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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导学关系贯穿博士生培养全过程,

直接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通过对2345名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博

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博士生个体因素、导师指导因素和学校环境因素等三个方面均对导学关

系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提出构建“校—师—生”导学共同体的对策建议,通过强化价值引领、导学育人和氛

围营造,推进和谐导学关系建设,促进博士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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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

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博士生教育更是国民教育

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中指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

才。教育部出台一系列针对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政

策文件,其中对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构建和谐

导学关系提出明确要求。
导学关系不是单一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机理

复杂、多重角色共存的互动关系[1],贯穿培养的全过

程。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老板雇员型、绝对权威型、放
任不管型、学问研究型、良师益友型等多种关系类

型[2]。近年来随着对博士生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导
学矛盾时有发生,一些由导学矛盾导致的极端事件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

学等多个研究视角对导学关系开展研究。本研究尝

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三元交互决定论,聚焦博

士生群体,研究博士生导学关系的影响机制,以系统

思维提出协同构建“校—师—生”导学共同体的对策

建议,为构建和谐导学关系和促进博士生全面发展

提供理论支撑。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于20
世纪60年代提出的[3],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由个

体、环境、行为三种要素相互联结、共同作用而形成

的一个完整系统[4]。该理论对成因复杂、行为多样

性强的问题能够进行有力的解释[5],目前诸多学者

基于三元交互理论对研究生与导师交流互动、博士

生创新能力、导师支持促进研究生创造力提升等方



面开展研究[6-8]。可以说三元交互决定论为系统分

析博士生导学关系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博士生导学关系可视作

博士生个体因素、接受导师指导和学校环境共同作

用的结果。研究发现,除性别、专业、年级、入学方式

等人口学变量外,学生的学习投入情况、生活习惯、
心理状态等因素对导学关系均产生显著影响[9-10]。
在博士生接受导师指导过程中,导师对博士生的任

务安排、交流态度、生活交往、帮助理解等均会影响

导学关系的发展[11-12],而导师指导是否正式、指导

时间是否充足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13]。在学校环

境因素中,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丰富的文体活动、
完善的管理机制、畅通的权益申诉途径等可以有效

改善导学关系[14]。此外,学校的教务管理、学生工

作、专业院系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导学关系的和谐发展[15]。总的来说,导学关系影

响因素复杂多样,相关研究仍在创新发展,而构建和

谐导学关系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导学共同体建设是

新时代以系统思维构建和谐导学关系的新思路[16],
既要强调师生双主体地位,又要发挥学校管理部门

助推作用,通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系统加强

导学关系建设,提升育人实效[17]。
文献回顾发现,现有导学关系研究中理论研究

相对较多,而基于数据分析和理论模型的定量研究

文献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博士生作为一个数量相

对不大、但对国家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群体,以博士

生为视角的“导学关系研究中基本处于‘失语’的境

地”[11]。因此,本研究聚焦博士生群体,基于三元交

互决定理论,深入研究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取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展开。在半结构化访谈部分,主要访谈了

部分高校研究生管理专家、博士生导师与博士生代

表,并通过检索、阅读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广泛搜

集和归纳整理影响博士生导学关系的主要因素。在

本研究中,将博士生导学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

学生个体因素、导师指导因素、学校环境因素三个方

面:学生个体因素方面包括学术兴趣、学习投入、学
习满意度、科研成果和身心状态等,导师指导因素方

面包括选题指导、科研探讨、交流谈心和困难帮扶

等,学校环境因素方面包括学术氛围、管理保障、朋

辈支持和文体活动等,控制变量包括研究生年龄、年
级、专业和入学方式等。研究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因素研究框图

本研究于2021年12月开展,正式问卷面向北

京市部分高校博士生发放,共发放问卷2500份,回
收有效问卷234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3.8%,问卷

信效度良好。样本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分布统计表(n=2345)

控制变量 类别 数量 占比(%)

年龄

22岁以下 22 0.94%

22~25岁 759 32.37%

26~28岁 964 41.11%

29~35岁 501 21.36%

35岁以上 99 4.22%

年级

博士一年级 707 30.15%

博士二年级 545 23.24%

博士三年级 423 18.04%

博士四年级 320 13.65%

博士五年级及以上 350 14.93%

专业

工学 1876 80.00%

理学 212 9.04%

文学 85 3.62%

管理学 139 5.93%

其他 33 1.41%

入学方式

公开招考 1209 51.56%

硕博连读 867 36.97%

本科直博 269 11.47%

  本研究主要运用R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其中:
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得,差异性检

