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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博士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已婚博士生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既面对着科研和家

庭的双重压力,又感受着家人的支持与陪伴,但鲜少有严谨的实证研究能够阐明清楚结婚是否影响博士生科

研发表。为此,本研究基于2016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博士生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样本自

选择内生性从而估计婚姻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研究发现,结婚对博士生科研发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相比未婚博士生,已婚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高出0.4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高出0.47
篇;结婚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耗费个人精力和时间较多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数上;性别差异上,结婚对男性博士生科研发表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博士生科研发表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相比未婚女博士生,已婚女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高出0.75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高

出0.7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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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博士生

人数近年来不断攀升。据统计,1990年我国共有博

士生3300人,而到2017年,我国博士生人数已达

83878人。[1]而博士生作为“学位金字塔”的顶端,其
总在学年数已逾二十年,其平均年龄也多在三十岁

左右,远超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这意味着已婚博士生

在博士生群体中并不少见,且随着博士生人数的增

长而不断增多。
同时,已婚博士生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其一,已

婚博士生仍然属于学生,要承担其在学校接受社会

化的责任,故需要完成课程学习及导师派遣的任务,
也要为其前途积累科研成果;其二,已婚博士生是家

庭中的主要成员,要担负起维持及建设家庭的责任,

故需要处理与配偶的感情问题、家庭的经济问题、子
女的养育问题等等,这使得他们常常面临来自家庭、
学校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因而“常在得与失之间徘

徊,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康”[2]。然而,婚
姻所带来的并不只有负面影响,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是博士生重要的精神支柱,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感

也会促使博士生取得更高的成就。那么,不禁要问,
作为反映博士生科研水平最重要的依据,博士生的

科研发表是否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查找,笔者发现,关于婚姻对

博士生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其结

论主要集中于两类,一部分研究认为,婚姻状况对博

士生的各方面均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科研发表方



面,古继宝等(2009)使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院

毕业博士的数据建立二值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发现

婚姻状况对顶尖博士生的科研绩效没有显著影

响;[3]蔺玉(2012)通过建立博士生科研绩效的研究

模型,引入主观态度和组织氛围作为情景变量,探究

了我国博士生科研绩效的关键因素,其实证研究发

现,博士生婚姻状况对其科研绩效没有显著影响;[4]

姜华(2015)通过使用北京某重点人文社科类高校的

博士生数据建立博士生科研产出影响因素模型进行

实证探究,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对其科研产出水平没

有显著影响,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博士生婚后家庭

情感上的支持与家庭责任的压力对其科研产出的影

响相互抵消所致。[5]威廉·哈莫维奇和理查德·摩

根 斯 特 恩 (William Hamovitch & Richard D.
Morgenstern,1977)通过使用卡内基美国教育理事

会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统计的方法研究发现,婚姻

和生养子女对博士生的科研产出均无显著影响等

等。[6]在学术动机方面,王海迪(2018)借鉴心理学的

激情二元模型,利用38所研究院高校1729名学术

型博士生的调查数据,考查了我国学术型博士生学

术激情的总体状况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婚育状态

对于博士生的学术激情无显著影响;[7]黄海刚和金

夷(2016)通过对中国44所高校的1399名博士生候

选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多

重比较发现,在“对学术研究的热情”选项上,已婚已

育、已婚未育和未婚三类人群间没有差异。[8]在就业

方面,徐贞(2018)基于35所研究生院高校1906名

理工科博士生的调查数据,结合对35名博士生的访

谈,分析了理工科博士生就业偏好的总体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就业意向没有显著

影响。[9]

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婚姻对博士生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王元元等(2012)通过对我国各地高校博

士生的调查研究显示,博士生压力按照大小排名为:
婚恋、学业、经济、就业压力。[10]万淼(2014)也认为

“他们既要辛苦的工作养家糊口,又要为维持家庭付

出感情和身体成本,‘上有老下有小的’的现实压力

成为难以专心科研的拦路虎”[11]。海伦·阿斯汀

(HelenS.Astin,1969)[12]和克里斯蒂娜·奥格博

古(ChristianaO.Ogbogu,2009)[13]也发现结婚对

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科研产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等等。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男女性已婚博士

