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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退学对高校和个人都会带来不利影响。研究作为退学行为前因变量的退学意向,有助于减少

研究生退学行为的发生。基于“知乎”问答社区有关“研究生为什么想退学”自述案例文本、使用扎根理论对

影响退学意向因素进行分析而构建的模型,显示影响硕士生退学意向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外部读研

动机、消极结果预期、重要他人、低自我效能感、学术兴趣缺失及新生适应。依据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模

型提出的硕士生退学意向干预措施,包括培养硕士生积极学术情感、优化硕士生培养模式、注重师门文化建

设以及提供新生过渡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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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研究生退学对于高校而言,意味着教育资源的

浪费;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损失,
因此,学术研究有必要关注研究生退学行为并探索

如何予以积极干预。我国一些研究者对研究生退学

原因以及高校强制退学制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生

“被退学”的主要原因是未能按期完成学业,这种退

学属于淘汰性退学[1];与此相对,还有主动退学,即
学生主动选择中止学业,其原因包括想尽早工作、体
弱多病及家庭困难等[2]。但不管是“被退学”还是主

动退学都属于结果状态,而研究生从入学到退学存

在一系列的中间过程,因此,不能只研究退学群体,
还需关注具有退学意向的在读研究生群体并予以及

时干预,从根源上减少研究生退学行为的发生。
退学意向是学生想退学但还未产生实质退学行

为的一种心理状态,对研究生退学行为有着重要的

预测作用[3-5]。退学意向作为退学行为产生的早期

预警信号,如果进行及时干预,能有效降低研究生

“被退学”或主动退学行为的发生。鉴于现有研究关

注的是已退学学生群体,本文选取具有退学意向的

在读硕士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其退学意向产生

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构建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其作用

机制,以期能为有效降低研究生退学率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当前,学术界有关研究生退学意向的研究较少,
且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退学意向对退学行为的解

释与预测作用[6],缺少对退学意向产生原因的分析。
退学意向作为研究生退学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状态,
客观存在于硕士生群体中,探明其产生的原因、“对
症下药”,对减少研究生退学意向的产生有重要作

用。因此,本文尝试采用扎根理论对硕士生退学意



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扎根理论作为一种

自下而上的理论构建方法,要求从现象中系统收集

原始资料,并对原始资料秉持开放的态度进行编码

分析[7],能够探究人们还未或有限了解的特定领域,
与本研究所要进行的探索性分析比较一致,有助于

全面而深入地探究研究生退学意向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知乎”。“知乎”作为一个大

型的问答社区,用户能够自行生产和上传内容,一般

而言,用户的回答具有较强客观性。“知乎”数据具

有长久储存性和易获得性,依据这样的数据开展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研究的可重复性及理论

的可检验性[8]。通过收集“知乎”上“研究生为什么

想退学”相关的自述文本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反复阅

读和筛选,选择自述想退学且对想退学原因进行详

细说明的文本,最终得到106份数据作为本文的分

析文本,约6万字,数据编号从A1到A106。
(三)影响因素抽取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对收集到的数据文本进行分

析,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不
断挖掘影响硕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因素并形成核心

概念。三级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三级编码结果

开放性编码(58个)
主轴性编

码(18个)
选择性编

码(6个)

刷学历(A33)、硕士学历更好找工作(A30)、混学位考公(A105) 文凭价值

不想工作、本科毕业找不到理想工作(A1) 逃避就业

研究生光环(A36)、盲目跟风考研(A46、A47)、稀里糊涂推免(A12、A62、A63) 盲目跟风

父母规划与期望(A27、A43、A44) 父母期待

外部读研

动机

达不到毕业要求(A14)、毕业选题(A18)、毕业无望(A42、A74)、担心不能毕业(A17、A19、A24、

A25、A37、A77、A97)、延毕想退学(A83、A86)、毕业论文压力(A45)
学位获得

没有收获(A54、A73、A106) 学业收获

不打算从事自己的专业(A27)、找到理想工作后退学(A50) 就业需求

不能满足工作需求(A21、A56)、追求自己的理想(A89) 兴趣满足

消极结果

预期

没有项目(A5、A87)、导师完全放养(A6、A8、A10、A80)、缺少导师指导(A11、A26、A38、A90)、导
师压榨(A9、A31、A70、A91、A92、A99)、导师不太靠谱(A84)