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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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一)博士生导学关系的相关性分析

在控制变量中,博士生年级和导学关系则具有

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0.001),一年级博士生的导

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的比例最高,为紧张的比例最

低。随着年级的增长,导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的比

例不断下降,而紧张和敌对的比例则明显上升,五年

级及以上的博士生导学关系紧张和敌对比例也相应

最高。博士生所学专业与导学关系也具有极其显著

的相关性(P<0.001):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导学关系

融洽的比例最高,而理工科博士生导学关系的融洽

比例最低,理工科博士生导学关系的紧张或敌对状

态或与其较重的科研压力和较弱的人文关怀有关。
博士生的入学方式与导学关系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P<0.05),硕博连读学生导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

的比例最高,这可能与师生之间前期相对充分的相

处了解和相互选择具有一定关联。博士生年龄与导

学关系没有相关性(见表2)。

表2 博士生导学关系与控制变量的相关性

导学关系 年龄 年级 专业

年龄 0.006
年级 -0.129*** 0.515***

专业 0.074*** 0.155*** 0.050*

入学方式 -0.050* -0.495*** 0.050* -0.167***

  注:***P <0.001,极其显著;** P<0.01,非常显著;*P<
0.05,显著。(下同)

在对各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前,对各组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见
表3、表4、表5)。结果表明,学生个体因素、导师指

导因素和学校环境因素与导学关系显著相关。在学

生个体因素中,博士生导学关系与学生个人的学术

兴趣、学习投入、学习满意度及身心状态都具有极其

显著的相关性(P<0.001),与学生个人的科研成果

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P<0.01)。在导师指导

因素中,博士生导学关系与导师的选题指导、科研探

讨、交流谈心和困难帮扶都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
此外,博士生导学关系与学术氛围、管理保障、朋辈

支持和文体活动开展情况等学校环境因素也都具有

极其显著的相关性。
表3 博士生导学关系与学生个体因素的相关性

导学关系 学术兴趣 学习投入 学习满意度 科研成果

学术兴趣 0.111***

学习投入 -0.090*** 0.119***

学习满意度 0.417*** 0.194*** -0.046*

科研成果 0.064** 0.063** 0.024 0.111***

身心状态 -0.381*** -0.132*** 0.072*** -0.505*** -0.084***

表4 博士生导学关系与导师指导因素的相关性

导学关系 选题指导 科研探讨 交流谈心

选题指导 0.235***

科研探讨 0.384*** 0.208***

交流谈心 0.425*** 0.257*** 0.607***

困难帮扶 0.305*** 0.127*** 0.170*** 0.225***

表5 博士生导学关系与学校环境因素的相关性

导学关系 学术氛围 管理保障 朋辈支持

学术氛围 -0.221***

管理保障 0.199*** -0.144***

朋辈支持 -0.295*** 0.169*** -0.202***

文体活动 0.101*** -0.030 0.006 -0.073***

  (二)博士生导学关系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各影响因素对博

士生导学关系的影响。在控制年龄、年级、专业和入

学方式等变量之后,依次加入学生个体因素、导师指

导因素和学校环境因素,分别构成模型1~模型3(见
表6)。共线性检验显示,3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值都小于5,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回归结果可知,学生个体因素、导师指导因素和学

校环境因素均对博士生导学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首先检验导学关系与学生个体因素之间的关

系。结果显示,博士生的学习投入、学习满意度和身

心状态等主观作用均会正向显著影响导学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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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组因素对博士生导学关系的多元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年龄 0.021 0.025 0.024

(0.018) (0.016) (0.016)
年级 -0.028*** -0.048*** -0.045***

(0.011) (0.010) (0.010)
专业 0.027** 0.019* 0.019*

(0.011) (0.010) (0.010)
入学方式 0.005 0.017 0.016

(0.019) (0.018) (0.018)
学术兴趣 0.015 0.010 0.011

(0.010) (0.009) (0.009)
学习投入 -0.038*** -0.046*** -0.044***

(0.013) (0.012) (0.012)
学习满意度 0.222*** 0.132*** 0.127***

(0.018) (0.017) (0.017)
科研成果 0.020* 0.003 0.004

(0.012) (0.011) (0.011)
身心状态 -0.125*** -0.086*** -0.071***

(0.012) (0.011) (0.014)
选题指导 0.042*** 0.042***

(0.010) (0.010)
科研探讨 0.081*** 0.079***

(0.010) (0.010)
交流谈心 0.077*** 0.081***

(0.010) (0.010)
困难帮扶 0.177*** 0.169***

(0.020) (0.020)
学术氛围 -0.074***

(0.018)
管理保障 -0.015

(0.011)
朋辈支持 -0.011

(0.011)
文体活动 0.041**

(0.020)

