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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教育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任务,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竞争的加剧使得

博士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博士生教育面临的教育质量问题愈发

严峻。博士生教育质量体现在博士生的学业成就上,而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了解影响因素并揭

示相互之间的关联无疑可以帮助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本研究基于契合理论,扩展了博

士生环境契合度的理论框架,创建了更为细致的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多维框架,包括博士生环境契合度、学生

职业契合度和博士生文化契合度三个维度。该分析框架呈现了博士生教育契合度与博士生学业成就之间的

关联,对于完善博士人才培养、提升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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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梳理

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知识经济与科

技创新的竞争正在加剧,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也在

日益凸显。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不仅关系到我国教育

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会影响我国

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地位。新中国成立70多

年来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从1949年在学人

数60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经是300万人的规模,经
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之后,目前正处于由大到强转

变的重要历史时刻。2020年7月29日,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顺利召开,习
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研

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应坚持“四为”方针,深入推进学

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

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深刻揭示了我

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大格局,是做

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0
年9月22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快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1],要求加强导师队伍

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

量为核心[2],推进多学科协同育人,完善人才培养体

系;争取到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结构更加优化、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服务需求贡献

卓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

系。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

育强国[3]。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

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
应对全球人才竞争的基础布局。21世纪以来,为满

足高层次人才需求,我国积极推动博士生教育,博士

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2018年,《关于高等学校加

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适度扩大博士

生规模,同年招生数量增幅13.7%[4]。伴随规模的

不断扩张,博士生质量良莠不齐、博士生学习动机弱



化、心理健康问题增加以及博士生延期毕业率的持

续攀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全球化视野下,
博士生的教育问题具有普遍性特征,国外学界对于

博士生教育的研究也较为关注。例如,国外相关研

究调查了博士生在教育阶段遇到的多种问题[5]、导
师角色的弱化[6]、在职工作人员继续博士教育的问

题,新入学博士生的常见问题以及没有按时毕业和

就业等问题。总体而言,当前研究文献中缺少一个

公认的理论框架来评价一系列被认为会影响博士生

表现的因素。美国学者Baker和Pifer提出了基于

契合度理论的博士教育研究框架,在学业评价研究

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

空白[7]。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个案分析,没有形

成系统的分析框架。例如,学者Plante,Westerman
和Nowicki[8]曾以商学和管理学专业的博士生为例

进行了案例分析,考察了学生在课程学习和科研中

的表现,但是没有对博士生的学业成就进行评价。
国内关于博士生教育的实证研究居多,通过大

样本调查和访谈,梳理出影响博士生学业成就的因

素,包括个人因素、制度因素、导师因素以及社会环

境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了年龄、专业基础、科
研水平、读博动机[9]、学习方式方法、学业情绪[10]、
认知态度等;制度因素包括课程设置、培养方式、考
核制度、培养方案、管理制度[11]等;导师因素[12]主

要指导师的学术水平、社会兼职、教育方式、行为方

式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等;社会环境因素囊括了就

业形势、家庭环境、群体文化氛围、家工学间的矛

盾[13]、婚恋趋势、社会资助等。各类研究从不同视

角,以多样化的方法总结了博士生教育的诸多影响

因素。
大学的教育质量体现在博士生的学业成就上,

而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了解影响因素

并揭示相互之间的关联不仅可以帮助博士生顺利完

成学业,同时还能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纵观国内外

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测评研究较

少,主要从社会文化理论、学生融入理论的视角进行

研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社会文化理论中,维果斯

基(Vygotski)[14]强调个体受所处教育环境中的组

织和重要“他者”的影响,即博士生教育过程中,高校

学术环境、导师和同伴的作用更为显著;而学生融入

理论融合了学生入学前的家庭背景、学业准备、教育

经历、学术动机、学业承诺和发展目标等要素,综合

考察了来自个人和社会的多重因素。[15]所以说,任

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博士生的学业成就,
但该理论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博士生

的学业成就。为了提升研究的创新性和系统性,本
研究引入了契合度理论,进一步廓清影响博士生教

育绩效的维度和要素,并构建测量博士生学业成就

的评估模型。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契合度理论是从组织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得出的