导师指导

方向不同(A20)、跨专业,老师无法指导(A22、A37)、导师学术不太好、没人带(A40) 导师能力

脾气暴躁(A48)、讲话冷嘲热讽(A31、A64)、导师严厉(A65、A69、A75)、导师性格“神奇”(A78)、导
师脾气很怪(A87)

导生性格

师门学长不肯带(A41、A53)、同门压迫(A51、A52)、无高年级同门(A34、A85) 师门同伴

重要他人

跨专业(A4、A49、A79)、专业技术难题(A5、A81)、自己能力差(A6、A28、A63、A66、A71、A94、A98、

A101)、不适合做科研(A3、A6、A21、A32、A35、A62、A71)
能力认知

论文写不出来(A55、A58)、无数据或无可行方向(A57)、实验结果不理想或不能换课题(A59)、研
究方向不确定(A14、A60、A68)、学习困难(A94、A101、A104)、项目毫无进展(A72)

压力应对

低自我效

能感

对专业反感(A6、A104)、不喜欢专业(A15、A27、A67、A93、A95、A96、A103) 专业兴趣

无研究兴趣(A10、A79)、不喜欢读研(A13)、不喜欢科研(A16)、无科研精神(A23)、志不在科研(A61) 科研兴趣

缺乏学术

兴趣

没人带没人管(A39)、与自己的畅想完全不一致(A88) 心理预期

需去别的学校做实验(A76)、对就读学校失望(A5、A7、A82、A100、A102)、学校环境较差(A7、

A82)、学习不适应(A2、A4)
环境适应

新生适应

  1.开放性编码阶段

开放性编码是一级编码,是对原始资料进行概

念化并赋予标签,找出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并对意思

相近的概念进行分类,该阶段的目的在于发展概念

和提炼范畴[9]。本研究对收集到的自述文本资料进

行逐句编码,同时在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中,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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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重组和归类,去除其中大量重复和个性化的

词语,本研究共提炼出58个初始概念(见表1)。
2.主轴性编码阶段

主轴性编码是二级编码,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

上,对初始编码进行范畴划分,并建立概念和类属之

间的有机联系。本阶段对第一阶段编码形成的58
个次属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和提炼,最终归纳出

18个范畴(见表1)。
3.选择性编码阶段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核心类属,是更具统领性的主范畴,为探究主范畴对

硕士生退学意向产生的影响因素,围绕主范畴来描

述和解释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编码。本研究通

过归纳、整合、验证,最终确定的核心范畴为“外部读

研动机”“消极结果预期”“重要他人”“低自我效能

感”“缺乏学术兴趣”“新生适应”。

三、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的

模型构建与分析

基于以上编码分析,本研究认为影响硕士生退

学意向产生的因素包括外部读研动机、消极结果预

期、重要他人、低自我效能感、缺乏学术兴趣和新生

适应6个方面,以此构建的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

素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模型

(一)外部读研动机

读研动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目标定

位,同时对学生的学习投入也会产生直接影响。硕

士生读研动机可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外部动

机指学生的学习行为是受外在因素的驱动,是自主

性较弱的动机,内部动机是指学生出于科研兴趣而

选择读研。较外部动机而言,内部动机对研究生的

学术性投入影响更大[10],更有助于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我们通过主轴性编码提炼了文凭价值、逃避就

业、盲目跟风和父母期待四个类属,四个类属均属于

外部动机这个核心范畴,对硕士生的学业坚持意愿

作用有限。通常情况下,文凭价值所产生的内驱力

要大于逃避就业、盲目跟风和父母期待三个类属,但
总体而言四个类属所产生的学习驱动力往往不足以

应对研究生学习所带来的压力,使得学生较容易产

生退学意向。
其中,文凭价值这个类属主要是指硕士学位的

工具价值,当学生感知到付出的成本大于硕士学位

的工具价值时,其学业坚持意愿就会降低,进而产生

退学意向。如有学生自述道:“我就是想拿个硕士学

位,然后考公,但现在毕业真的太难了,很后悔”
(A105)。尤其在国家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要求不断