生的区别,比如任锡源等(2013)以北京部分在校博

士生有关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元回归统计研究

发现,已婚女性博士生更易就业而已婚男性博士生

更难就业,这主要是因为就业前已经生养孩子的女

性博士生更受用人单位青睐。[14]樊慧(2010)运用质

性研究方法对兰州大学14名在读博士生进行了深

度访谈,研究发现,婚恋使女性博士生的精力与时间

慢慢从科研活动中抽离出来,从而使其在科研活动

中慢慢被边缘化,甚至丧失了曾经制定的宏伟的学

术计划与自我的学术理想,但男性博士生则不然,一
旦恋爱关系或婚姻稳定后,“正常”的婚恋关系会给

予男性博士生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去进行科研活动

等等。[15]

但实际上,前述研究并未对几个重要问题进行

严谨的阐释,其一,二值变量的婚姻状态存在样本自

选择问题,最明显的是,处于已婚状态的博士生大多

年龄较大,或入学年数较长,或社会资源更丰富,其
科研成果相较年轻的未婚博士生可能会更多;其二,
结果变量存在不同的界定方式,比如科研产出,实际

上并非所有的科研产出都会受到家庭的影响,这也

与科研产出的方式相关,比如,与个人独作的论文相

比,与他人合作的论文可能并不需要博士生投入太

多的时间和精力,故可能受到博士生家庭的影响

较小。
因此,本研究尝试使用2016年首都高校发展调

查中的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生数据,以首都不同层次、
类型的高校博士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PSM)解决

样本自选择,在剥离样本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结婚与博士生科研发表之间的

因果关系。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说明

本研究使用2016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

查博士生数据,该调查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法,所调

查样本高校类型包括6所985院校、15所211院校

和5所一般本科院校。该调查在首都不同类型院校

中按比例抽取不同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样本,对博士

生群体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调查问卷内容覆盖

了博士生的基本信息、教育情况、学业情况和科研情

况等,信息丰富可靠。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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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选取的是其中的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生的样本数据

(为了方便起见,后文中的“博士生”均指“全日制学

术型博士生”)。经过数据清洗后,剩余样本量为

2253个。
(二)实证研究策略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部分曾提到,对于结婚与博

士生科研发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存在两个需

要阐释的问题,其一,二值变量的婚姻状态存在样本

自选择问题;其二,结果变量存在不同的界定方式。
针对问题一,显然,选择的偏差使得普通最小二

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sMethod,OLS)不再

能保证无偏性、一致性和有效性。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本研究引入了PSM 作为本研究的因果推断的

方法。所谓的PSM,即是由保罗·罗森鲍姆和唐纳

德 · 鲁 宾 (PaulR.Rosenbaum & DonaldB.
Rubin,1983)[16]于1983年所提出的,其核心思想在

于,第一步,通过Probit模型控制一系列控制变量

来计算每个样本接受干预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值,如
公式(1);第二步,将接受干预概率相近的对照组样

本同实验组样本匹配以构成彼此在统计上的对照

组;第三步,通过将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变

量上的差异作为该干预的平均处理效应,如公式

(2)。

P(Ti=1)=βZi+εi (1)

A=E(Y1|T=1,P)-E(Y0|T=0,P)(2)
其中,Z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T 为干预变量,T=1
为实验组,T=0为对照组,P 表示接受干预的概率

即倾向得分值,本研究所关心的干预的平均处理效

应为A。实际上,在PSM 中,A存在三类衡量处理

效应的指标,即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
Effect,ATE)、实 验 组 平 均 处 理 效 应 (Average
TreatmentEffectontheTreated,ATT)和对照组

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onthe
Untreated,ATU),分别体现总体(对应ATE)、实验

组(对应ATT)和对照组(对应ATU)的个体接受干

预相比于不接受干预的结果变量的期望差异,本研

究中使用PSM 时,均会考查上述三类处理效应指

标,但主要关注ATT,即实验组个体接受干预相比

于不接受干预的结果变量的期望差异。
此外,PSM的使用也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其一,

共同支撑假设(CommonSupportAssumption),该
假设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控制变量Z的每个可

能的取值上都存在正向概率,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倾向得分分布上具有相同或重叠的部分;其二,条件

独立假设(ConditionalIndependenceAssumption),
这要求在控制住控制变量Z后,结果变量与干预变

量之间相互独立,这意味着控制变量Z应足够多以

解释干预变量的所有变动,使其在控制住Z后足够

外生于结果变量,该假设不可直接验证,故需要通过

考查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匹配前后的变量变动来判

断,即平衡性检验。[17]