理论构想,该理论认为当个人的价值观与组织、任务

或社会结构的价值观相一致时,个人的绩效就会提

高。契合度理论的复杂性在于契合度是多维的[16]、
流动的、发展变化的,研究需要从多个维度考察契合

度。例如,在考察求职者的契合度时就需要考虑社

会环境问题,美国学者Kristof-Brown,Zimmerman
以及Johnson[17]长期关注环境契合度研究,并分析

了环境契合度与工作满意度、绩效、旷工和员工流动

率之间的关联。Chatman[18]研究了价值观的契合

度,他发现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之间的契合度

与工作满意度、任期和对组织的承诺有关。就流动

性而言,Baker和 Pifer的研究验证了契合度受环

境、个人特征和关系的影响。契合度理论的通用性

和共性特征使得该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依据,同
时可以通过该理论框架对影响博士生学业成就的多

个因素进行建模。Baker和Pifer将该框架限定在

学生的学习身份或博士生教育契合度上,但是,该理

论框架中缺少了学生的私人环境对博士生学业成就

的影响,以及其他隐性因素对博士教育绩效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极为重要的。

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

索。首先,我们进一步发展了Baker和Pifer的理论

框架,对框架内的子维度进行细化和分类,使该框架

对博士生教育契合度的评估更具针对性。通过对博

士生教育的实证研究进行文献回顾,以确定影响博

士生学业成就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些文献,我们扩

展了Baker和Pifer的分析框架,一级维度主要包括

学生-私人环境契合度、学生-学术写作契合度和

学生-个人特征契合度。最终构建的博士生教育契

合度框架可以适用于任何学科领域和不同国家的博

士生教育,当然,在研究和实施的过程中,运用到的

具体方法应当进行适当调整。其二,本研究进一步

扩大了契合度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再仅限于在职博

·8· 徐巧云,等:博士生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概念模型研究



士教育和国际博士生教育,还可以用于检测博士生

的学业成就或学业表现,这其中包括了按时毕业、延
期毕业和至今未毕业的博士生的学业成就。在此基

础上,本研究创建了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析模型,该
分析模型包括从研究博士生教育的文献中获取的对

博士生学业成就具有负面影响的广泛因素,如偏离

契合度的变量。为了检验契合度与博士生的学业成

就之间存在关联,本研究构建了博士生教育契合度

分析模型,具体分析如下:
博士培养阶段的教育契合度研究的难度在于情

境和个人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契合度,因此,在考察契

合度时,对变量进行控制尤为重要。由于人及其环

境的多维特性,识别、定义和测量反映契合度的因素

也是困难的。目前的研究通常使用两种方法:第一

种是多维的方法,对所有相关的契合度维度集体建

模,以预测与行为结果紧密联系的整体契合度。例

如,Jansen和 Kristof-Brown[19]创建了一个多维模

型,其中包括5个契合度:个人-组织契合度、个人

-人契合度、个人-工作契合度、个人-团体契合

度、个人-职业契合度,并将其作为工作满意度、承
诺和离职意愿三种行为输出的预测因子。Chuang,

Shen和Judge创建了人-环境契合度量表,包括人

-工作契合度、人-组织契合度、人-群体契合度和

人-主管契合度四种输入测度。他们发现,该量表

可以预测工作满意度、离职意愿和组织公民行为。

Chuang、Shen和Judge[20]认为,多维度方法更符合

个体体验的契合度,因为个体在其环境中同时体验

了无数的契合度维度。第二种方法侧重于单独测量

契合度的单一维度。Edwards和 Billsberry[21]认
为,当人们开始一个新角色时,多维方法是最合适

的,因为他们试图获得一种适应新角色的感觉,以及

角色所包含的所有不同适应维度。如果他们认为自

己不适合,他们就会放弃这个新角色[22]。然而,他
们的表现可能会受到他们对契合度更细微方面的认

知的 影 响。因 此,在 这 种 情 况 下,Edwards 和

Billsberry认为单一维度方法比多维方法更为显著

有效。在博士生教育方面,Baker和Pifer提出了一

个多维理论框架,包括契合度的三个维度:博士生环

境维度、学生职业维度和学生文化维度。来自美国

的学者 Westerman,Nowicki和Plante[8]组成的研

究团队使用这些维度来检验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培

训教育,并命名为工作环境维度、价值观维度和人格

维度。可见,这一理论框架和维度的建立,对于教

育、管理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构建主题化的子维度,可以更有针对性地

评估导致契合度偏离的因素,在极端情况下,还可以

评估导致博士生教育偏离的因素。这一系统框架有

利于分析博士生教育的现状,进而提高博士毕业率。
经扩展后的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包括博士生-环境契

