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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培养环境是影响博士研究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关键因素,也是推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考

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某校博士生满意度的实证研究发现:院校的管理服务对其学习收获的正向影响最为

突出,其次是精神培养环境,包括学习氛围、就业指导与心理咨询服务等。为进一步加强博士生培养质量管理,

提高博士生满意度,进而提升其学习收获,应深入分析培养环境各因素的内在作用机理,掌控改进博士研究生培

养环境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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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除课程质量,教学质量和

导师指导质量外,培养环境也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

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对于高等教育培养环境的影

响也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讨论及重视,如国内学者

许丹东等人分别对博士、硕士生的相关培养环境进行

了研究[1-2]。国外学者CloverHall等提出除课程设

置和师资队伍外,对于高校的评估指标还应包含对学

生宿舍和食堂等生活环境,图书馆、助学金等学术资

源以及学校文化氛围环境的评估[3]。我国王晓漫等

学者亦认同研究生培养应包括人文环境、制度、师资、
物质环境、科研环境、教学环境等6个条件作为一级

指标,并可细化分为19个二级指标[4]。但是,目前关

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环境与培养政策和培养质量影响

的文献大多都基于理论研究,针对博士生对培养环境

满意度具体如何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缺乏实证研究。
尽管外国学者已经在西方教育背景下对培养环境和

质量进行了一定的定量研究,但它们不适用于中国教

育背景下的情况。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在我国

高校大学教育现状下,本次研究将针对博士生对培养

环境满意度与其学习收获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对其

影响机理进行深入探究。
(一)博士生培养环境满意度

博士生培养环境满意度是指博士生对高校所提

供的硬件设施条件和多样人文管理服务的满意度。
依据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需要层次理

论[5]和心理学家赫兹伯格(Herzberg)的双因素激励

理论[6],本研究将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满意度分为4
个维度。第一即“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是衡量博士

生基本培养环境的基础指标,是衡量博士生对学校所

提供培养环境满足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基本要

素。第二,由于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对归属和爱的需



要、对尊重的需要及对自我实现的需要,遂设置“精神

培养环境满意度”为测量博士生高阶心理需求的满意

程度,并分别对应设置“学术氛围”“心理健康咨询”
“就业指导与服务”三个二级指标作为测量因子。第

三和第四分别为“管理服务满意度”和“科研资助的满

意度”,均为培养环境中的“保健因素”为保障学生科

学研究地顺利推进。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满意度直

接反映了培养环境的质量,对培养环境的进一步提升

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二)博士生培养环境与其学习收获

本文中的学术收获主要是指博士生在读博期间

的收获。本研究在判别博士生学习收获时将衡量博

士生相关专业知识增长和能力提升的程度以及博士

期间的学术成果这三个维度。
在关于影响博士生学习收获的研究中,博士生导

师指导、博士生课程学习、博士生个人特征、学习投

入、学习动机等都已作为影响博士生学习收获的重要

因素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讨论。除去这些影响因

素外,博士生培养质量还与博士生培养环境息息相

关,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博士生培养环境对其学习收

获的影响,特别是博士生对哪方面的培养环境更为重

视,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博士生学习,以及高校应从

哪些方面改善培养环境,提高博士生满意度,使博士

生满意度和学习收获得到全面提升。
(三)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假设的形成建立在学术届的探讨分析

以及研究生培养基础之上。优良的培养环境是保证

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坚实基础,是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环

节之一。不同的培养环境可以为博士生提供不同程

度的学习机会、学习氛围、学习保障,为其学习生活提

供便利。研究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满意度与其学习

收获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研究生培养教学管理者探

寻进一步提升博士培养质量的方向,实现博士研究生

教育内涵式发展。
据此,本次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1:博士生对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与其知识增