针对问题二,最为理想的做法在于,考虑科研发

表的不同维度,比如论文、著作、专利等等,同时,考
虑论文的篇数、期刊影响因子、作者次序等等。但受

限于数据,本研究主要考查其中的论文发表,且由于

问卷没有涉及具体的发表刊物信息,本研究主要还

是以论文发表的篇数,即主要以数量作为结果变量,
暂时不考虑质量问题。考虑到论文写作方式的区

别,本研究进一步考查了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论文发表的篇数。
本研究的科研产出影响因素基本框架借鉴卡罗

尔·布兰德等(CaroleJ.Bland,etal.,2005)[18]提
出的科研工作者科研生产力三因素模型,选取了个

体层面、组织层面和领导层面三类可能影响博士生

科研生产的因素。具体来说,除了核心自变量婚姻

状况和核心因变量论文发表篇数以外,在个体层面,
本研究选取了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硕士高校

类型、学士高校类型、入学方式、入学年数、父亲受教

育年限、父亲职业、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在
组织层面,选取了博士高校类型和博士专业作为控

制变量;在领导层面,选取了导师称号和导师指导分

作为控制变量。为了降低处理效应的方差和估计效

应的偏误,所有控制变量均参与第一步的Probit模

型。具体的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见表1、表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结果

在使用PSM 进行因果推断前,本研究先使用

OLS来考查在未剔除样本自选择所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的前提下,结婚如何影响博士生的科研发表。
同时,考虑到文献综述部分提及的男女性博士生差

异的情况,本研究还使用男女性博士生的分样本分

别考查婚姻状况对不同性别博士生的科研发表的影

响,具体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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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及具体说明

变量 具体变量 变量类型及说明

因变量

论文发表总篇数
连续变量;博士生在不同类型期刊上的发表论文数

(包括国外、国内核心和一般核心)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
连续变量;博士生在不同类型期刊上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

核心自变量 已婚 虚拟变量;否=0、是=1

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

组织层面

领导层面

女性 虚拟变量;否=0、是=1

年龄 连续变量

非汉族 虚拟变量;否=0、是=1

政治面貌 定类变量;中共党员(对照组)、共青团员、其他党派、群众

学士/硕士毕业院校层次 定类变量;普通本科院校(对照组)、211院校和985院校

博士入学方式 定类变量:直博生(对照组)、硕博连读、应届硕士毕业考入、工作后考入

博士入学年数 连续变量

家庭经济情况 定序变量;非常富裕(对照组)、富裕、一般、贫困、非常贫困

父亲受教育年数 连续变量

父亲强势职业 虚拟变量;否=0、是=1

博士高校层次 定类变量;普通本科院校(对照组)、211院校和985院校

博士专业学科类别 定类变量;人文(对照组)、社科、理学、工农医

导师指导分 连续变量;导师学术指导量表题均分

导师称号
虚拟变量;导师是=1/否=0具有社会荣誉称号

(两院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等)

表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总体 未婚 已婚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论文发表总篇数 1.80 2.24 1.67 2.13 2.30 2.56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 1.41 1.91 1.28 1.82 1.95 2.17

女性 0.38 0.49 0.38 0.49 0.38 0.48

年龄 27.58 3.07 26.84 2.19 30.41 4.08

非汉族 0.06 0.23 0.05 0.23 0.07 0.25

博士入学年数 2.16 1.22 2.05 1.17 2.57 1.30

父亲受教育年数 12.12 3.77 12.25 3.72 11.71 3.85

父亲强势职业 0.61 0.49 0.61 0.49 0.59 0.49

导师指导分 4.84 0.89 4.82 0.89 4.94 0.90

导师称号 0.28 0.45 0.27 0.44 0.27 0.45

样本量 2,253 1,74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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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OLS回归结果①

变量名
因变量:论文发表总篇数 因变量: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

(1)总体 (2)男性 (3)女性 (4)总体 (5)男性 (6)女性

已婚
0.35** 0.29 0.45* 0.40*** 0.33* 0.56***

(0.17) (0.23) (0.23) (0.14) (0.18) (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59 1.14 0.36 2.54*** 2.46* 1.08
(1.06) (1.42) (1.37) (0.94) (1.29) (1.16)

样本量 1,315 808 507 1,365 841 524
判定系数 0.19 0.17 0.27 0.22 0.20 0.31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p<0.01,**p<0.05,*p<0.1。