合度、博士生-职业契合度和博士生-文化契合度,
见图1。

图1 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析框架

博士生-环境契合度来源于个人-环境契合

度,是指个人特征与其工作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博

士生-环境契合度主要指博士生所在的大学环境,
具体包括教育机构、部门、教师、同事和同学之间的

关系。本研究认为博士生-环境契合维度应包括学

生的外部私人环境,因为在博士教育中,工作和家庭

之间的区别因其非结构化性质而模糊不清。对此,
有研究指出,学习环境之外的私人环境、承诺(主要

来自于家庭的约定、期盼)和业余爱好等兴趣对博士

生教育具有不容小觑的影响[23];此外,相关研究也

验证了来自学生-私人环境的不良因素会对博士生

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博士生在学习期间过度兼

职、健康状况不佳等原因导致博士生不能按时毕业

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可以确定对博士生-环境

契合度最有影响的正面因素是按时完成博士学业。
对此,本研究确定了三个不同的环境契合度子维度,
即学生-组织契合度、学生-私人环境契合度和学

生-人契合度,学生-人的契合度的主体通常包括

博士生导师、教育管理人员、家庭成员以及同学同

伴等。
学生-职业契合度来源于个人-职业契合度是

指个体与其所选择的职业之间的一致性。当一致性

高时,在特定职业中的满意度、持续性和生产力方面

的表现就会更高。许多博士生报名接受博士教育,
以此作为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这种现象甚至会渗

透到学术界以外的岗位。随着学生在博士课程的学

习过程中不断进步,对学术角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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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严格的质量监测和批评

反馈机制,导致学生与学术生涯的契合度可能会降

低。所以,Baker和Pifer将学生职业契合度定义为

学生对博士课程及其相关学习环境和课程的积极感

受。如果博士教育没有为博士生在学术界的职业生

涯做好充分准备,那么,随着相关课程的学习,他们

可能会偏离课程学习的目标。为了确定学生职业契

合度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影响较大,本研究还扩展了

两个子维度,即学生-动机契合度和学生-学习环

境契合度,根据学生的满意度和与课程的匹配度,这
两个子维度能进一步分析学生-职业契合度。

当个人的价值观与组织的价值观一致时,文化

对学生的态度、行为和健康的影响可能更大。当学

生具备了博士学习身份的价值观时,博士生-文化

契合就发生了。价值观概括了预期的研究文化、专
业行为和科研生产力。有了一致的价值观,个人能

更有效地适应他们的新角色。因此,我们使用了困

难因素(包括学习认同的困难、学术写作的困难以及

个性方面的阻碍)作为衡量博士生-文化契合度差

异的指标。博士生教育与本科和硕士生教育有着不

同的特征。相对而言,博士学习是独立的、自我指导

的,学习的责任主要掌握在博士生手中。另外,博士

层次的研究项目规模相对庞大而深奥、要求的知识

深度、写作水平可能并不像学生预期的那样轻松简

单。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获取博士生-文化契合度

的差异,包括学生学习身份从结构化学习到自主学

习的感知转变,学术写作存在困难[24]以及个人特征

方面的影响,一些学生认为他们不愿接受导师的批

评,同时,自身的科研水平有限不足以驾驭博士期间

的科学研究。

三、 博士生学业成就概念模型

研究假设认为博士生的学业成就与博士生对博

士教育契合度的认知有关。为了提供一个调查此假

设的框架,我们创建了一个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析

模型来检验博士生教育契合度框架。此分析模型确

定了能够在维度、子维度和因子水平上衡量博士教

育的影响因素。为了评估不同契合度维度的影响,
研究从文献中归纳出27个影响博士生毕业的契合

度因素。然后,使用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析框架中

的维度和子维度类别,创建了一个博士生教育契合

度分析模型。概括而言,博士生教育契合度框架包

括三个一级维度:学生-环境契合度、学生-职业契

合度和学生-文化契合度。见表1。
表1 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析框架的维度和影响因素

契合理论

维度

契合理论

子维度
失调因子

学生-环境

契合度

学生-组织

契合度

学生-私人

环境契合度

学生-人的

契合度

1.缺少安静的居住环境

2.缺少设备(电脑、打印机等)

3.缺少资金或资金用完了

4.社会兼职赚钱

5.教学时间/额外的工作量过多

6.家庭压力

7.其他活动(运动、爱好等)

8.健康状况不佳/精神问题

9.缺少导师的指导

10.缺少雇主的支持

11.缺少家庭或伴侣的支持

学生-职业

契合度

学生-动机

契合度

学生-学习

环境契合度

12.缺乏科研兴趣

13.对当前研究的主题缺乏兴趣

14.对博士学位的价值认同下降

15.获取所需数据的困难

16.博士课程安排

  (内容/时间/地点)