长存在影响关系

H2:博士生对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与其知识增

长存在影响关系

H3:博士生对管理服务满意度与其知识增长存

在影响关系

H4:博士生对科研资助满意度与其知识增长存

在影响关系

H5:博士生对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与其通用能

力提升存在影响关系

H6:博士生对管理服务满意度与其通用能力提

升存在影响关系

H7:博士生对科研资助满意度与其通用能力提

升存在影响关系

H8:博士生对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与其学术成

果存在影响关系

H9:博士生对管理服务满意度与其学术成果存

在影响关系

H10:博士生对科研资助满意度与其学术成果存

在影响关系

依据上述的文献综述和假设,本研究构建的结构

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博士生对培养环境满意度与学习收获关系概念图

二、数据来源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软件针对某校学术型

博士生进行数据收集,此次共有有效样本1350人。
其中男生1003人(75.41%),女生327人(24.59%);
全日制1245人(93.61%),非全日制85人(6.39%);
博士一年级300人(22.56%),博士二年级274人

(20.60%),博士三年级212人(15.94%),博士四年

级及以上544人(40.90%)。剔除无效问卷,共剩下

1330份,有效率为98.52%。
(二)变量及测度项设计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马斯洛

(Maslow)和赫兹伯格(Herzberg)提出的理论,从满足

学生的生理需求到精神需求将博士生对培养环境满

意度分为4个一级指标进行定义并修正题项,分别是

“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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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满意度”和“科研资助满意度”。此外,博士生的

学习收获不仅表现在知识信息获取层面,学校对于博

士生各项能力的综合培养和博士生论文撰写及发表

成果均是博士生学习收获的体现。因此本研究将博

士生学习收获分为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定义并修正题

项。第一,知识增长是衡量导师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

对学生指导质量的基础维度。第二,通用能力提升是

指在博士生培养环境下,学生的各项高阶能力提升情

况的满意程度。第三,学术成果是指博士研究生在当

前博士生培养环境下,对论文和科学研究开展的情

况。由此,便形成了22个二级指标和20个相关题项

的测量量表,见表1。

除Q11为单项选择题,Q20为开放性试题外,其
余各题均借鉴中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的成熟量

表[7-8],形成了包含5个题项的学生满意度测量表,量
表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方式,对满意度分为5个等级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
非常满意),从而形成了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此外,
笔者考虑在此次数据收集时,被调查者作答的真实性

会极大地影响本次研究结果,因此首先使用SPSS26.0
软件计算各项测度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详细计算

结果如表1所示,数据结果显示除Q20开放性试题

外,其它各测量题项的标准差均小于均值,说明数据

较为可靠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1 各测度指标描述性统计表

目标 指标 子指标 代码 均值 标准差

培养环境满意度

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

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

管理服务满意度

科研资助满意度

图书馆 Q1 4.323 0.756

食堂 Q2 3.811 1.092

住宿 Q3 3.66 1.183

学术氛围 Q4 4.24 0.798

心理健康咨询 Q5 3.891 1.022

就业指导与服务 Q6 4.014 0.915

学校研究生院 Q7 4.098 0.89

所在院系 Q8 4.165 0.857

奖学金制度 Q9 4.011 0.964

三助岗位设置 Q10 4.047 0.915

每月补贴总额 Q11 2.224 1.015

学习收获

知识增长

通用能力提升

学术成果

夯实专业知识 Q12 4.414 0.654

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Q13 4.416 0.675

自主学习能力 Q14 4.526 0.604

科研能力 Q15 4.458 0.645

团队领导能力 Q16 4.155 0.853

沟通能力 Q17 4.304 0.769

批判性思维能力 Q18 4.378 0.682

口头表达和报告能力 Q19 4.347 0.722

发表论文篇数 Q20a 1.739 2.113

发表SCI/SSCI/EI篇数 Q20b 1.389 1.828

发表CSSCI/北大核心/CSCD期刊篇数 Q20c 0.279 0.751

  (三)因子分析及信效度检验

首先,运用SPSS26.0软件进行可靠性分析,检
验问卷的整体信度与各因子信度,问卷的整体信度

Cronbach’sα=0.888,说明整体信度良好;通过

SPSS检验的KMO值为0.924,累计解释为71.54%,
表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经权重分析,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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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值较小的Q1,Q4,Q11,Q14,Q15,Q18和Q19
题,形成如表2所示的基础模型,通过AMOS对此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各测度项载荷系数的绝对

