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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PSM—OLS估计,实证评估了“双一流”高校教师的博士延期毕业经历对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影

响。研究发现,延期毕业教师在国内发表和国际发表上分别存在25%和10%的劣势,即延期毕业会危害其长

期学术生产力。上述影响可被累积优势效应所解释,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学术生涯中期、学术竞争激烈

的环境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阶段更为明显。同时,上述影响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延期毕业者的学术

能力偏低,而是其往往承受着延期毕业带来的时间滞后劣势、就业区位劣势和心理特性弱势,导致正常毕业

者在初期拥有明显的相加优势,这在量化导向的学术评价中进一步转化为相乘优势,使延期毕业者在学术产

出上明显滞后于正常毕业者。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应推行博士修业年限的弹性管理,落实学术评价的质量导

向,以及打造从“一流博士”到“一流学者”的一流育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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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师资队伍是一流科研水

平的前提,而确保一流博士生培养可转化为一流师

资队伍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后我

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快速发展,1981—2019年

间博士研究生累积招生137万人,2002—2019年的

年均增长率为5.77%,其中约70%的博士毕业生进

入到学术部门[1]。然而,据宏观数据测算,2002—

2013年间我国博士生的累积延期率在56%~65%
之间,并处于上升趋势[2],2019年延期毕业博士生

高达13.67万人,是2002年的5.02倍,年均增幅

9.95%[3]。短期来看,上述变化直接提高了学术就

业难度,并降低了学术职业吸引力;[4]长期来看,延
期毕业推迟了从博士生到青年教师的转换,甚至产

生一系列的深远影响。那么,“双一流”背景下,博士

延期毕业能影响高校教师的长期学术生产力吗?
目前,鲜有研究关注博士延期毕业经历的长期

效应,特别是对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影响。已有研

究多集中于对博士延期的测算和影响因素两方面,
仅少数研究关注博士延期毕业对国家、高校、导师和

个人的影响。具体上,一是测量与评估博士延期毕

业率及延期年限。除上述宏观数据测评外,李海

生[5]、鲍威[6]和高耀[7]等基于大型微观调查数据测

算,少数研究基于某一高校或学科的专门数据展开,
例如北京大学[8-9]、华侨大学[10]、某重点高校[11]和专

业型教育博士生[12]。尽管相应测算结果因数据来



源方式而有所出入,但多数证据都表明博士延期毕

业已成为博士生培养中的普遍现象,且延期年限多

在2年以内。二是探讨博士延期毕业的影响因素。
从个体层面上看,包括性别、种族[13]、婚姻状况[14]、
入学年龄[7]等外在因素,以及学业兴趣[15]、科研动

机[16]、学业准备[17]、学业成绩[5]与论文选题[18]等内

在因素。从组织层面上看,包括高校层次类型[7]、学
科专业[19]、培养方式[20]、生源类型与出国(境)经
历[7]等因素。从环境层面上看,包括培养单位对博

士生的支持水平[21]、导师能力[22]、导学关系[23-24]、
生师比[25]、学业资助[26]等因素,特别是一旦缺乏导

师的指导[27]或及时反馈[28],博士生退出或延期的

可能更高。三是博士延期毕业的社会影响。过高的

延期率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博士培养效率的下降,既
增加了高校的培养成本,又加重了导师的指导负

担[29],更增加了本人的心理[30-31]、经济[32]和就业

压力。
综上,本研究拟基于实证研究,评估“双一流”高

校教师的博士延期毕业经历对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

总体和异质效应,并揭示其形成原因,既可为“双一

流”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实

践证据,又可为教师和博士生的学术与学业发展提

供路径指引,并助力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效

率和学术生产力的整体提升。

二、研究假设

累积优势效应(CumulativeAdvantage)指初期

的发展优势将延续到后期的发展中,使初期具有优

势的个体在后期能更好更快的发展,而初期存在劣

势的个体在后期发展中的劣势将更加明显,即上述

累积过程扩大了初期较小的发展差异[33]。在学术

界,累积优势效应表现为少数学者获得多数资源并

转化为发表优势,且随时间推移持续扩大这种优势,
逐渐形成学术分层的过程[34-35],例如中游和普通农

林高校文科学院中20%的教师发表了80%以上的

核心期刊论文[36]。科尔将学术界的累积优势比喻

为“贴标签”,学生在被贴上“有天赋”等标签后,更容

易获得优秀导师的青睐和资源投入倾斜,毕业后也

更容易到学术声誉高的学术机构工作,借助平台优

势能获得更多的学术发表和学术声誉,这进一步为

其带来资源优势并助力其学术职业发展[37]。由此,
学术界的资源分配过程不仅是对过去成就的奖励,

更刺激着未来的学术产出,过去取得的学术成就与

声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能获得的关注与支持,
这无形中扩大了高能力者和低能力者的奖励差距,
大幅提高了前者的竞争优势,并将之持续放大[38]。
博士延期毕业意味着在学术生涯起点上的落后,即
正常毕业者在生涯初期获得了资源优先权,以及由