17.缺乏科研训练

18.发表文章的压力

学生-文化

契合度

学生-学习

认同契合度

学生(学术)

写作契合度

学生-个人

特征契合度

19.独立工作的困难

20.工作研究中的孤独感

21.研究项目任务艰巨

22.项目管理大于预期

23.学术写作困难

24.未能顺利就读,中途辍学

25.不愿接受科研工作的批评

26.时间管理方面的困难

27.入学后自信心下降

  第一个一级维度是学生-环境契合度,包括学

生-组织契合度、学生-私人环境契合度和学生与

人的契合度。首先,关于学生-组织契合度的研究,

Baker和Pifer验证了学生-组织契合度作为学生

与其学术组织之间的融合性或相容性。从按时完成

博士学位的研究和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一些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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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博士生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对学生获得

大学服务的限制以及早期限制学生进入项目组等原

因。因此,在该模型中,高校若没有为学生提供完备

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因素1和2),将会影响博士生的

学业成绩,这一点得到了实践证明。所以说,学生-
组织契合度对于博士生教育成就有着重要影响。

学生-私人环境契合度是指学生私人生活与博

士教育之间的兼容性。在博士教育研究文献中,学
生-私人领域的相关因素与他们的学业成就之间存

在关联。研究指出资金支持、财务激励、替代性机会

对于博士生顺利毕业有重要影响。此外,相互竞争

的选择会导致角色冲突,甚至出现倦怠,相互竞争的

选择不一定是财务上的,也可能来自家庭关系,这些

财务和道德压力可能会削弱博士教育的契合度,导
致博 士 生 学 业 成 就 状 况 不 佳。如 Hockey[25]和

Levecque等人研究了博士生-私人领域不可预测

的不良事件[26],如健康状况不佳对按时完成博士学

业有负面影响,健康状况不佳可能导致身体或心理

上的变化,影响学生学习和科学研究的能力,进而影

响博士学业的按时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博士生的

学业成就与博士生对学生-私人环境的契合度认知

有关。在表1中,与学生-私人环境相背离的可测

量指标包括资金短缺的影响(因素3)、过多的社会

兼职赚钱(因素4)、外部工作量压力(因素5)、家庭

压力(因素6)、其他压力或兴趣(因素7)和身体状况

不佳或精神方面的健康问题(因素8)。
学生-人的契合度,反映了博士生与人之间的

人际 相 容 性,包 括 他 们 的 导 师、家 人、同 伴 等。

WestermanJW和 VankaS[27]认为,学生与导师之

间的良好关系是高等教育机构管理与教育中,体现

学生满意度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现实表明博士生

按时完成学业离不开导师的监督与支持。这一观点

可以延伸到其他相关人士的支持,包括家人、朋友或

雇主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博士教育过程中,博士生

的学业成就与导师、家人、朋友或雇主的支持密切相

关(表1中的因素9、10和11)。
第二个一级维度是学生-职业契合度,研究表

明博士生学业成就与博士生对研究型职业的适配度

认知有关。学生-职业契合度有两个子维度,即学

生-动机契合度和学生-学习环境契合度。学生-
动机契合度是学生-职业契合度的一个重要参考因

素。有关博士教育的研究发现,良性的学习动机对

于按时完成学业很重要。初始动机不足会削弱博士

生应对意外挑战和挫折的能力。Tobbell,Donnell
和Zammit[23]研究发现,被迫学习导师建议的课题

而不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容易导致学生产生

消极的学习体验。虽然没有具体提到契合度,但实

证研究表明,情感投入与博士课题、按时完成博士学

位、发表研究论文和成功的学术生涯之间存在积极

的联系。在我们的模型中,学生-动机契合子维度

与博士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博士生

学业成就与博士生的学习动机相关。在博士生教育

契合度分析模型中,我们使用三个因素来观察学生

-动机契合度的差异,第一个因素衡量学生的研究

兴趣是否普遍下降(因素12)。第二个因素是测量

学生对当前的研究课题的兴趣(因素13)。第三个

指标衡量学生对博士学位的价值的认同是否减弱

(因素14)。
学生-职业契合度的第二个子维度是学生-学

习环境契合度。Baker和Pifer认为相关课程和学

习经验,在保持学生职业适应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学生的期望和他们的学习环境之间的偏差导致博士