值均在0.7以上,AVE值和CR值也均在指标范围

内(AVE值>0.5和CR值>0.7),说明各测量题项

均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聚合效度高。
表2 测量基础模型的载荷、信度和效度分析

因子 题项 标准载荷 Cronbach’sα CR AVE

物质生活环境(WZ)
Q2 0.778

Q3 0.761
0.743 0.743 0.591

精神培养环境(JS)
Q5 0.882

Q6 0.872
0.867 0.870 0.770

管理服务(FW)
Q7 0.913

Q8 0.919
0.912 0.912 0.839

科研资助(ZZ)
Q9 0.883

Q10 0.928
0.900 0.900 0.819

知识增长(ZS)
Q12 0.929

Q13 0.933
0.928 0.929 0.867

通用能力提升(NL)
Q16 0.867

Q17 0.932
0.891 0.891 0.804

学术成果(CG)
Q20a 0.883

Q20b 1.026
0.946 0.946 0.897

  在判别效度上,主要通过各个因子的 AVE值

的平方根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如表3

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因子AVE值的平方根

均大于其相关系数,表明判别效度较高。
表3 判别效度分析

WZ JS FW ZZ ZS NL CG AVE

WZ 0.769 0.591

JS 0.701 0.878 0.77

FW 0.589 0.715 0.916 0.839

ZZ 0.619 0.726 0.692 0.905 0.819

ZS 0.482 0.599 0.656 0.552 0.931 0.867

NL 0.449 0.576 0.561 0.49 0.726 0.896 0.804

CG -0.026 -0.077 -0.051 -0.091 0.038 -0.008 0.947 0.897

三、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拟合与评价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对模型假设进

行检验。模型的拟合度分析见表4,所有指标均在

标准范围内,说明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表4 结构模型拟合度分析

检验量 GFI RMSEA RMR CFI NFI NNFI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0.9 <0.08 <0.05 >0.9 >0.9 >0.9

检验结果数据 0.905 0.075 0.043 0.946 0.939 0.934

模型适配判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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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

博士生培养环境满意度与学习收获关系的结构

方程拟合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博士生教育培养环境满意度与学习收获关系的结构方程拟合结果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S.E. z P 检验结果

H1 知识增长←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 0.214 0.098 2.248 * 支持

H2 知识增长←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 0.281 0.111 2.612 ** 支持

H3 知识增长←管理服务满意度 0.382 0.036 7.872 *** 支持

H4 知识增长←科研资助满意度 0.102 0.036 2.041 ** 支持

H5 通用能力提升←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 0.705 0.055 10.45 *** 支持

H6 通用能力提升←管理服务满意度 0.223 0.028 4.701 *** 支持

H7 通用能力提升←科研资助环境满意度 0.143 0.027 2.96 ** 支持

H8 学术成果←物质生活环境满意度 0.004 0.122 0.2 0.841 不支持

H9 学术成果←管理服务满意度 0.022 0.064 1.515 0.130 不支持

H10 学术成果←科研资助满意度 0.026 0.071 1.565 * 支持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

  由表可知,博士生培养环境中各因子对学生学

习收获中的各项因子具有影响的假说大部分被接

受。检验结果显示在本次实验中仅有两项假设关系

P值大于0.05没有通过检验,分别是H8:物质生活

环境满意度对学生学术成果具有影响关系的假设;

H9:管理服务满意度对学术成果具有影响关系的假

设。此外,结合结构方程拟合结果检验模型可知,

H1物质生活满意度对知识增长,H10科研资助满

意度对学术成果的正向影响虽然显著,但显著水平

较低,可认为H1和H10仅得到部分支持。博士生

对学校精神培养环境和管理服务满意度对其学习收

获中的知识增长和通用能力提升的各项因子均具有

正向影响的假说被接受,且显著水平均较高。科研

资助对博士生学习收获的三个维度层面“知识增长”
“通用能力提升”“学术成果”也均为正向影响,其中

对学习成果的影响显著水平较低。
依据以上分析,得到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博士生对培养环境满意度的各维度中,