此对成果的象征性和物质性奖励,延期毕业者则与

之相反,这一奖惩机制无形中放大了博士毕业时的

微小差异,导致延期毕业者的长期学术产出更低。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博士延期毕业有损教师长期的学术生

产力,即延期毕业教师的学术产出更低。
默顿认为,不同研究型大学和不同学者之间的

人力和物力资源分布的差距因天才的过度密集、大
学之间社会认知竞争的系统过程和社会价值观等机

制并不会无限累积,当累积达到一定峰值之后,累

积速度会逐渐放缓甚至停止,即发展差距并不会无

限扩大[39]。在学术职业生涯初期,由于累积过程持

续时间较短,正常毕业者的累积优势并不明显,其与

延期毕业者之间的学术产出差异并不明显;在学术

生涯中期,随着累积过程的持续,二者之间的学术产

出差距开始显现并扩大;在学术生涯后期,上述抵消

过程会缩小延期毕业者和正常毕业者之间的能力奖

惩差距,使二者的学术产出差异不会无限扩大甚至

逐渐消失。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产出的

影响存在生涯异质效应,即在学术生涯中期最为明

显,但在学术生涯早期和晚期较小或不存在。
科研活动的本质是学者寻求优先发表权的竞争

过程[40],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较多数量的竞争者可能

会驱动学术生产者去竞争优先发表权,从而提高学

术生产力[41]。我国的学术生产力呈现出地域、学科

与学术平台的分布差距,这主要源于学术竞争程度

和学术支持力度的差异。具体为:其一,以211高校

论文产出[42]、期刊论文产出[43]、国家社科项目立项

数[44]、国 家 社 科 西 部 项 目[45]、社 会 学 科[46]和 法

学[47]为学术生产力指标的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

或经济发达省份的学术生产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和经济欠发达省份。其二,相对人文社会学科而言,
我国自然学科更加偏向于学术产出导向。有研究指

出,我国大学的优势主要在理工科领域,人文社科类

发展不足[48],自然科学类博士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

出要显著高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类博士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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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任职机构的学术声誉对学术生产力具有促进

作用[50],学术声誉高的高校在教育经费、学术资源

与学术支持等方面更具有优势[51],并进一步转化为

学术生产力优势[52]。考虑到上述分布差距,在越激

烈的竞争环境中,学术资源分配更加注重能力和成

就导向,延期毕业者的初期劣势将快速和持续地被

放大,故正常毕业者和延期毕业者的长期学术生产

力差距会愈加明显。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生产力

的不利影响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更为明显。
假设3.1:从东部、中部到西部高校,博士延期

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产出的不利影响依次降低。
假设3.2: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生产

力的不利影响在自然学科大于人文社会学科。
假设3.3: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产出

的不利影响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大于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
假设3.4: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产出

的不利影响在有一级博士点的院系大于未有一级博

士点的院系。
我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度过了高等教育规模扩

张时期并趋于稳定。一是研究生教育在2009年后

开始由外延式扩张阶段向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53]。
我国每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1999—2009年间的

平均增速为16.8%,但在2009—2019年间的平均

增速仅为3.0%。二是高校专任教师人数在1999—

2009年间的平均增速为11.8%,但在2009—2019
年间的平均增速仅为2.5%。三是2009—2019年

间,高校专任教师数/博士学位授予数维持在28左

右,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博士学位授予

数维持到460左右。同时,2006—2018年间,“双一

流”高校在国际发表上的年均增幅约为12%,但在

国内发表上的年均降幅约为3%,特别是在国内发

表上的峰值年份为2009年[54],这意味着2009年后

“双一流”高校面临着国际发文环境改善和国内发文

环境恶化的趋势。综上,本研究将2009年作为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之后的博士毕业

生面临着学术就业的竞争加剧、国内发文环境的恶

化、国际发文要求的提升和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等

变化,这加快了正常毕业者的优势累积过程,扩大了

延期毕业者与正常毕业者之间的累积优势效应,故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从外延式向内涵式的阶段转变,博士延

期毕业对高校教师长期学术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将进

一步扩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研究数据源于“2021年中国高校院系治理与

教师发展调查”,问卷包括个人与家庭、学术职业、组
织管理和跨学科研究四部分,借助问卷星平台发送

问卷链接3.48万份,有效回收2609份,有效应答率

为7.71%。依研究需要,将样本限定为从“双一流”
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并任职于“双一流”高校的教师