  通过表3的OLS回归结果,本研究发现,在未

剔除样本自选择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结
婚使得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总篇数显著提高了0.35
篇,显著提升了女性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0.45
篇。同时,结婚使得博士生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发表的论文数显著提高了0.4篇,显著提升了男

性博士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0.
33篇,显著提升了女性博士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发表的论文数0.56篇。考虑到总体上论文发表

总篇数的均值为1.8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的论文篇数均值为1.41篇,故结婚显著提升了博

士生20%的论文发表总篇数和28%的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篇数。这一结果体现出婚姻

对于博士生科研发表的积极影响,然而,正如前所

述,这一影响可能是由于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因而并

不能作为结婚影响博士生科研发表的真实体现。
(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结果

在使用PSM 进行因果分析前,本研究首先要

遵照实证研究策略部分所述,对共同支撑假设和条

件独立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下:
由于PSM 存在多种匹配机制,本研究以最近

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这三种主流的匹配机制

为主来探讨婚姻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图1展

示的是共同支撑假设的检验结果,可见,尽管分布不

够均匀,但在倾向得分的大部分取值上实验组与对

照组均有共同支撑,可匹配范围较广,共同支撑假设

成立。图2展示的是最近邻匹配(k=1)匹配前后

控制变量标准偏差的对比,标准偏差主要用以体现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该变量上的差异程度,理论上匹

配后控制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应小于10%。由

图可见,在匹配后,大部分控制变量的标准偏差均有

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从数值来看,仅有导师指导

分、家庭经济状况-非常贫困、政治面貌-共青团员和

图1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图2 最近邻匹配(k=1)匹配前后控制变量标准偏差对比

硕士高校层次-985院校等变量的标准偏差略高于

10%②,可见其平衡性检验结果较好,匹配质量较

高,满足了条件独立假设。关于三种匹配机制(最近

邻匹配k分别取1和4)的具体估计结果见下表,所
得结果均为100次Bootstrap抽样估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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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匹配机制下婚姻对科研发表的处理效应

匹配机制

实验组/
对照组匹

配样本数

处理效

应种类

因变量:
论文发表总篇数

总体 男性 女性

实验组/
对照组匹

配样本数

处理效

应种类

因变量: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

总体 男性 女性

最近邻匹配

(k=1)
272/999

ATT 0.42 -0.05 0.91**

ATU 0.37 0.41 0.11
ATE 0.38 0.30 0.28

291/1034
ATT 0.37 0.35 0.67**

ATU 0.73** 0.36 0.48
ATE 0.65** 0.36 0.52

最近邻匹配

(k=4)
272/999

ATT 0.37 0.14 0.61*

ATU 0.35 0.38 0.46
ATE 0.35 0.32 0.49

291/1034
ATT 0.42** 0.39 0.69**

ATU 0.39 0.36 0.75
ATE 0.40* 0.36 0.73

半径匹配③

(0.05)
272/999

ATT 0.41** 0.23 0.70**

ATU 0.33 0.29 0.45
ATE 0.34 0.27 0.50

292/1072
ATT 0.49*** 0.32 0.70***

ATU 0.34* 0.23 0.82*

ATE 0.37** 0.25 0.79**

核匹配 273/1041
ATT 0.39** 0.19 0.79**

ATU 0.33 0.44 0.41
ATE 0.34 0.39 0.50

292/1072
ATT 0.50*** 0.33 0.78***

ATU 0.36 0.32 0.84
ATE 0.39** 0.32* 0.83

  注:***p<0.01,**p<0.05,*p<0.1;此处略去标准误。

  在解释表4结果之前,本研究先需要阐释不同匹

配机制的具体原理,才能以此分析不同匹配机制下结

果的差异。本研究所使用的三种匹配机制分别为最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所谓最近邻匹配即寻