管理服务对博士生学习收获的影响最深、最为显著。
除对学术成果外,管理服务与学习收获其它各项子

维度的影响均呈正向影响,且显著水平高,对博士生

知识增长和通用能力提升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382和0.223,这表明,在各项培养环境中,管理服

务是影响学生学习收获最为重要的因素,博士生就

读学院和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对学生越重视和关心,
对学生的服务和管理愈加规范,学生对于管理服务

的满意程度就越高,其学习收获也将越多。因此,在
“双一流”建设中,规范服务管理制度,优化服务理

念,简化服务流程,节约学生办事时间,落实博士生

各项需求,是各高校提升培养环境的必要途径,也是

提高博士生满意度和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
第二,精神培养环境的满意度对博士生知识增

长和通用能力的提升均呈正向影响关系,且影响显

著,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281和0.705。由此可见,
随着博士生对学校精神培养环境满意度的增加,其
知识增长和通用能力提升程度也会随之增长。因此

为博士生提供良好的精神培养环境至关重要。一方

面可以净化校园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也可加强与博

士生的沟通交流,减轻其压力,保障博士生心理健

康。随着高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出现,博士生

入学动机不再单一且积极,并且在博士生培养过程

中还时常存在博士生滞学,停学,休学等情况。因

此,精神培养环境不仅是博士生培养环境中的必要

环节,也是为博士生疏导心理问题,就业问题,保证

博士生培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研资助满意度与博士生学习收获中各

项因子均呈正向影响关系,与博士生知识增长和通

用能 力 提 升 影 响 较 为 显 著,其 路 径 系 数 分 别 为

0.102和0.143;对博士生学术成果影响不甚显著,
其路径系数仅为0.026。数据表明,博士生对科研

资助满意度越高,其学术成果越多,知识增长和通用

能力提升程度越高。可见,高校科研资助对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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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保障。当博士生的期待与

其所得之价值不匹配时,也会严重打击博士研究生

科研工作和日常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因此,学校需

衡量把控针对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博士生的科研

资助的力度,从而提升学生对科研资助的满意度。
第四,博士研究生对物质生活满意度仅与其知

识增长相关,这意味着博士生对学校提供的物质生

活满意度越高,其知识增长提升程度越高。此外,博
士生随着年级的增加,对培养环节各项满意度均有

所降低(详见表6)。总体来说,各年级博士研究生

对物质生活中的各项子指标评分均较低,尤其是对

食堂和住宿环境的满意度是所有培养环境满意度中

最低的。虽然通过结构方程检验,物质生活对博士

生知识增长的影响不甚显著,但仍为正向影响。马

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地解释了物质与精神的关

系。物质生活决定并限制了精神生活。因此,学校

也应注重后勤工作的保障,以提高博士生对物质生

活的满意度。
表6 博士生培养环境满意度指标分值

指标 子指标
博士一年级 博士二年级 博士三年级 博士四年级及以上

均值 综合值 均值 综合值 均值 综合值 均值 综合值

物质生活

图书馆 4.457 4.084 4.226 3.817 4.363 3.932 4.281 3.904

食堂 4.013 3.624 3.774 3.809

住宿 3.783 3.602 3.66 3.621

精神培养

学术氛围 4.473 4.280 4.153 3.975 4.179 4.044 4.178 3.958

心理健康咨询 4.147 3.861 3.896 3.763

就业指导与服务 4.22 3.912 4.057 3.934

管理服务
学校研究生院 4.31 4.330 4.015 4.050 4.075 4.104 4.033 4.076

所在院系 4.35 4.084 4.132 4.118

科研资助
奖学金制度 4.293 4.292 3.872 3.920 4.075 4.083 3.899 3.919

三助岗位设置 4.29 3.967 4.09 3.938

满意度总体评分 4.247 3.941 4.041 3.964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为提高博士生满意度,针
对博士生培养环境改进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第一,持续增强高校研究生管理人员的服务意