群体,最终有效样本为1539名。
考虑到学术论文产出是学术生产力的主要成果

形式,在兼顾数量、质量、学科和影响范围等的基础

上,本研究选取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身份

被SCI或SSCI收录的论文(以下简称“国际发表”)
和被CSSCI或CSCD收录的论文(以下简称“国内

发表”)作为量化指标,并取其对数值作为因变量。
同时,博士延期毕业是核心自变量,参考国内多数

“双一流”高校的博士学位标准学制为3年或4年,
将学习时间超过4年的界定为“延期毕业”,其中延

期样本占比27.9%。
本研究还控制了以下协变量:一是个人特征变

量,包括性别、民族、政治身份、婚姻状况、年龄及其

平方项,分别以女性、少数民族、未加入政党和未婚/
离异/丧偶为基准组。二是家庭经济背景,包括14
岁前在农村长大、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

限。三是学缘关系变量,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

高校类型,都以普通高校为基准组。四是学术职业

特征,包括博士后经历、访学情况、任职学科、任职学

科博士点情况、专业技术职称、行政职务级别、任职

高校类型、任职高校区位,分别以有博士后经历、无
访学经历、自然学科、无一级博点、中级职称、无行政

职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西部为基准组。具

体变量分布如表1所示。
(二)计量模型及其修正

本研究的基准模型为稳健OLS回归,具体如下:

lnProductivyi=α+Xβ+γiDelay+ϕ (1)
上式中,ϕ 为随机误差项,X 为一系列的协变量,

lnProductivyi 分别为国内论文(i=1)和国际论文

(i=2)的对数值,Delay 是延期毕业的虚拟变量,

γi 表示与正常毕业者相比,延期毕业者在相应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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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异比例。
然而,截面调查数据中决定博士延期状态的一

系列协变量是非随机分布的,这必然会带来选择性

偏差,影响OLS估计精度。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PropensityScoresMatchingMethod,PSM)
来减少上述偏差:一是选取与延期状态和学术产出

相关,且是延期状态前置变量的协变量。二是以延

期毕业为干预变量,采用Logit或Probit模型估计

样本的延期毕业概率。三是采用核匹配、局部线性

匹配、卡尺匹配和最近邻匹配等方法进行样本匹配,
并验证共同支持假设和条件独立假设。其中,前者

要求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的重叠区域越大,
样本保存率和匹配质量也越高;后者要求在控制混

淆变量后,干预变量与结果变量相互独立。四是,对
匹配后的样本进行稳健OLS估计,具体如下:
lnProductivyi=α+Xβ+γiDelaymatched +ϕ

(2)
其中,Delaymatched 是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延期毕业

的虚拟变量,消除了延期毕业者与正常毕业者在前

置协变量上的分布差异,其系数表示与正常毕业者

相比,延期毕业者在相应学术产出上的差异比例。
此外,本研究使用Stata14.0软件进行模型估计。

表1 变量及其分布特征汇总

N 均值 标准差 范围 N 均值 标准差 范围

国内发表(对数) 1539 1.78 1.47

国际发表(对数) 1539 2.28 1.40

总体发表(对数) 1539 2.52 0.99

博士延期毕业 429 0.28 0.45

0~4.6

0.3~4.6

0~1

男性 1189 0.77 0.42

汉族 1481 0.96 0.19

加入政党 1293 0.84 0.37

已婚 1374 0.89 0.31

0~1

博士入学时的年龄 1539 27.84 4.65 22~48 年龄 1539 43.34 8.60 27~65

博士毕业于2009年前 731 0.47 0.50 0~1 年龄的平方/100 1539 19.52 7.72 7.3~42.3

本科为普通高校 457 0.30 0.30

本科为“211”高校 480 0.31 0.46

本科为“985”高校 602 0.39 0.49

0~1

成长于农村 785 0.51 0.50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1539 10.27 4.61

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1539 8.06 5.12

0~1

0~23

硕士为普通高校 156 0.10 0.10

硕士为“211”高校 515 0.33 0.47

硕士为“985”高校 868 0.56 0.50

博士为“211”高校 412 0.27 0.44

博士为“985”高校 1127 0.73 0.44

有博士后经历 581 0.38 0.48

无访学经历 443 0.29 0.29

2年及以下访学经历 925 0.60 0.49

2年以上访学经历 171 0.11 0.31

任职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634 0.41 0.49

任职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905 0.59 0.49

0~1

0~1

0~1

0~1

任职于自然学科 1099 0.71 0.45

任职于一级博点学科 1222 0.79 0.40

中级及以下职称 245 0.16 0.16

副高级职称 625 0.41 0.49

正高级职称 669 0.43 0.50

无行政职务 1061 0.69 0.69

副处以下 291 0.19 0.39

副处及以上 187 0.12 0.33

东部高校 862 0.56 0.50

中部高校 339 0.22 0.41

西部高校 338 0.22 0.22

0~1

0~1

0~1

0~1

   注:总体发表是国内发表和国际发表按照1:2的权重相加所得。

四、计量结果

(一)谁更容易成为博士延期毕业者?
如表2第2列Logit回归所示,模型整体显著

(卡方值=65.19,Sig.=0.000)。男性延期毕业的

概率比女性低26.03%,成长于农村的延期概率要

比其他同辈低28.06%。本科毕业于985高校和

211高校的延期概率分别是普通高校的1.58倍和

1.73倍,硕士毕业于985高校的延期概率是普通高

校的1.80倍。博士毕业于985高校的延期概率是

毕业于211高校的1.19倍,但并不显著。就读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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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学科的延期风险是人文社会学科的1.90倍,且博