不能按时毕业的原因包括培养方式的固化,具体包

括课程安排的地点僵化、获取数据困难、缺乏研究培

训等问题。我们预测了学习环境和不能按时博士毕

业之间的关系,即博士生学业成就与博士生对博士

学习环境的认知有关。我们使用学生对获取数据是

否有困难的看法(因素15)、博士学习课程是否适合

他们的需求(通过课程在内容、时间和容易获得方面

的充分性来衡量)(因素16)和先前的科研训练(因
素17)来衡量学生学习环境契合度的差异。研究表

明,对于一些博士生来说,发表论文的压力会对博士

生学业成就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28](因素18)。
第三个重要的一级维度是学生-文化契合度,

博士生的学业成就与博士生对博士生-文化契合度

的感知有关。博士生-文化契合度包含三个子维

度:学生-学习认同契合度、学生(学术)写作契合度

和学生-个人特征契合度。由于博士教育的特殊

性,博士生的学习身份变化比其他研究生更明显。
博士生教育过程中,监督手段和方式的多样性[29],
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与松散度,研究课题的复杂性,要
求博士生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学生

们可能没有预料到博士教育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新
的学习方法和方式可能会导致博士生文化契合度的

差异。博士研究项目的规模可能会给一些学生造成

重大压力,因为很多学生尚不具备研究大型课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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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经验。博士生需要积极应对学习身份的转变,
从“仅仅学习”到独立研究一个大项目,需要博士生

提高自力更生、独立学习和科研的能力。因此,我们

认为博士生的学业成就与博士生对博士学习环境的

适应感有关。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析模型确定了四

种衡量学生学习认同契合度差异的方法,包括独立

工作的困难(因素19)、单独工作的孤立性和孤独感

(因素20)、项目任务艰巨(因素21)和项目管理难度

大于预期(因素22)。
学生(学术)写作契合度与学术论文紧密相连。

获得博士学位通常要求学生提交一本有含金量的博

士学位论文,并清楚地解释和证明他们的研究。学

术写作需要开展长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学

生需要理解研究的主题,厘清研究的思路和逻辑,提
升研究的创造性和学术价值[30],同时还要将研究问

题和以前的研究以及现实问题相联系,解释结果并

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实践证明,按时完成博士学位

的学生更擅长写作。但是,英国的一项关于博士生

学位论文指导的研究显示,当导师发现学生撰写的

研究报告与导师的意见不合时,学生的研究会受到

严厉的限制和约束[25]。所以,博士生的学业成就与

博士生对学术写作契合度的感知有关(因素23)。
学生-个人特征契合度受个人在社会过程、个

人信仰和意义方面的适应性的影响。Bloomer和

Hodkinson[31]认为,当个体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时,
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可以导致学生价值观的改变,从
而影响他们的学习认同。结构性因素会影响学生价

值观的改变,例如学习课程中的批评反馈机制。我

们预测学生的个人特征和博士生学业成就之间存在

潜在联系,即博士生学业成就与博士生-个人特征

及对博士教育的契合度认知有关。在博士生教育契

合度分析模型中,我们考虑四个因素作为衡量学生

-个人特质(特征)契合度差异的指标。研究显示:
在博士生教育过程中,未能顺利就读、中途辍学,不
愿接受科研工作的批评、时间管理方面的困难以及

入学后自信心下降成为影响博士生学业成绩的非常

重要的学生-个人特质契合度因素。国内外博士生

教育案例及相关研究均验证了这些因素对博士生学

业成就的影响。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契合度理论,扩展了博士教育契合

度框架,创建了评估影响博士生学业成就的多维框

架,其中包含3个契合度维度和8个子维度。具体

包括博士生-环境契合度、博士生-职业契合度和

博士生-文化契合度,子维度包括学生-组织契合

度、学生-私人环境契合度、学生-人的契合度、学
生-动机契合度、学生-学习环境契合度、学生-学

习认同契合度、学生(学术)写作契合度和学生-个

人特征契合度。我们可以运用这个理论框架来检验

契合度和博士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另外,本研

究的分析框架和相关分析模型改良了一种整体的多

维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确定契合度的总体度量。通

过构建维度并提供一种测量契合度的方法,在维度、
子维度以及具体影响因子层面获得更多数据和信

息,有利于改善当前博士生教育的现状,聚焦博士生

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并寻求解决策略。根据影响博士

生学业成就的因素,我们可以窥探出提升博士生教

育绩效的生成机制,即要从学生个体、人才培养模

式、职业前景、学习文化等层面进一步完善博士生培

养过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引导博士生树立积极的学习心态,增强自

我教育能力。从博士生-环境契合度和博士生-文

化契合度层面而言,博士生往往面临学业、家庭、就
业等多重复合压力,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中,若不能较

