非
白人以及收入较低的博士研究生更有可能延期完成

学业。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GS)的报告指出,超
过40%博士生不能取得博士学位,调查发现影响博

士生完成学业的主要因素为资金、导师指导以及家

庭支持。[15]综合以上研究,影响博士生延期完成学

业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学生个体、学校、师生交流和学

生科研四个方面。
现有关于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研究主要聚焦

于学术型博士生延期现象的分析,涉及对教育博士

生延期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这些研究也主要采用

理论分析和描述统计的方法探讨教育博士生延期完

成学业现象,相形之下,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的研究比较少见。[16]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一所国内

较早培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高校,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教育博士生延期的因素进行分析,
以期为改进教育博士生培养模式、降低延期率、提高

教育博士生培养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调查学校为一所双一流建设综合性

高校,也是我国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之

一。截至2018年,该校共招收教育博士生429名,
其中男性占比63.6%,女性占比36.4%;正常学制

内的在读学生为89人,已经毕业和延期完成学业的

学生数为340人。在这340人中,正常毕业人数45
人,正常毕业率为13.2%;延期完成学业人数为295
人,延期率为86.8%。本次调查面向该校教育博士

生发 放 问 卷 263 份,回 收 问 卷 207 份,回 收 率

78.7%;有效问卷196份,有效率94.7%。在196
份有效样本中,男生占比60.7%,女生占比39.3%;
正常学制内的在读学生数为62人,毕业和延期完成

学业的学生数为134人,其中正常毕业人数14人,
正常毕业率为10.4%;延期人数为120人,延期率

为89.6%。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与该校教育博士

生总体分布情况基本一致。本研究主题为教育博士

生延期完成学业状况,因此研究对象为按期毕业的

学生和延期完成学业的学生,不包括正常学制内的

在读生,筛选获得研究样本134人。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没有在规定学制内获得博士学位,定
义为没有按期完成学业,即为延期。根据已有研究,
教育博士生是否延期完成学业受到学生个体、学校、
师生交流、科研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

在充分考虑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调查

数据中可获得的变量,建立一个因变量为教育博士

生是否延期(如果教育博士延期完成学业,就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0)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教

育博士生是否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

如下所示:

Ln(p/(1-p))=β0+β1I1+
β2S2+β3T3+β4C4+μi (1)

模型(1)中,p 为教育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概率;I
主要指学生个体层面的因素,包括教育博士生的性

别、年龄、职称、职业和专业;S 主要指学校层面的因

素,包括学校目标管理合理性和课程设置合理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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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导教师因素,包括教育博士生与指导教师

的联系程度和交流时间;C 主要指教育博士生的科

研能力,以教育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延期总体现状

表1呈现了教育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总体现

状。教育博士生能够正常毕业的比例为10.4%,延
期比例达到了89.6%。截至2018年,在延期完成

学业的博士生中,延期一年毕业的比例为37.5%,
延期两年毕业的比例为18.3%,延期三年毕业的比

例为10.9%,延期四年毕业的比例为33.3%。教育

博士生的延期平均年限为2.4年。
表1 教育博士生延期总体现状

延期现状 百分比(%)

未延期 10.4

延期 89.6

延期年限

一年 37.5

两年 18.3

三年 10.9

四年 33.3

  表2呈现了截止到2018年不同特征教育博士

生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男生的延期比例和延期

年限均略高于女生,其中男生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

限分别为90.1%和2.43年;女生的延期比例和延

期年限分别为88.4%和2.34年。在年龄方面,总
体上呈现年龄越大,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均增加的

特点。教育博士生年龄在40岁及以下的延期比例

最高,为93.0%;其次是年龄在51岁及以上,为
92.3%;年龄在41~50岁的教育博士生延期比例最

低,为86.2%。而对于不同职称的教育博士生而

言,职称越高,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就越低。教育博

士生职称为初级及以下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

为92.0%和2.78年;教育博士生职称为中级的延

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93.8%和2.17年;教育

博士生职称为副高级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

91.2%和2.39年;教育博士生职称为正高级的延期

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81.6%和2.29年。
不同职务的教育博士生延期比例和平均延期年