士入 学 时 年 龄 每 增 加 1 岁,其 延 期 概 率 下 降

2.83%。综上,男性、农村子弟和入学年龄越大的博

士生更不容易延期,但本、硕的教育背景越好和自然

学科的博士生发生延期的风险更高。

表2 博士延期毕业影响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PSM-OLS估计

Logit回归

OR值

均值差异

国内发表 国际发表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PSM-OLS估计

国内发表 国际发表

延期毕业 -0.25*** -0.10**

男性 0.74** -2.26** -1.27 -1.64 -0.99

汉族 0.95 1.13 0.00 0.02 0.20

加入政党 0.92 -0.1 -1.13 -0.84 0.20

已婚 1.04 -0.06 -0.75 -0.3 1.38

成长于农村 0.72** -3.55*** -0.17 -3.47*** 0.89

父亲受教育年限 1.01 2.28** 0.33 2.71*** -1.40

母亲受教育年限 0.99 1.67* 0.70 2.68*** -0.24

本科为“211”高校 1.73*** 0.88 1.57 0.12 -0.94

本科为“985”高校 1.58*** 3.35*** -1.38 4.54*** 0.73

硕士为“211”高校 1.03 -2.41** 0.86 -2.28 -0.56

硕士为“985”高校 1.80** 3.7*** -0.72 4.2*** 0.38

博士为“985”高校 1.19 -1.48 1.66 -1.6 -0.51

最高学位为自然学科 1.90*** 3.26*** -0.58 3.85*** 0.37

博士入学时年龄 0.97** -0.47 -0.39 -3.98*** -0.04

在2009年前博士入学 1.12 1.55 -0.96 0.53 -0.16

东部高校 -0.05 0.22***

中部高校 -0.08 0.16**

任职于一流大学 -0.03 0.24***

任职于一级博点学科 -0.01 0.12**

任职于自然学科 -0.28*** 1.07***

有博士后经历 0.06 0.17***

2年及以内访学经历 -0.11 0.24***

2年以上访学经历 -0.26** 0.31***

副高级职称 0.46*** 0.61***

正高级职称 0.87*** 1.30***

副处以下行政职务 -0.06 -0.09
副处及以上行政职务 0.09 0.15*

2009年前毕业 0.10 0.22***

年龄 0.02 -0.13***

年龄的平方/100 0.02 0.13***

常数项 0.37 1.02 3.32***

N 1539 1096 1087 1289 1267 1087 1267
伪R方/R方 0.048 0.046*** 0.011 0.047*** 0.008 0.291 0.443

  注:①所有模型F检验统计量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②*代表P 值小于0.1,**代表P 值小于0.05,***代表P 值小于0.01;③
经过共线性诊断后所有模型的VIF系数控制在10以内,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④限于篇幅,不再汇报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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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士延期毕业对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总体

效应

考虑学术发表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①,为提高

结果准确性,剔除了单项发表为“0”的样本。在国内

发表上,正常毕业者人均发表22.80篇,显著高于延

期毕业者的16.01篇(T值=3.79,Sig.=0.000)。
在国际发表上,正常毕业者人均发表26.26篇,显著

高于延期毕业者的20.68篇(T值=3.46,Sig.=

0.001)。结合图1可知,正常毕业者和延期毕业者

的国内发表和国际发表都呈现出“倒 U”型的分布,
但前者呈现出低产出者占比低、高产出者占比高的

“低—高”分布,后者呈现出低产出者占比高、高产出

者占比低的“高—低”分布。由此,在不控制其他因

素的前提下,正常毕业者的学术生产力和高产学者

比例都要明显高于延期毕业者。

图1 正常毕业者和延期毕业者学术产出的核密度分布

  本研究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控制选择性偏差,相
应估计的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检验都得到验证。
以国内发表的最近邻匹配(N=1)为例,延期毕业者