提高的背景下,文凭价值所带来的学习驱动力使得

学生难以应对学业压力,往往较易产生退学意向。
另,对因逃避就业、盲目跟风和父母期待而选择读研

的学生而言,其学业坚持意愿更低,更易产生退学意

向。较多学生表示“因不想找工作而读研究生,真的

很难支撑下去”(A1);“我是稀里糊涂推免的,但开

学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想退学,感觉自己根本不该读

研”(A63);“我读研完全是父母的规划与期待,可我

对科研和毕业都很绝望”(A43)。由此可见,缺少内

部动机的驱动,持外部读研动机的学生更容易产生

退学意向。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即当学生缺少

学术动机时会导致其产生退学行为[11]。
(二)消极结果预期

硕士生的退学意向除受读研动机影响外,还受

其他因素影响。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资料将该核心

范畴提炼为结果预期。结果预期可分为积极结果预

期和消极结果预期,是指学生对研究生学习可能带

来的积极或消极结果的判断。结果预期是学生个体

的主观感知,因此所产生的结果期待类型不同,根据

对文本的编码分为学位获得、学业收获、就业需求和

兴趣满足四个类属。学生往往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

积极或消极的结果预期,并不断被强化。当学生形

成积极结果预期时,即使持外部读研动机,也能较好

的坚持完成学业;反之,当学生形成消极结果预期

时,较易产生退学意向。
首先,就学位获得这个类属而言,指的是硕士生

对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感知与期待,其对学生学习

行为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当学生认为硕士学位的可

获得性较低时,容易对研究生学习持消极态度。“我
没有 工 作,没 有 方 向,真 怕 毕 不 了 业,想 退 学”
(A17)。与此同时,当学生产生退学意向后,又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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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习及心理产生消极影响,由此而导致硕士学位

可获得性进一步降低。“无数次想过要退学,无数次

想要放弃,也怕自己这样毕不了业”(A12)。其次,
学业收获是指硕士生对能否获得知识或能力的主观

估计,当学生对学业收获持消极结果预期时,较容易

产生退学意向。“研究生两年什么也没学,什么也不

会,研三退学是不是及时止损”(A54);“研一跑了一

年的腿,干了一年杂活,别人不是在专心学业就是认

真科 研 接 手 前 辈 的 工 作,而 我 没 有 任 何 收 获”
(A73)。最后,当学习不能满足就业需求和专业兴

趣时,学生也易产生退学意向。“现在心里面觉得以

后也不打算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觉得在这待三年

是浪费时间”(A96)。以上分析表明,当硕士生对不

确定的结果持消极预期时,较容易产生退学意向。
(三)重要他人

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导师和师门同伴对研究

生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扮演着道德观念传道者、专业技能授业者、情感物质

支持者、能力素质辅导者等角色[12]。如果导师角色

作用发挥不当,容易使得学生产生退学意向。此外,
师门同伴作为研究生学习过程中的另一重要他人,
他们之间的互动强调情感逻辑且具有非正式约束机

制[13],对研究生个体的影响不容忽视,也是影响研

究生退学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主轴性编码提炼出“导师指导”“导师

能力”“导师性格”“师门同伴”四个类属,并通过选择

性编码归为重要他人这个核心类属。其中,导师对

硕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放养、指导有限、
不太靠谱、学术能力较差、脾气暴躁、过于严厉等方

面。较多学生提到:“导师放养,存在的意义仿佛就

是在签名栏签上自己的名字”(A80);“和导师不是

一个 方 向,也 从 不 管 我,完 全 就 是 自 己 在 摸 索”
(A20);“一周三次组会每次雷打不动挨骂20分钟

左右,老板脾气非常暴躁,发疯理由不只是科研,可
以从你的智商骂到衣着,而且工作非常累每天至少

11小时”(A48)。从以上硕士生的自述不难看出,
不管是导师指导、能力还是性格都会对学生的退学

意向产生影响。师门同伴对硕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同门交往和学习交流两个方面;当同门