识,提升服务质量。由于高校研究生院涵盖了大学

工作的各个方面,因此其管理人员需爱岗敬业,在确

保课程秩序和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中发挥积极主动

的作用。全心全意为研究生培养营造良好的管理育

人环境。为了给博士生提供一流的服务,管理人员

还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为此,需要及时完

善个人知识体系,学习一些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

的知识,要充分了解国家政策、学校规章,并按照相

应法律法规灵活、及时准确地处理突发事件,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师生,从而提升研究生的满意

度及归属感,为博士生安心学习打造坚实环境基础。
第二,持续开展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建设,实现

研究生业务线上便捷办理服务。要不断升级优化研

究生综合管理系统、教学培养系统、自助服务系统,
开发国际化交流、导师管理、督导评价、短信推送、电
子签章等系统。以优化业务流程、改善研究生体验

为核心,建立网络服务平台,方便研究生通过PC机

和移动终端多种途径进行线上业务办理。同时要提

升研究生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素养;构建信息化反馈

机制,通过巧妙利用咨询群、微信、APP等建立信息

化问题及建议反馈机制,提高精细化、个性化信息服

务能力。总之,要通过一体化的服务平台、主动式服

务模式、灵活多样服务手段,为全体研究生提供全流

程、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和管理服务。
第三,应重视博士生精神培养环境建设,努力营

造良好学习氛围。无论是基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
高等院校对在读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都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从微观的角度看,如学生已经读书至博

士研究生阶段,却仍然无法很好地调节压力,接受自

己,悦纳自己,包容他人,顺利融入社会群体,这将极

大地影响其社会价值。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由于社

会转型,社会评级体系和人才需求的不断转变,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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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水平和观念也日新月异,为此博士生也易对

学术,就业,婚姻和认知的问题产生焦虑情绪[9]。为

维持稳定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健康积极心理,高校应

大力开展校内心理咨询和指导就业的相关服务,鼓
励学生在必要时积极主动寻求教职工帮助,加强师

生互动,支持和引导博士生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进

行及时有效地调整,从而全面改善其心理素质水平,
保障其学习效度。

第四,应加大力度建设虚拟化学习社区,加快构

建智慧教育环境。高校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

网等信息化技术,创新教学过程,变革教育模式,打
造高水平虚拟化云端学习社区。引入优质资源,搭
建导学互动、教学互动、科研互动、同伴互助的开放

式学习中心;建设智慧教室和远程、异地教学辅助系

统,构建以人为本的研究生自主学习、自我成长的积

极培养环境;营造全员自主学习、云端在线学习、异
地远程学习、同伴互助学习的优良学习氛围,打造知

识共建、知识共享、知识互补的学习共同体。
第五,博士研究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高

校应适当增加对博士研究经费的资助,并将对博士

研究生的科研资助作为日常行政经费拨款的重要内

容之一。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具有激励

机制的学术奖学金制度。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
设计针对不同学院的学术奖学金比例和数额,并制

定不同管理制度,以便各院系合理分配经费。尤其

需注意落实完善专项奖学金及优秀博士生奖助金,
以适当地鼓励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博士生,吸引和

鼓励拔尖博士生参与难度大、任务重、创新性强的科

学研究工作,进而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六,学生食堂和宿舍是高校后勤服务中最重

要的环节之一。从入学第一天起博士生就会与学校

食堂和宿舍打交道,学校应注重后勤保障工作,加强

与学校食堂和宿舍管理部门的沟通,确保食堂的菜

品安全、膳食质量和服务质量,要注重优化学生公寓

的住宿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管理,使博士生以

愉悦的态度享用美食,在舒适的环境下享受校园学

习生活,从而提升其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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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havethemostoutstandingpositiveimpactontheirlearninggains,followedbythespiritualcultivationenvironment
includinglearningatmosphere,employmentguidanceandpsychologicalcounselingservices.Tofurtherstrengthenthedoctoral
educationqualitymanagement,enhancesatisfactionofthestudentsandincreasetheirlearninggains,theauthorsproposefull
analysisoftheinternalmechanismofthefactorsinthecultivationenvironmentandbettercontrolthemsoastoimprovethe
doctoraleducation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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