和正常毕业者匹配后的样本损失较少,且共同支撑

区域为0.065到0.505;同时,如表2中第3和第4
列所示,匹配后的协变量标准偏差被控制在10%以

内,且两者之间的均值差异和伪R方都不再显著,
卡方值分别下降到8.31和8.41②。如表2中PSM
-OLS估计结果所示,延期毕业者的国内论文产出

和国际论文产出分别比正常毕业者低25%和10%,
与均值比较结果相符,表明博士延期毕业对其长期

学术生产力存在显著的不利影响,即假设1得到了

验证。
此外,教师的学术生产力还存在显著的分布差

异。一是东部和中部高校教师的国际发表分别比西

部高校教师高22%和16%,但三者在国内发表上并

无显著差异。二是学术平台越高的教师在国际发表

上更具优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教师比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教师高24%,任职于一级博点学

科的教师在国际发表上比其他同类教师高12%,但
在国内发表上差异不显著。三是不同学科的教师发

表倾向不同,自然学科类教师的国际发表比人文社

科类教师高1.07倍,但在国内发表上要低28%。
四是丰富的学术经历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学术产出,
博士后经历可提高17%的国际论文产出,2年及以

内的访学经历和2年以上访学经历分别可提高

24%和31%的国际产出,但后者对国内产出存在

26%的挤出效应。五是副高职称和正高职称的教师

的国际发表比中级职称教师分别高61%和1.30
倍,其国内发表分别比后者高46%和87%,表明了

职称晋升制度的合理性。六是副处以下的行政职务

并不能产生学术发表增幅,但副处及以上的行政职

务可产生15%的国际发表增幅。七是内涵发展阶

段(2009年及以后)教师的国际发表比外延式发展

阶段(2009年前)低22%。八是年龄对国内发表并

无显著影响,但对国际发表存在“正U”型影响③。
(三)博士延期毕业对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异质

效应

本研究分学术生涯、高校区位、学科差异、学术

平台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等进行了PSM-OLS估

计,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为:
1.博士延期毕业对学术产出的不利影响在副高

职称群体中最为明显,假设2得到验证。中级和正

高职称的延期毕业教师在国内发表上存在不显著的

劣势,但前者在国际发表上存在不明显的优势。同

时,副高职称的延期毕业教师的国内发表比正常毕

业教师低22%,但在国际发表并无显著差异。为

此,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长期学术生产力的不利影

响在学术生涯中期最为突出,而在早期和晚期并不

明显。
2.博士延期毕业对学术产出的不利影响虽存在

明显的区位差异,但假设3.1并未得到验证。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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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上,东、中和西部高校中延期毕业教师比正常毕

业教师分别低23%、23%和22%,影响幅度较为一

致,但中部高校的上述差异并不显著。国际发表上,
东部和西部高校中延期毕业教师和正常毕业教师之

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但中部高校内前者比后者显著

低23%。这与先验假设不同,可能是源于:“双一

流”高校在国内发表上的生产力分布差距并不明显,
从而延期毕业对教师学术产出的影响也不存在明显

的地域分布;同时东部高校、中部高校和西部高校的

国际发表依次降低,但东部高校更重视国际学术发

表,其评价标准和工资待遇都更高,也能吸纳可胜任

国际发表要求的博士毕业生,使延期毕业者和正常

毕业者的能力分布呈现出东部“双高”和西部“双低”

的特点,从而缩小了二者之间的学术产出差异;然
而,中部高校在工资待遇上难以与东部高校比肩,但
评价标准上却与东部高校等同,对高学术能力的延

期毕业者的吸引力不足,无形中扩大了中部高校延

期毕业教师与正常毕业教师的国际发表差距。
3.博士延期毕业对学术产出的不利影响在自然

学科更为严重,假设3.2得到验证。自然学科的延

期毕业教师在国内发表和国际发表上比正常毕业教

师分别低23%和15%,人文社会学科的延期毕业教

师仅在国内发表上比正常毕业教师低23%,在国际

发表上二者差异并不显著。这源于人文社科学科的

国际发表普遍不多,而自然学科以学术产出为导向

的激烈竞争无形中扩大了二者之间的累积差距。
表3 博士延期毕业对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异质影响

正常毕业VS延期毕业

国内发表 国际发表

生涯效应

中级职称 -0.14 0.02

副高职称 -0.22** -0.11

正高职称 -0.15 -0.12

区位效应

东部高校 -0.23** -0.05

中部高校 -0.23 -0.23*

西部高校 -0.22* -0.03

学科效应
自然学科 -0.23** -0.15**

人文社会学科 -0.23** -0.01

平台效应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0.23*** -0.12**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0.36** 0.09

所在学院有一级博点 -0.25*** -0.13**

所在学院无一级博点 -0.22** -0.18

年代效应
2009年前毕业 -0.23* -0.05

2009年及以后毕业 -0.21*** -0.10*

  注:①所有模型F检验统计量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②*代表P 值小于0.1,**代表P 值小于0.05,***代表P 值小于0.01;③
经过共线性诊断后所有模型的VIF系数控制在10以内,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④限于篇幅,不再汇报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和其他控制变量