限有所差异。高校专任教师和教育行业相关企业工

作人员的延期比例达到了100%,高校行政人员的

表2 不同特征的教育博士生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

延期

比例

延期年

限(年)

性别
男 90.1% 2.43

女 88.4% 2.34

年龄

40岁及以下 93.0% 2.08

41~50岁 86.2% 2.52

51岁及以上 92.3% 2.67

职称

初级及以下 92.0% 2.78

中级 93.8% 2.17

副高级 91.2% 2.39

正高级 81.6% 2.29

职业

高校专任教师 100.0% 1.77

高校行政人员 89.7% 2.41

教育研究机构人员 80.0% 2.35

教育行业相关企业工作人员100.0% 2.38

专业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
91.8% 2.55

教育博士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86.2% 2.29

学校目

标管理

合理性

完全不符合 100.0% 2.30

一般 75.0% 2.62

比较符合 94.0% 1.83

完全符合 88.2% 2.00

课程

设置

合理性

完全不符合 100.0% 2.00

一般 100.0% 2.18

比较符合 92.0% 2.65

完全符合 86.1% 2.26

与导师

联系

程度

一般 90.9% 2.40

经常联系 92.0% 2.52

密切联系 86.5% 2.13

延期比例为89.7%,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的延期比例

最低,为80.0%。在延期年份方面,高校专任教师

的平均延期年限最低,为1.77年;其次是教育研究

机构人员,为2.35年;教育行业相关企业工作人员

的延期年限为2.38年;高校行政人员的延期年限最

长,为2.41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高级教育行政

管理方向的教育博士生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均高

于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的教育博士生①,前者的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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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91.8%和2.55年,而后者的

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86.2%和2.29年。
总体而言,教育博士生认为学校目标管理越合

理,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就越低。教育博士生对学

校目标管理合理性评价中,认为完全不符合的延期

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100%和2.30年;认为一般

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75.0%和2.62年;
比较符合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94.0%和

1.83年;完全符合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

88.2%和2.00年。此外,教育博士生认为课程设置

越合理,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就越低。教育博士生

对课程设置合理性评价中,认为完全不符合的延期

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100%和2.00年;认为一般

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100%和2.18年;认
为比较符合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92%和

2.65年;认为完全符合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

为86.1%和2.26年。另外,教育博士生与导师联

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也存在差

异。具体来说,教育博士生与导师密切联系的延期比

例和延期年限均最低,分别为86.5%和2.13年;教育

博士生与导师经常联系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

为92.0%和2.52年;教育博士生与导师联系程度一

般的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分别为90.9%和2.40年。
(二)教育博士生是否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

表3呈现了教育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

素的回归模型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

他因素的情况下,在学生个体因素当中,教育博士生

的性别、年龄和职称对其是否延期完成学业无显著

影响,但职业和专业对其是否延期完成学业有显著

影响。高校行政人员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发生比

是高校专任教师博士生的8.3%;教育研究机构人

员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发生比是高校专任教师博

士生的0.2%;教育行业相关企业工作人员博士生

延期完成学业的概率与高校专任教师博士生无显著

差异。教育博士生的专业对其是否延期完成学业有

显著影响,教育领导与管理领域专业教育博士生的

延期完成学业的发生比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高级

教育行政管理方向博士生的21.9%。
表3 教育博士生是否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 发生比(Exp(B))

男生(以女生为参照) -0.120(0.864) 0.887

年龄 0.156(0.694) 1.169

职称 0.025(0.497) 1.025

高校行政人员(以高校专任教师为参照) -2.492*(1.395) 0.083

教育研究机构人员(以高校专任教师为参照) -6.011***(2.028) 0.002

教育行业相关企业工作人员(以高校专任教师为参照) 1.382(1.063) 0.730

教育领导与管理领域(以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为参照) -1.518*(0.871) 0.219

学校目标管理合理性 -3.993***(1.451) 0.018

课程设置合理性 -5.412***(1.808) 0.004

与导师联系程度 -2.092**(0.858) 0.123

与导师交流时间 -0.498***(0.161) 0.608

论文发表数量 -0.613**(0.316) 0.542

截距 43.946***(13.360)