好地缓解和释放这些压力,很可能导致博士生积压

过多的负面情绪,甚至可能引发心理疾病。所以,国
家和高校层面应重视博士生的心理压力和身心健

康,开设博士生身心健康教育和促进内心成长的相

关课程及讲座,定期安排体检和心理测验,构建博士

生心理异常的筛查干预机制;同时,高校应通过党团

活动、文化活动、团队帮扶等形式,帮助博士生树立

归属感和良性的情感体验,帮助其积极应对压力和

学术研究中的挫折,利用多方力量协助探索博士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朋辈辅导模式和社会支持系统[32]。
其次,完善博士生导师问责机制,优化人才培养

的细微处。从博士生教育契合度的多维视角来看,
博士生教育与本科生、硕士生教育大有不同,需要博

士生具备更为扎实的知识储备和科研水平。博士生

教育更多的是与导师共同协作、参与各类项目研究

的学习过程,博士生的成长离不开导师的定期指导

与正确引导。当前,一些博士生导师的社会兼职过

多,导致一些博士生入学后,缺少与导师见面交流学

习的机会,进而影响了博士生的学业成就和教育质

量。还有一些导师对于博士生教育过于严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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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导致博士生自杀、退学等问题,所以,亟需建立

有效的导师问责和激励机制,加强导师师资队伍建

设,落 实 导 师 作 为 博 士 生 培 养 第 一 责 任 人 的

要求。[15]

此外,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优化人才培养

机制。近年来,研究生教育在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
疏忽了博士生在“入口”和“过程”环节的管理。博士

生入学门槛低、过程管理松散、监督力度薄弱、考核

评价制度呆板、毕业延期率高等问题直指博士生人

才培养出现了漏洞和问题。为了改善这一现状,需
要进一步优化博士生的入学选拔和过程管理机制,
同时,应制定科学、多元的博士生学术成果考核要

求,强化学术成果质量。对于专业知识和科研水平

严重不足或真正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博士生,
要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分流,净化博士教育环境。同

时,严格控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比例,减少

“浑水摸鱼”“用文凭换官位”的不良现象;对于在职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严格规定脱产学习的时间,
若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不仅会影响博士

生的培养质量,同时还会引发诸多连锁效应问题。
最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证研究需

要关注控制变量,以获得个体特征的差异,如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压力与承诺、入学前的特征。在博

士生教育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的进步、博士研究项

目的跟进和变化调整契合度。为了了解27个拟合

因子是如何在博士生教育中相结合的,我们还需要

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博士生教育契合度分

析模型进行检验。总体而言,这项研究具有较为广

泛的参考价值,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校的博士

生教育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该分析框架可以作为

一个整体的分析维度加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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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InfluencingFactorsonDoctoralStudents'AcademicAchievementand
theStudyofaConceptualModelThereof

XUQiaoyun1,LUOJianhe2,TANWenjuan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321000;

2.SchoolofEducation,South-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Wuhan430074)

Abstract:Doctoraleducationshoulderstheimportanttaskofhigh-leveltalentcultivationforthecountry.Moreover,the
intensifiedcompetitionintheknowledgeeconomy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hasmadethetaskincreasingly
prominent.Atthesametime,instepwiththescaleexpansionofpostgraduatestudentenrollment,theproblemsrelatedto
educationqualityfacedbydoctoraleducationbecomemoreoutstanding.Theauthorspointoutthatthequalityofdoctoral
educationisreflectedintheacademicachievementofthestudents,andtherearevariousfactorsthatinfluenceacademic
achievement.Itisundoubtedthat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influencingfactorsandtherevelationoftherelationsinbetween
canbenefitdoctoralstudentstocompletetheirstudiesandimprovethequalityofhighereducation.Basedonfittheory,this
researchexpands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environmentalfitfordoctoralstudentsandcreatesadetailedframeworkinthree
dimensions,includingthoseofenvironmentalfit,professionalfit,andculturalfit.Theanalysisframeworkexposesthe
correlationbetweenthedoctoraleducationfitandtheiracademicachievements,andaclearunderstandingofthecorrelationcan
playanimportantroleinimprovingdoctoraleducationandelevatingthequalityofeducation.
Keywords:doctoraleducation;fittheory;influencingfactors;talenttraining;evalu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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