的估计信息。

  4.学术平台越好,博士延期毕业对学术产出的

不利影响越明显,假设3.3和假设3.4得到验证。
“一流大学”高校的延期毕业教师的国内和国外发表

比正常毕业者分别低23%和12%,“一流学科”高校

的延期毕业教师的国内发表比正常毕业者低36%,
但二者的国际发表差异并不显著。同时,任职于一

级博点学科的延期毕业教师的国内和国外发表比正

常毕业教师分别低25%和13%,任职学科未有一级

博点的延期毕业教师仅在国内发表上比后者低

22%,但二者在国际发表上并无显著差异。上述差

异源于学术平台越好,越注重国际发表,对高能力教

师的吸引也更强,学术竞争也更为激烈,扩大了延期

毕业者的国际发表劣势,但国际发表对国内发表的

挤出效应又缩小了二者的国内发表差距。
5.内涵发展阶段扩大了博士延期毕业对学术产

出的不利影响,假设4得到验证。外延式发展阶段,
延期毕业教师的国内发表比正常毕业者低23%,但
在国际发表上并无显著劣势;内涵式发展阶段,延期

毕业教师在国内和国际发表上分别比后者低21%
和10%。即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通过提高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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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困难程度、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重视国

际学术影响等途径激化了高校和教师之间的学术竞

争,增加了延期毕业者的国际发表劣势,但因国际发

表对国内发表的挤出,以及国内发表量的整体下降,
延期毕业者的国内发表劣势又得到了改善。

(四)博士延期毕业影响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成

因分析

根据优势累积的过程,本研究认为博士延期毕

业不利于其长期学术生产力的原因有:
1.学术能力不足并非是延期毕业博士的专属标

签,更不是其长期学术产出偏低的根本原因。有研

究指 出,博 士 延 期 的 首 要 原 因 是 未 达 到 毕 业 要

求,[25]当要求较高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5]并且在

没有发表要求的高校,其修业年限普遍更短[55]。相

同的毕业标准下,博士延期毕业代表着学术能力不

足,这既是社会强加于延期毕业博士身上的“标签”,
更是学术就业和资源分配中差异对待的逻辑起点。
如图2所示,在国内发表上,除顶尖学者(产出最高

的10%)的分位数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外,其他系数

均显著,且并未表现明显的降低,特别是在低产出群

体(产出最低的10%)中其系数更是高于平均值

(34%);在国际发表上,尽管多数分位数回归系数都

未发生明显下降,但都不再显著。这意味着博士延

期毕业与学术能力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

系,在学术能力相同时,延期毕业经历对学术产出的

不利影响依然存在,即延期毕业者与正常毕业者之

间的学术产出差距并不来源于学术能力差异。
2.就业区位劣势使延期毕业博士难以获得足够

的学术支持和浓厚的科研环境。过长的修业年限可

能向潜在雇主传递关于学术能力的不利信号,影响

其初职获得和长期学术劳动力市场表现。数据显

示,在任职高校的区位方面,延期毕业教师到东部和

中部就业的概率分别比正常毕业教师群体低27.
78%(P 值=0.042)和29.27%(P 值=0.072)。在

我国学术生产力存在明显地域分化的格局下,这是

西部高校和延期毕业博士的“双赢”选择。然而,波
敦克效应指出,处于学术环境不好的地区、城市或机

构中的学者更不容易得到认可,西部高校在集聚

英才方面要明显弱于中部高校和东部高校,兼之

学术支持力度相对偏弱和科研氛围不够浓厚,无
形中拉大了延期毕业者和正常毕业者的学术产出

差距。

注:①模型中为数字代表负值,为方便呈现,不再标记“负号”。

图2 博士延期毕业对教师学术产出的分位数回归

  3.时间滞后劣势使延期毕业博士面临着更严苛

的评价制度和更激烈的学术竞争。在我国高等教育

快速改革时期,博士人才的“供涨需降”抬高了高校

的聘用门槛,高质量发展模式又提高了职称晋升和

学术评价的标准,延期毕业推迟了博士生的学术身

份转换,使其在申请科研项目、学术资源获取和学术

社会网络构建等方面严重滞后于正常毕业者,特别

是“非升即走”等改革使其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学术竞

争。结果表明,延期毕业教师获得副高级职称的概

率要比正常毕业教师低41.27%(P 值=0.009),获得

正高级职称的概率要比后者低60.92%(P 值=
0.000);同时,不控制职称时延期毕业教师主持的省

部级及以上的项目数比正常毕业教师低10.49%
(P 值=0.012),而在控制职称后上述差异下降到

5.78%,且不再显著(P 值=0.145)。为此,在“职
称—项目—产出”的发展循环中,借助学术界的优势

累积机制,延期毕业导致的时间滞后劣势使其在学

术产出和发展上往往“晚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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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致延期毕业的特定心理特质同样不利于其