Cox&SnellR方 0.256

NagelkerkeR方 0.501

模型卡方检验值 0.000

样本量 134

  注:1.*、**、***分别表示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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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因素中,学校目标管理合理性和课程设

置合理性对教育博士生是否延期完成学业均有显著

负向影响,即学校目标管理合理性和课程设置合理

性越高,教育博士生的延期概率就越低。学校目标

管理合理程度每增加1个等级,教育博士生的延期

发生比就降低98.2%;课程设置合理程度每增加1
个等级,教育博士生的延期发生比就降低99.6%。

在师生交流方面,教育博士生与导师联系程度

和交流时间对其是否延期完成学业均有显著负向影

响,即教育博士生与导师联系越密切、交流时间越

长,延期的概率就越低。教育博士生与导师联系程

度每增加1个等级,教育博士生的延期发生比就降

低87.7%;教育博士生与导师交流时间每增加1个

小时,教育博士生的延期发生比就降低39.2%。在

科研方面,教育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其延期完

成学业的可能性就越小,具体来说,教育博士生的论

文发表数量每增加1篇,教育博士生的延期发生比

就降低45.8%。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某综合性高校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

模型探究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延期的影响因

素,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教育博士生的延期率较高、延期年限较长

教育博士生的延期率接近90%,延期年限为2.
4年。不同背景特征的教育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情

况有所差异。教育博士生年龄越大,延期年限就越

长;教育博士生职称越高,延期年限就越短;与其他

职业相比,高校专任教师的延期概率相对较高。教

育博士生的年龄越大,一般家庭负担可能更重,不但

在工作上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在家庭上

投入时间,难以一心用在攻读博士学位上。在学习

上投入的有效时间不足所产生的“工学矛盾”,导致

教育博士生难以在正常学制内完成学业。教育博士

生的职称越高,说明该教育博士生所具有的专业理

论基础、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就越强,在学习和论文

写作方面更能够得心应手,所以延期比例和年限也

就越低。与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相比,高校专

任教师本身除了科研任务之外,还要兼顾教学任务,
同时还要攻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有的还要照顾家

庭,身兼数职,分散了时间和精力,减少了有效学习

时间,增加了延期完成学业的机率。此外,相比于教

育领导与管理领域专业的教育博士生,教育经济与

管理专业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的教育博士生的延

期概率和延期年限更高。

2.学校目标管理和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可以有效

降低延期率

学校目标管理和课程设置合理性越高,教育博

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概率就越低,延期年限就越短。
李永刚和马爱民(2016)对15所高校的教育博士生

进行研究,发现我国教育博士生最主要的期望是提

高专 业 理 论 知 识、科 研 实 践 能 力 和 职 业 实 践 能

力。[17]他们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教育博士生对自

身专业理论水平、研究能力等方面认同度较高,但是

对于职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认同度并不高,仅为

7.1%和3.8%。[18]由此可知,高校设定的教育目标

并没有完全符合教育博士生的预期,这也与培养创

新性、实践性的人才存在一定的偏差。鉴于此,高校

在设定学习目标和课程的时候要考虑教育博士生的

特殊性,合理的学校目标管理和课程设置可以提高

教育博士生的就读体验和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动力

和效率,从而顺利完成学业。

3.指导教师与教育博士生的双向互动可以有效

降低延期率

教育博士生与导师的联系程度和沟通时间均对

教育博士生的延期率有显著负影响。这意味着,教
育博士生与导师联系的越紧密,沟通交流的时间越

长,教育博士生的延期概率和延期年限就越低。有

研究发现,师生沟通不畅、导师在学业上的指导有限

是造成博士生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2]正常毕业学

生主动约见导师的比例为22.7%,而延期毕业学生

则较为被动,甚至有11.9%的延期生认为与导师

“很少互相约见”。[8]此外,有研究发现31%延期生

认为“导师有效指导不够”是其学位论文写作中遇到

的最大困难,而毕业生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仅为8.
1%。[8]经常与导师交流的博士生,在学术造诣、发表