找倾向得分最近的k个不同组的样本,当k=1时,为
一对一匹配,k=4表示一对四匹配;所谓半径匹配即

限制倾向得分的绝对距离,也就是一对一段取值范围

中的个体;而核匹配与上述两者不同,上述两者究其

根本都是在寻找与其倾向得分最近的部分个体,而核

匹配指的是以不同组的所有个体,根据与被匹配者的

距离分配权重,直接求得结果变量的核匹配估计值。
从上述三种匹配机制的阐述中,可见,不同匹配机制

下,每个个体对应的匹配个体数量是有差别的,这意

味着不同匹配机制所参考的信息量是不同的。显而

易见,参考信息量越大的匹配效果会越好,但是,信息

量也应适度,信息量过大也会导致匹配精度下降。从

表4的结果也可以发现,随着最近邻匹配k的上升、
到半径匹配、再到核匹配,ATT显著性有所改善。
PSM结果显示,ATT中,半径匹配(0.05)和核匹

配均反映出婚姻对论文发表总篇数的正向显著影响,
系数均值0.4。这意味着,已婚博士生较未婚博士生

论文发表篇数高出0.4篇,同时,已婚女性博士生较

未婚女性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高出约0.75篇,其
显著性体现于各类匹配机制中,而男性博士生婚否则

对其发表论文总篇数无影响。当因变量为,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时,最近邻匹配(k=4)、半
径匹配(0.05)和核匹配均反映出婚姻对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的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均值

0.47,这意味着,已婚博士生较未婚博士生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高出0.47篇,同时,已婚女

性博士生较未婚女性博士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论文数高出0.71篇,同样其显著性体现于各类

匹配机制中,而男性婚否则对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发表论文数没有影响。尽管显著性不同,ATE 和

ATU 的结果与ATT 结果在总体和女性样本中均无

太大差异,结果较为稳健。
值得注意的是,PSM结果显示,结婚对博士生论

文发表总篇数的影响(0.4)同结婚对博士生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的影响(0.47)无太大差别,
同时,结婚对女性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总篇数的影响

(0.75)同结婚对女性博士生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论文数的影响(0.71)也无太大差别,可见,结婚对

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耗费个人精力和时

间较多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上。
(三)实证结果分析

综上,本研究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如下:
第一,总体来说,结婚对博士生科研发表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控制样本自选择所带来

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具体来说,相较未婚博士

生,已婚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高出0.4篇,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高出0.47篇。这说

明,婚姻关系中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对于博士生科研

发表带来的积极影响强于其责任和压力对博士生科

研发表带来的消极影响。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

的角度来理解:首先,婚姻关系中责任和压力对博士

生的影响理论上仅于婚姻初期存在,当调整好新生

活的节奏后,博士生会逐渐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但是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则是伴随一生的,即婚姻的“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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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具有时效性的差异;其次,夫妻关系带来的可能

并不只有支持的陪伴,婚姻对博士生自身的认知和目

标也有促进作用,这也会从侧面促使博士生提高自身

的科研发表效率,即婚姻的“利”具有多样性;最后,现
代年轻人也会使用各种方式来缓解婚姻的压力,比如

委托双方父母来养育自己的子女等等,即婚姻的“弊”
具有可削弱性。

第二,结婚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主要集中

于耗费个人精力和时间较多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发表论文数上。实证结果显示,相较未婚博士生,
已婚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0.4)和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0.47)的增值幅度大致相

同,这说明结婚对其他的发表方式并没有太大影响,
比如合作的论文等。考虑到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的论文需要博士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同
时这类论文在其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时是最为有力

的竞争力的体现,所以本研究认为,结婚使得博士生

更具有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们开始为未来职业道路

进行规划,并全身心投入到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就是

说,结婚主要通过提升博士生的家庭责任感来提升

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数量。
第三,在性别差异上,结婚对男性博士生科研发

表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博士生科研发表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控制样本自选择所带

来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相较未婚女性博士生,
已婚女性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总篇数高出0.75篇,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高出0.71篇。
在博士生的性别差异上,本研究发现,女性博士生受

婚姻影响非常大。这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在

家庭关系中主要负责提供物质支持,而女性则需要承

担更多的家庭的建设工作,这意味着男性博士生的科

研目标与其在家庭中的目标是重合的,即争取科研发

表、争取毕业,也就是说,婚姻并没有影响其目标,婚
姻也并未因此对男性博士生的科研发表带来任何的

显著影响。而女性博士生则不然,婚后的女性博士生

可能需要承担家务,需要考虑如何养育子女、照顾老

人等,这意味着相比男性博士生,女性博士生在结婚

后会耗费大量精力在家庭上,但恰恰是因为如此,她
们也会从家庭处得到更多的陪伴和支持。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使用2016年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