长期学术生产力的提升。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受到

内在的学术抱负、高效的学习投入、积极的研究态度

等主体性因素的影响[56]。有研究表明,具备明确学

习规划、投入学习和科研的时间较多等特征的博士

生更容易毕业,[5]而任务确定、自律自主、追求创新、
自我更新等是提升大学学者生产力的关键[57],故博

士延期毕业者的特定心理特质可能是其学术生产力

较低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博士延期毕业者在对科

研压力和自我应答能力不足时往往采取一种自我退

出策略,即“佛系”心态,[58]这种心理特质使其无法

适应以学术绩效为导向的高校评价体制,即延期毕

业者可能更需要弹性的考核周期和更宽松的学术

环境。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利用“2021年中国高校院系治理与教师

发展调查”数据,基于PSM—OLS方法实证评估了

博士延期毕业经历对“双一流”高校教师长期学术生

产力的总体和异质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博士延期毕业有损于高校教师的长期学术生

产力,并存在明显的异质效应。总体上,延期毕业教

师在国内和国际发表上分别存在25%和10%的劣

势,且延期毕业教师群体中高产学者的比例更低。
异质效应表现为:一方面,因累积优势效应的积累和

抵消过程,上述不利影响在学术生涯早期和晚期并

不明显,但在学术生涯中期最为突出;另一方面,上
述不利影响在学术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更为明显,例
如任职于“一流大学”高校、自然学科或有一级博点

的学科,以及毕业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阶段,特别

是对国际发表的不利影响更大。
2.延期毕业和正常毕业者的学术生产力差异主

要源于学术优势的累积过程,而非两者之间的学术

能力差距。累积优势包括相加优势和相乘优势,前
者是将有利条件和学术资源分配给在学术发展初期

具有先天优势的个人,但这些先天优势与学术成就

关系不大,例如性别、年龄、教育出身和行政职务等;
后者是根据学术潜力来分配科学资源与奖励[59],并
是学术共同体高效率运转的潜在规则。相加优势需

持续转换为相乘优势后才能不断累积,延期毕业博

士因修业年限这一无关学术成就的因素,在进入学

术生涯早期承受着就业区位劣势和时间滞后劣势,

使正常毕业者获得相加优势。在我国以学术产出的

数量而非质量为主要指标来实施奖惩的学术系统

中,这种相加优势的持续时间更久,且更容易“变现”
为学术发表,进而不断地转变为“学术潜质”和相乘

优势,使“学术精英”演变为“学术经营”,导致延期毕

业博士这类在初期无法获得相加优势的群体丧失了

继续努力的动机,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
同时,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受限于数据,

未能够区分主动延期和被动延期,以及直博生、硕博

连读生和普招生。尽管已有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博士

生主动延期者的博士论文质量并未有显著提高[60],
但理论创新的困难性和未知性往往难以预料,即这

个过程的付出并不必然带来学术产出。二是学术生

产力是全面的和综合的概念体系,学术论文产出仅

仅是学术生产力的外显指标之一。三是因未采用针

对性调查和追踪数据,在揭示博士延期毕业对其长

期学术生产力的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
(二)政策建议

1.以鼓励原创突破性成果为基点,推动博士修

业年限从“刚性”到“弹性”的制度过渡。美国并不设

置博士学位获得的具体年限,而是依据学位论文的

达标情况而定,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2020年的统计数据,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时间的中

位数为5.8年④,在生命科学领域的5.5年到人文

艺术领域的6.8年之间波动[61],这一平均年限超过

了我国规定的固定学制时间,甚至达到了部分“双一

流”高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在“双一流”建设背

景下,高质量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标

志。过高的博士延期率可能是一种为实现基础性学

术创新而产生的合理现象,应该予以鼓励,但“任何

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选题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

确定性”[7],最长修业年限既营造出博士培养存在

“标准”时间的假象,又为具有科研突破潜质的博士

生划出一个“终止符”。特别是,超过这一年限的任

何博士生都是当下培养体系所界定的“失败者”,这
无益于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为此,应实行兼顾

学生特质、学科特色、学院文化等维度的博士生弹性

管理,即不再规定博士最长修业年限,为渴望做出原

创性突破性成果的博士生预留政策空间。
2.以科研高质量发展为重点,落实学术评价从

“唯量”到“重质”的体系重构。“破五唯”背景下,需
持续推动从一流博士生培养到一流学术人才培育的

学术评价体系重构。首先,在博士生的学业评价上,
持续扩大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自主权,推动国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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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制度和大学学位制度有机融合,将学位论文质量