N 2,345 2,345 2,345
R2 0.222 0.359 0.365

  注:***P <0.001,**P <0.01,*P <0.05。(括号里数

据是标准差)

学术兴趣和当前的科研成果情况并未产生显著影

响。在模型2中,加入导师指导因素变量,结果表

明,导师的选题指导、科研探讨、交流谈心和困难帮

扶等与导师密切相关的行为对博士生导学关系均有

显著影响。在模型3中,进一步加入学校环境因素,
结果表明,学术氛围和文体活动对博士生导学关系

具有显著影响。而学校的管理保障和朋辈支持对博

士生导学关系无显著影响。综上,博士生导学关系

影响机制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构成

学生个体因素对导学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博士

生对学习时间的投入越多,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面临

的科研压力越大。每天投入学习和科研工作8小时

以下 的 博 士 生,导 学 关 系 融 洽 和 平 淡 的 比 例 为

98.44%,投入时间在8~10小时的博士生导学关系

融洽和平淡的比例略降至97.06%,而投入时间在

10小时以上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

则明显降至91.17%。学习满意度直接反映博士生

对课程学习、科研进展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对学习和

科研现状“不太满意”或“不满意,后悔读博”的博士

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仅为90.20%,而
“比较满意”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则

显著上升至99.33%。同样,博士生身心状态越好,
导学关系越融洽,其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博士生

相比于缺乏体育锻炼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

淡的比例由94.49%提升至97.56%,且睡眠、情绪

和作息等身心状态对导学关系也有显著影响。综

上,学生个体因素中,主要受学习投入、学习满意度

和身心状态影响,这与肖香龙研究中导学关系受研

究生学业、心理、生活等方面影响的结论相符[18]。
导师指导因素对导学关系发挥显著影响。调查

发现,导师与博士生科研探讨的指导次数与导学关

系状态呈现极其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一学年中导师

指导博士生课题研究不足8次”的博士生中,导学关

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为94.30%,而导师与博士生

科研探讨的指导次数达到8次及以上,导学关系融

洽和平淡的比例则升为98.57%且不存在导学关系

敌对状态。在选题指导上,“导师和学生充分交流协

商确定课题”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

高达98.94%,且导学关系无敌对状态。此外,导师

与博士生交流谈心的次数与导学关系状态呈现更为

明显的正向影响,“一学年中导师与博士生交流谈心

不足8次”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为

95.30%,交流谈心次数达到8次及以上的博士生中,
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进一步提升99.68%,不
仅不存在导学关系敌对状态,导学关系紧张状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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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消失。同样,导师对博士生的困难帮扶也呈现

这一规律,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或困难向导师反

映和寻求支持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

例高达99.70%并且无敌对状态出现,这与杜静等

人研究中“导师越是关心博士生生活、感情等问题,
就越容易走进博士生的内心世界,建立真诚的导学

关系”相符[19]。周全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在学术指

导之外,导师对于博士生的个人支持同样是构建和

谐的导学关系的关键”[20]。综上,导师作为博士生

培养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职责,发挥导师

言传身教作用,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做好博士

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对导学关系的改善

和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学校环境因素对导学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在学

校环境因素中,学术氛围对博士生导学关系具有显

著影响。学校整体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不仅是

师生学术发展的风向标,还是塑造导学关系的“无形

之手”[1]。调查显示,认为“学校风气很正,没发现学

术不端行为”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

为97.25%,而认为“周围同学或多或少存在学术不

端”的博士生中,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则降至

92.81%。此外,学校组织开展的文体活动,对舒缓

博士生心理压力和调节导学关系也具有正向积极作

用。参加文体活动能够显著降低心理压力水平,是
舒缓压力的有效措施[21]。调查发现,经常参加文体

活动的博士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可达到

98.03%,而很少主动参加文体活动的博士生,导学

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则降为95.55%。综上,学
术氛围和文体活动等学校环境因素对博士生导学关