状况调查博士生问卷的截面数据,基于最小二乘法

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结婚对博士生科研发

表的影响。本研究的结论是:总体来说,结婚对博士

生科研发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控制

样本自选择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具体

来说,相较未婚博士生,已婚博士生论文发表总篇数

高出0.4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

高出0.47篇;结婚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主要集

中于耗费个人精力和时间较多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论文数上;在性别差异上,结婚对男性博士

生科研发表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博士生科研

发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控制样本自

选择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具体来说,相
较未婚女性博士生,已婚女性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总

篇数高出0.75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

文数高出0.71篇。
据此,本研究认为,应充分认识到婚姻对于博士

生,尤其是女性博士生的重要性。尽管婚姻会给博

士生带来部分压力,但婚姻会更让博士生更有目标

和动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会投入更多时间和

精力在科研工作上,争取更多的发表,铺就自己的未

来。尤其是对女性博士生,尽管在传统观念中,科研

被定义为一项理性的、非情感的工作,这与传统观念

的女性角色恰好相反,这使得女性在身为科研工作

者时其自身的定位充满矛盾,但实际上,女性博士生

同样具有深厚的科研潜力,而家庭和婚姻则是激发其

科研潜力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当下,我国女性博士

生时常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这在无形中污名化

了女性博士生群体的形象,使人认为这一群体“择偶

要求高”从而敬而远之,同时,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进一

步强化了这一污名化的趋势,使得女性博士生在寻求

美满婚姻上更为困难。对此,社会各界应对身处窘境

的女性博士生予以更多的关注,更深入的了解,并努

力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摆脱刻板印象。
诚然,本研究仍有许多不足,比如受限于数据,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选择了论文发表的数量,而没有

细致观察论文发表的质量,不同质量论文对博士生

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的要求也是有所差别的,同时,对
博士生婚姻相处模式的差异也缺少表征的变量,这
都是将来的研究应该关注的方向。

致谢:本研究数据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

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支持,特此致谢!

注释:

①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调查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

问题,为使回归结果有效,本研究中标准误均为异方差稳

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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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考虑到篇幅有限,本研究省略了平衡性检验的表格展示,
如有需求可向笔者索取。

③ 匹配半径的划定根据倾向得分值的标准差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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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MarriageAffectDoctoralStudentsinPublicizingResearchPapers?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datacollectedfromthesurveyondoctoralstudentscarriedoutinBeijing2016

LUOYunfeng
(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expansionofthescaleofPhDstudentsinChina,marriedPhDstudentshavebecomeagroupto
bereckonedwith.Thestudentsarefacingthepressurefrombothacademicresearchandfamilywhileenjoyingthesupportfrom
andcompanyoftheirfamilies.Asofnow,fewempiricalstudieshaveclarifiedwhethermarriageaffectsthePhDstudentswhen
theypublishresearchpapers.Therefore,basedonthedataofthePhDstudentsfromasurveyonthestudentdevelopmentat
Beijing-baseduniversities2016andwiththeapplicationofthe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tocontroltheendogeneityin
sampleauto-selection,thisstudyestimatestheimpactofmarriageonthesuccessofthePhDstudentsinpublishingpapers.
Thestudyfindsthatmarriage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paperpublishingbyPhDstudents.Incomparison,thetotal
numberofthepaperspublishedbymarriedPhDstudentsis0.4morethanthosebyunmarriedPhDstudents,andthenumber
ofpaperspublishedbymarriedPhDstudentsasfirstauthororcorrespondingauthoris0.47morethanthosebyunmarriedPhD
students.TheinfluenceofmarriageonthesuccessfulpaperpublishingbyPhDstudentsismainlydemonstratedbythenumber
ofthepaperspublishedbythemasthefirstauthororcorrespondingauthor,whichcostmorepersonalenergyandtime.When
itcomestogender,marriagedoesnothavesignificantimpactonthesuccessfulpublishingofresearchpapersbymalePhD
students,buttheimpactonthesuccessfulpublishingofresearchpapersbyfemalePhDstudentsisobviouspositive.In
comparison,thetotalnumberofthepaperspublishedbymarriedfemalePhDstudentsis0.75morethanthosebyunmarried
femalePhDstudents,andthenumberofpaperspublishedbymarriedfemalePhDstudentsasfirstauthororcorresponding
authoris0.71morethanthosebyunmarriedfemalePhDstudents.
Keywords:marriedPhDstudents;publicationofresearchpapers;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

·48· 罗蕴丰:结婚影响博士生科研发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