文章、独立科研等方面更具优势。[19]导师与教育博

士生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教育博士生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且引导学生对本专业

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导师通

过让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参与科研项目、参加读书会

等互动方式能够督促学生学习,在促进师生关系的

同时也提高了教育博士生的学术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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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博士生多发表论文可以有效降低延期率

研究发现,教育博士生论文发表的越多,延期完

成学业的概率就越小。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高校

均对博士生毕业有明确的论文要求,不能达到要求

者无法毕业。另一方面,发表论文较多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该博士生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在规定

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达到毕业要求、顺
利毕业,这也能部分解释现在大部分高校要求博士

生发表一定科研成果才能毕业的规定。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学校要设置合理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提高与

教育博士生期望的契合度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明确提出,教育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造就教育、教学

和教育管理领域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专门人才。
因此,一方面高校在制定培养目标和设置课程时,要
加深对培养目标的认识和理解,制定符合本校校情

和本校学生的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置,包括教育博

士生的管理制度、课程安排、师资队伍建设、条件保

障、组织管理等;同时要建立质量评估机制,对教育

博士生的培养情况进行评估和反馈,为提高教育博

士的培养质量提供有效保障。另一方面,高校要对

每一届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新生开展入学前调

查,深度了解教育博士生的教育期望,提高学校培养

目标和课程设置与教育博士生期望的一致性,这样

才能有效降低教育博士生的延期率,更好地培养创

新性、实践性的教育人才。

2.导师要与学生建立和加强双向沟通机制

导师指导是培养教育博士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是教育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引者、促进者和

支持者。导师的作用贯穿于教育博士生学习生涯的

整个过程,对于教育博士生研究问题的选取、研究方

法的学习、学术论文的选题等各个环节和阶段都有

着关键作用。因此,要建立和加强导师与学生的双

向沟通机制,通过制度保障导师和学生的交流沟通。
导师要与教育博士生及时制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

学业规划,并给予充分指导,并进行有效督导,促进

学生学习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教育博士

生要积极主动约见导师,通过沟通交流扩充自己的

理论知识,积极反馈学习进展,及时解决在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3.教育博士生应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增加有效

学习时间

教育博士生一般为各级各类的在职教师和管理

人员,在学习的同时很可能要兼顾工作和家庭,时间

的碎片化产生了“工学矛盾”,导致在学习过程中的

有效学习时间不足,引起学习进度的滞后,无法在规

定学制内取得教育博士学位。因此,教育博士生要

提高时间管理意识,增强时间管理能力,合理安排好

学习和工作时间。在工作期间,教育博士生要利用

好碎片化的时间;在寒暑假或其他假期时间,可以提

前规划出一段整块的时间撰写论文。此外,在学习

期间,教育博士生要尽快与导师商量,确定博士论文

大概的研究领域,而后规划出两三个时间段,在每个

时间段撰写出一篇可以在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

文。接着,在每个阶段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创新,
并通过建立基本理论框架将其整合成博士学位论文

的主体部分,这样既有效利用了时间,完成了高校规

定的在校期间的论文发表任务,又加快了博士学位

论文的撰写进度,一举两得。此外,基于教育博士生

学习时间的有限性,教育博士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

建立学习共同体,通过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互动合

作的学习模式提高学习效率,增加有效学习时间。

4.教育博士生要树立论文发表意识,提高科研

能力

学术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体

现。教育博士生需要公开发表学术论文,通过撰写

论文可以提高其学术科研能力,加强思维逻辑的锻

炼,也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打好基础。因此,教育博

士生要树立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意识,将自己的科

研成果公开发表与同行分享。高校可以对博士生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有要求,不过也要掌握一定

的度,充分考虑教育博士生的特殊性。

注释:

① 与其他高校不同,本文调研的综合类高校教育博士生的

方向分为两类,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和教育经济与管理

专业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前者主要招收学校中高层

管理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后者主要招收教育行政部门

和其他教育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

参考文献:

[1]高耀,陈洪捷,王东芳.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到底有多

高:基于2017年全国离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研

究生教育研究,2020(1):42-51.
[2]黄俊平,陈秋媛.博士生延期毕业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85· 郭丛斌,等: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建议:以北京大学延期博士生情况调查为例[J].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2013(7):50-55.
[3]高鸾,朱旭东.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与

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3):62-70.
[4]张斌贤,文东茅,翟东升.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

的回顾与前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2):1-6.
[5]李海生.我国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

于对42所研究生院的问卷调查[J].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2012(5):9-15.
[6]李海生.博士研究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J].复旦教育论坛,2019,17(3):52-59.
[7]王晓磊,雷稚蔷,王宏,等.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博

士研究生超期毕业影响因素分析:以哈尔滨工业大学

为例[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6):16-21.
[8]刘玮.延期毕业博士生的主要特征研究:基于某重点高

校数据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6(1):44-48+74.
[9]绳丽惠.博士生延期毕业现象:影响因素与治理策略

[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6):60-64.
[10]King, M.F.Ph.D.completion and attrition:

AnalysisofbaselinedemographicdatafromthePh.D.
completionproject[M].Washington,D.C.:The
CouncilofGraduateSchools,2008.

[11]EllisE M.TheImpactof Raceand Genderon
Graduate School Socialization, Satisfaction with
Doctoral Study, and Commitment to Degree
Completion[J].Westernjournalofblackstudies,

2001,25(1):30-45.
[12]MaherM A,Ford M E,ThompsonC M,etal.

DegreeProgressofWomenDoctoralStudents:Factors
thatConstrain,Facilitate,andDifferentiate[J].The
ReviewofHigherEducation,2004,27(3):385-408.

[13]Lovitts,B.E.Whoisresponsibleforgraduatestudent
attrition—theindividualortheinstitution? Towardan
explanationofthehighandpersistentrateofattrition
[C].New York:Paperpresented atthe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96.

[14]Golde,C. M.The role ofthe departmentand
disciplineindoctoralstudentattrition:Lessonsfrom
four departments [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5,76(6):669-700.

[15]WendlerC,BridgemanB,ClineF,etal.ThePath
Forward:TheFutureofGraduateEducationinthe
UnitedStates[J].EducationalTestingService,2010,

31(5):71-85.
[16]杨虎.国内综合性大学延期博士生培养管理问题初探:

基于对北京大学等高校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的调查

[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6):18-22.
[17]李永刚,马爱民.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性及其强

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6):66-71.
[18]马爱民,李永刚.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状

况调查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3):

73-79.
[19]卞玉筱.我国博士研究生延期完成学业问题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AnalysisofInfluentialFactorsonDeferredStudyCompletionofDoctoralStudentsinEducation

GUOCongbin,FANGChenchen,WANGLiang,CHENHongjie

(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Withthe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odel,thisstudyanalyzethedeferredstudycompletionofdoctoralstudentsin
educationandthecorrespondinginfluentialfactorsbasedonthesurveydataofthedoctoralstudentsineducationata
comprehensiveuniversity.Theanalysisfindsthatthedeferredstudycompletionofthedoctoralstudentsineducationfeaturesa
relativelyhigherrateandalongertime.However,thetimeofthedeferredstudycompletioncanbeeffectivelyreducedifthe
objectivemanagementiswellperformed,thecurriculumisreasonablyarranged,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the
doctoralstudentsiscloselytied,thetimeofthecommunicationandideaexchangesbetweenthemislonger,andmorepapers
havebeenpublicized.Therefore,theauthorssuggestuniversitiessetupreasonabletrainingobjectivesandcurriculum,improve
thefulfillmentoftheexpectationofthedoctoralstudents,establishandstrengthenabilateralcommunicationmechanism
betweensupervisorsandstudents,andimprovetheresearchabilityofthem.Thisstudyalsoasksthedoctoralstudentsin
educationtoraisetheirabilitytomanagetime,increaseeffectivestudytime,andenhancetheinitiativetopublishpapers.
Keywords:doctoralstudentineducation;deferredstudycompletion;influential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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