与大学声誉和导师名誉挂钩,充分激发大学和导师

在博士生培养上的主观能动性。围绕高质量学位论

文写作重构博士生培养流程,取消将发表期刊论文

作为博士毕业的限制性条件,使博士生可全身心投

入到学术论文写作中,从根本上加强产出原创突破

性学位论文的内源性动力。其次,在博士毕业生的

学术就业上,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依学科类型与实

力实行分类聘任,避免对重度延期毕业者的“一刀

切”,例如以35岁作为博士毕业生入职的限制性门

槛。同时应鼓励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作为教师聘用

的重要参考,以此衡量教职申请者的学术潜质,而非

一味地以期刊论文发表数作为聘用标准。最后,在
学术人才培育上,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等评价主体

应弱化以论文数量、学术荣誉和行政头衔等为主的

学术评价模式,建立以质量、贡献、影响等为主的标

志性成果评价模式,突出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经

济社会的贡献,注重资源分配向有潜质但处于科研

弱势的教师倾斜,打造分类分层的弹性评价机制。
3.以改善国内学术人才培育“内循环”为目标,

培育青年教师从“一流博士”到“一流学者”的角色转

换。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是“双一流”建设的前提基

础,一流学术人才的培育能力更是衡量“双一流”建
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在一流博士培养上,要重点

关注女性、本硕教育背景良好和自然科学等具有良

好学术基础的博士生,改善其学习环境和提高学术

支持力度,强化博士生的学术认知,为其提供针对性

的生涯规划与指导,培养浓厚的科研兴趣和良好的

学术习惯,增加科研动机和投入,创新导学沟通交流

机制,切实推动博士培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在
优化学术评价的基础上,“双一流”建设还应营造浓

厚的学术环境,激发教师的学术热情并唤醒其学术

自觉;加大学术人才培育力度,针对性提供发展性项

目支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并丰富学术经

历,例如激励延期毕业博士到海外一流大学进行中

长期访学等,提升其学术积累和学术能力,促进“一
流博士”快速转变为“一流学者”,为国内学术人才培

育“内循环”奠定基础。

注释:

① 1539个样本都发表过国内论文或国际论文,但443个样

本未发表国内论文,其中任职于自然学科的样本占比

94.58%;同时,250个样本未发表国际论文,其中任职于

人文社科的样本占比93.60%。

② 本研究选用了最近邻匹配(N=1和 N=5)、卡尺匹配

(K=0.01和K=0.05)、局部线性匹配和核匹配,除卡

尺匹配(K=0.01)的共同区域样本为1085(国内发表)和

1267(国际发表)外,其他匹配方法的共同区域样本都为

1087(国内发表)和1267(国际发表),且在结果估计上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限于篇幅,正文中仅报告最近邻匹配

(N=1)的 估 计 结 果,后 续 关 于 匹 配 检 验 的 结 果 不 再

汇报。

③ 据系数,50岁前随着年龄增加,国际发表逐渐降低,但50
岁后随年龄增加,国际发表逐渐上升。

④ 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为从正式开始博士阶段学习到获得

博士学位的实际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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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PostponedDoctoralGraduationHarmTheirLong-TermAcademicProductivity
in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

ZHANGBingbing,YAOCongli,ZHANGXueer

(SchoolofPublicManagement,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SM-OLSestimation,thispaperempiricallyevaluatestheimpactofthepostponeddoctoralgraduation
experiencedbythefacultymembersof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ontheirlong-termacademicproductivity.Thestudyfinds
thattheteacherswhohaveexperiencedpostponedgraduationaredisadvantageouswhenitcomestotheirpublicationboth
domesticallyandinternationally,i.e.25% and10%lessrespectively,whichmeansthepostponedgraduationaffectstheir
long-termacademicproductivity.Theresultcanbeexplainedbythecumulativeadvantageeffect.Thereisobvious
heterogeneity,whichismoreobviousinthemiddleoftheacademiccareer,inthefiercelycompetitiveacademicenvironment,

andatthestageofintensivedevelopmentofhigherlearningeducation.Meanwhile,therootreasonoftheinfluenceisnotthe
inferioracademicabilityofthosewhohaveexperiencedpostponedgraduation,butthedisadvantagesintimelag,employment
location,andtheweakpsychologicalcharacteristicsbroughtaboutbythepostponedgraduation,which,comparatively,result
inapparentoverlappedadvantagesforthosewhograduatednormallyintheearlystageandwhichcanbecomemultiplied
advantagesinthequantitative-orientedacademicevaluation.Therefore,theacademicoutputofthosefrom postponed

graduationisobviouslybehindthosefromnormalgraduation.Basedontheaboveanalysis,theauthorscallforpromotionof
flexiblecontroloverthestudydurationofdoctoralstudents,implementationofthequality-orientedacademicevaluation,and
developmentofafirst-classtrainingsystem-asystemthatshiftsitsfocusfromontrainingfirst-classdoctorstooncultivating
first-classscholars.
Keywords:postponeddoctoralstudentgraduation;academicproductivity;faculty;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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