交往不畅,存在不平等交流学习时,学生就会产生退

学意向。“我们每个人做的是不一样的课题,和师兄

师姐 的 关 系 也 很 微 妙,无 时 无 刻 不 想 着 退 学”
(A38);“从研一入学就想退学,所有人都劝我坚持,
3年没有一天快乐,师姐天天逼你干活,我自己一点

成果都出不来,后来跟师姐闹翻了”(A51)。此外,
尽管师门同伴的消极影响会导致硕士生产生退学意

向,但缺少师门同伴同样会导致其退学意向的产生。
“我没有师兄师姐带,什么都要自己想,开学三个月

以来,我同一级的都快要被师兄师姐带着发论文了,
我还什么都没有”(A6)。可见师门同伴对于研究生

退学意向存在影响。
(四)低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达成特定

成就目标的信念[14],是对自己能否完成研究生学业

的一种效能期望,它强调的是个体主观认知判断对

行为的决定性作用[15]。自我效能感不仅影响个体

对行为的选择及对该行为的坚持性和努力程度,同
时还影响个体在遇到困难时的态度和情绪,进而影

响其行为表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乐于接受学

习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而自我效能感偏低的学生往

往在压力面前束手无策,从而易产生退学意向。
低自我效能感对硕士生退学意向的产生有最为

直接的影响,可将其分为能力认知和压力应对两个

类属。前者是指硕士生对自我学习能力的认知,后
者指的是应对学业压力的能力。当硕士生对自己学

习能力认知偏低时,如遇到专业技术难题或学习困

难,较易产生退学意向。如有硕士生提到:“研一上

学期,刚入学没多久就发现自己一遇到专业技术难

题,就心烦意乱想退学”(A6);“我也想退学,这个方

向是我之前没学过的方向,之前用 Matlab,现在得

用机器学习,感觉根本复现不出来,自己好菜啊”
(A101)。除较低学习能力认知,较低学业压力应对

能力也会导致学生产生退学意向,比如当研究方向

不确定、项目进展不顺利或实验结果不理想等状况

出现时,学业压力应对能力较差的学生更容易产生

退学意向。“我不知道从哪入手,也不清楚自己研究

方向是啥,马上就要开学了,超级焦虑,一天晚上没

忍住就哭了,边哭边和我妈说我想退学”(A60)。由

此可以看出,低自我效能感对研究生退学意向的产

生也有着重要影响。
(五)缺乏学术兴趣

学术兴趣是指个体对学术研究怀有极大的兴趣

和热情,包括学术认同、学术努力和学术志趣三个维

度,对激发研究生学术热情、激励学术参与、增进学

生能力有重要作用[16]。学术兴趣是在学术实践活

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影响研究生学习行为的重

要因素。如若学生缺乏学术兴趣,就会影响其对学

术研究的认同感,缺少参与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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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未来投身学术研究的心理倾向,也因此更容易

产生退学意向。
从缺乏学术兴趣这个核心范畴来看,硕士生缺

乏专业或科研兴趣都会对其退学意向产生影响,具
体体现在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对专业反感、不喜欢科

研、志不在科研等方面。研究生学习需投入较多时

间和精力,如果对专业和科研缺乏较为浓厚的兴趣,
那么就会对自己的学业坚持产生怀疑,从而产生退

学意向。正如一些学生所说:“为何要强迫自己做自

己根本没有兴趣的事情? 为何要在自己不喜欢的领

域和 别 人 进 行 比 较? 于 是 退 学 想 法 十 分 强 烈”
(A67);“我现在对自己的专业完全不感兴趣,研一,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真的很想退学”
(A103);“我现在研一,但是我现在就清楚我不喜欢