系也都发挥着积极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本研究

发现管理保障因素并未显著影响导学关系,这可能

与学校管理保障在师生互动中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有

关,相关结果与“学校管理部门提供的生活条件并不

影响师生关系”的结论一致[22]。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

方式,探讨了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得出以下

结论:(1)控制变量中,年级和专业对博士生导学关

系产生显著影响;(2)学生个体因素、导师指导因素

和学校环境因素对导学关系状态均具有显著影响。
鉴于导学关系的多重作用和复杂机制,需要以

系统思维优化导学关系建设,汇聚一切育人力量、创
新方法、革新体制,形成教育合力。因此,本研究基

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研究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
提出以系统思维构建“校—师—生”导学共同体,通
过强化价值引领、导学育人和氛围营造,推进和谐导

学关系建设(如图3所示)。

图3 协同构建“校—师—生”导学共同体示意图

其一,强化价值引领,促进博士生实现全面发

展。一是强化理想信念,帮助博士生树立远大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激发博士生勇攀科研

高峰的内生动力,“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结合国家发展重大需求,坚定科学研究理想,引
导博士生立志科研报国,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始

终紧密融合。二是培育积极心理,科学设置课程、生
动开展活动,切实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引导学生正

确看待科研进程中的曲折坎坷,始终保持积极愉悦

的身心状态投身科研工作中。三是支持全面发展,
坚持五育并举,着力加强体育教育、保持强健体魄,
加强美育熏陶、提升素质涵养,加强劳动实践、拓展

创造能力,切实提升博士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

促进博士生个性发展与全面成长成才。
其二,强化导学育人,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一是加强学业指导,根据学生特点和实际情况研讨

确定选题难度和选题方向,妥善规划研究方向,合理

制定科研任务,定期召开课题组会,加强学业科研指

导,及时解决学生学业困惑。二是加强关爱帮扶,通
过导师岗位培训,将政治理论、导师职责、师德师风、
心理学知识等纳入培训内容,提高导师政治站位,增
强心理辅导技能,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及时了解和解

决学生突发困难,开展针对性帮扶工作,以关爱行动

温暖学生、感染学生。三是选树模范榜样,对于立德

树人成绩突出的导师给予表彰与奖励,加强榜样宣

传、案例总结与经验推广,营造尊师重教、教学相长

的良好氛围,还要将导师立德树人评价考核结果作

为业绩考核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激发导师育人

育才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其三,强化氛围营造,协同推进导学共同体建

设。一是加强学术氛围营造,风清气正、务实诚信的

学术氛围有助于培育和谐融洽的导学关系。高校应

切实加强宣传引导,围绕专业使命、科学精神、学术

道德、创新实践,构建大学风建设体系,营造诚实守

信、刻苦勤奋、崇尚创新、勇攀高峰的学习氛围,持续

强化科创争先和学术诚信的良好环境。二是加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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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丰富的校园文体活动和文化建

设,特别是师生共同参与的导学活动,以有效增强师

生互动、增添和谐氛围、增进导学关系。三是加强校

园人文关怀,高校应加强制度建设、业务办理、奖助贷

补等方面的精细化思考,努力开展精准服务和打造
“一站式”便捷服务,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师

生满意度和幸福感,为和谐导学关系建设增添助力。
由于相关实证研究结论受样本数据和抽样过程

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个别因素对博士生导学关系

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样本群体、学科特点等

有一定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将进一步扩

大样本的覆盖群体、优化问卷内容,以期进一步提高

相关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更加系统深入地揭示

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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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fluenceMechanismofSupervisor-DoctoralStudentRelationshipandth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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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octoraleducationisthetoppartofnationaleducationandanimportantembodimentofthenationalcore
competitiveness.Thesupervisor-doctoralstudentrelationshiprunsthroughthewholeprocessofdoctoraltraininganddirectly
influencesthequalityofdoctoraleducation.Withthefeedbackfromaquestionnairesurveyof2,345doctoralstudents,the
authorstakecorrelationanalysisandmultipleregressionanalysistoexploretheinfluencemechanismofthesupervisor-doctoral
studentrelationship.Theresultsunveilthatthethreefactors,i.e.thefactorofindividualdoctoralstudent,thefactorof
supervisor'sguidance,andthefactorofschoolenvironment,allobviouslyinfluencethesupervisor-doctoralstudent
relationship.Therefore,theauthorsproposetobuilda“school-teacher-student”community,strengthenvalueguidanceand
studyguidance,andimprovestudyatmosphere,soas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aharmonioussupervisor-doctoralstudent
relationshipandfacilitatetheall-rounddevelopmentofdoctoralstudents.
Keywords:doctoralstudents;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fluencemechanism;supervisor-postgraduate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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