这种生活,自己可能没有科研精神,所以我想退学”
(A23)。从以上学生的自述中可以发现,自述无专

业兴趣或科研精神想要退学的多为研一新生。研一

作为研究生学习的适应期,专业或科研兴趣的缺乏

较易使其产生退学意向。
(六)新生适应

一直以来,新生作为高流失群体备受国外学者

关注,新生适应与退学行为密切相关。一年级,特别

是第一学期,是学生学习坚持特别重要的时期[17],
对学生能否完成或高质量完成学业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如果不能较好地度过适应期,就会因原有目

标失落和现有目标不确定而内心茫然、产生学业倦

怠,从而导致对读研意义自我怀疑,甚至会否定读研

选择,并伴随情绪低落、学习动机弱化、学习效率降

低等消极心理[18],最终出现退学意向;而退学意向

的产生又会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消极状态,从而使得

退学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
本研究通过主轴性编码提取到新生适应这个核

心范畴包括心理预期和学校环境两个次类属。首

先,心理预期包括对导师、学习、生活等的预设,当现

实与其心理预期差距较大时,学生的退学意向油然

而生。较多学生提到:“研一刚入学,没人带没人管,
学的不是本科专业,退学情绪越发严重”(A39);“进
入研究生一个月起,就发现和自己进之前的畅想完

全不一致。以为研究生是在一个其乐融融的课题

组,师兄师姐老师指导,有目标有奔头,轻轻松松发

一两篇文章,顺利毕业,然而现实是所有东西都是自

己想自己做”(A88)。由此可以看出,心理预期未得

到满足是研究生退学意向产生的原因之一。其次,
学校环境适应包括学校的培养条件和硬件环境。当

学生从本科院校跨入新的研究生学习单位时,会不

自觉地进行对比,其中就有学生提到:“真心想退学,
我觉得我本科学校不好,这比我本科还不行,环境,
宿 舍,哪 哪 都 不 好,感 觉 一 切 与 我 格 格 不 入”
(A100)。由以上分析可知,新生适应对研究生退学

意向的影响较为明显。

四、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从注重规模扩张到注重质量

的内涵式发展背景下,对硕士生退学意向进行研究

不仅有助于从根源上减少研究生退学行为的发生,
同时也有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本研究通过

扎根理论构建了硕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
研究发现,外部读研动机、消极结果预期、重要他人、
低自我效能感、缺乏学术兴趣和新生适应对研究生

退学意向有显著影响,同时,退学意向又会反作用于

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硕士生退学意向虽不等同于实

质退学行为,但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影响学生

心理健康,对学生完成或高质量完成学业产生消极

作用,而且有碍我国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目标的实

现。为减少退学意向对研究生学习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同时降低研究生退学率,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

提出以下建议。
(一)培养硕士生积极学术情感

本研究发现,研究生多元化的外部读研动机及

学术兴趣的缺失使得学生的学习驱动力不足,容易

导致其产生退学意向。学术情感是学生在学术实践

过程中形成的稳定、持续的内在学术倾向性[19],属
于人的高级情感,对个体学术行为有着重要的调节

作用,不仅有助于硕士生外部读研动机的转化,还有

助于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进而可以减少学生退学

意向的产生,此外,还能调节退学意向所带来的消极

情绪。学术情感是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积极学术

情绪体验的不断强化、逐渐形成,因此,高校可通过

丰富学术活动、提供跨专业学术实践机会、注重学生

学术情绪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积极学术情感。
(二)优化硕士生培养模式

硕士生培养模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社会需

求[20],需不断发展和优化。本研究发现影响硕士生

退学意向的消极结果预期、导师、低自我效能感等因

素能通过优化硕士生培养模式得以改善。首先,优
化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方式,注重诊断性评价和形

成性评价,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知识、能力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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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自信心,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以减少学生对

不确定性结果的消极预期 ;其次,为研究生攻读第

二硕士学位提供机会,以满足其专业兴趣需求;最
后,实行导师组负责制或组建跨学科导师组,一方面

可以避免单一导师因指导、能力和性格等带来的消

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可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追求。
(三)注重师门文化建设

师门文化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形

式,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更为全面且深入,在研究生

教育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发现师门同

伴对硕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同门关系疏

离和学习指导缺乏,对研究生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因此,注重师门文化建设,加强师门成员之间的非正

式互动与情感联结[21],对减少硕士生退学意向有着

重要作用。高校可通过提供良性师门文化宣传、鼓
励导师建设良性师门组织文化、激励研究生主动参

与师门文化建设等方式加强对师门文化的建设,充
分发挥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积极影响。

(四)提供新生过渡期指导

本研究发现,新生是较易产生退学意向的群体,
作为生理和心理较为成熟的个体,其适应问题往往

被忽视。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可知,研一新生受心理

预期、环境适应、学术兴趣缺乏等问题影响易产生退

学意向。因此,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加大对

研一新生的关注,为其提供过渡期指导,帮助其顺利

度过新生适应期,为后续学习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高校可为新生提供行为过渡期指导,比如学习、生活

上的指导与帮助;高校还需注重新生心理过渡期的

指导,帮助新生尽快完成角色的转换与定位,提升学

生的主动适应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通过选取“知乎”数据

对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在构建

的理论模型中还未考虑到专业、性别、学位类型等的

差异化影响,后续研究可通过更加深入而全面的分

析,对该模型予以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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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rtofBalance:AcademicBarriersto“MamaPhDStudents”andtheWaytoBreakthroughThem

JINMani,QIUYannan,RUANNiu

(Facultyof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Withtheincreaseoffemalepostgraduatesinnumber,thereleaseofencouragingchildbearingpoliciesandthe
approachingoftheirmarriageableage,femaledoctoralstudentsgettingmarriedandgivingbirthduringtheirstudieshas
becomeacommonphenomenon.Withnine"MamaPhDstudents"asresearchobjects,thisstudytakesaqualitativeresearch
methodthatcombiningsociologyofautobiographyandin-depthinterviewtogethertoexploretheacademicbarriersandtheway
tobreakthroughthemfromtheirlifeexperience.Theresearchfindsthat"MamaPhDstudents"generallyexperiencethe
difficultyanduneaseofdualroles,andconstantlyencountersituational,institutionalandpersonalityobstaclesintherole
conflictbetweenmotherhoodandstudent.Whenfacingtheacademicandfamilylifefullofdifficultiesandchallenges,the"
MamaPhDstudents"strivetocreatepositivemeaningsoflife,themselves,newlifestyleandnewwayoflifebyvirtueof
multipleparticipationsinsocialactivitiesandpersonal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Inthatway,theymakeitpossibletoerase
thestereotypedimageoffemaleunder motherhoodpenaltyinthesocietyandrealizeselfimprovementandacademic
breakthrough.
Keywords:female;PhDstudents;motherhoodpenalty;roleconflict;academic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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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actorsInfluencingDropoutIntentionofPostgraduates:

AnExploratoryAnalysisbasedontheGrounde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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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Educ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2.CollegeofPublicManagement,Gui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Postgraduatedropouthasanegativeimpactonbothuniversitiesandindividuals.Thestudyofdropoutintentionasan
antecedentvariableofdropoutbehaviorcanhelpreducetheoccurrenceofpostgraduatedropout.Basedonthepersonalcases

providedbyindividualsinwritinginresponseto"whydopostgraduateswanttodropout"inthe"Zhihu"Q&Acolumn,this

paperusesgroundedtheory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theirdropoutintentionandconstructanimpactframeworkmodel,

whichshowsthefactorsthatinfluencethedropoutintentionofpostgraduatescanbedividedintothefollowingsixaspects:

externaldrivetobeapostgraduate,negativepersonalexpectationforthefuture,theinfluenceofotherswhoareimportantto
them,asenseoflowefficiencyintheirstudies,lackofacademicinterest,andtheadaptationtonewacademiclife.According
tothefindingsbyvirtueoftheinfluencingfactorsmodel,thispaperproposessomeinterventionmeasures,includingthe
cultivationofpositiveacademicemotion,optimizationofthecultivationmode,developmentofteacher-studentculture,and

provisionofguidancetonewlymatriculatedpostgraduatesintheirtransitionperiodtoacademiclife.
Keywords:postgraduates;dropout;dropoutintention;grounde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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