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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分析了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的局限性，提出了“过程本位”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同时，设计了“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和

指标框架，并对将来的实施评价行动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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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是指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为评价对象，根据可测量的科学评价

标准，采用有效、可行的评价技术和手段，客观系统地采集教育质量的相关数据，通

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对研究生是否满足学术、社会和自身发展需要等进行综合的价值

判断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对输入条件、培养过程和输出成果的质量评价[1]。笔者

尝试对“过程本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进行深入探索，以建构新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模型。 

一、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为何重提 

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我国逐渐形成了囊括理念、标准、特征、价值取向和结构

框架等诸要素在内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但是传统的评价范式对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作用很有限，因此，需重新审视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全面呈现这

一评价范式的局限性。 

1.传统的评价范式重“物”轻“人” 

虽然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理论认为需要对输入条件、培养过程和输出成果进行综

合评价，然而，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输入条件（包括个人能力、社会经济地位、培

养环境、资源、学科基础、经费投入和办学条件等）和输出成果（研究生专业精神、

学术兴趣和研究能力、论文质量、薪酬和毕业率等）是较为容易量化和评价的因素，

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诸多研究发现，许多培养单位更加倾向于从改善环境和资源分

配、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技术设备支持和组织方式等方面，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2]，从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创造知识、论文质量、提供服务、工作报酬和毕业率等方

面，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3]。显然，这都是对输入条件和输出成果中“物”的因素的

重视，而恰恰忽视了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更重要的“人”的因素。20 世纪 60 年代，美

国学者亚瑟·库姆斯（Arthur Combs）在回顾并分析美国 20 世纪初一系列教育改革大

都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失败的原因之一即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重“物”轻“人”。

http://www.adge.edu.cn/mainx.aspx?psu=F23A0B9A5C67737B&jid=bjlgxwyyjs&login_flag=advance_admin#_ftn1


只有重视教师和学生等“人”的因素，通过有效地改变学生及其思想观念，才能真正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2.传统评价范式的假设只有部分正确 

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的基本假设认为，考虑到培养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保障输入条件和输出成果，也能科学地评价和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然而，问

题在于，部分正确的基本假设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按照上述基本假设，我们

会陷入“如果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目标尚未实现，质量尚未提升，因此，需要再努

力一些，再多做一些，再多投入一些物质资源，或者具备更加积极的热情，我们就会

实现目标”的封闭循环体系，而实际情况却愈发糟糕。因此，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评价效果也就非常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多

元的，主要包括内适性、外适性和个适性三种评价观，然而，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往

往是用单一的评价观指导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甚至还经常出现多元评价观在指导评

价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4]。这种评价观的基本假设产生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也值得怀疑，

再者评价结果也会导致问题归因的模糊性，使人们始终聚焦于原有假设，寻求问题解

决方法，而不是以开放的思维去探求新的、有效的行动基础和指导思想。 

3.脱离有效逻辑的盲目随意性评价 

教育改革与实验的基本逻辑是：确定目标—设计行动方案—付诸实施—评价方案

有效性和目标达成程度[5]。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思路也是基于这种逻辑设计的，然

而，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却经常出现“信奉理论与实践理论不一致的现象”。原本合

理的行动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遭到遗弃，取而代之的却是根据多个主体的各自利益需求

行事，在评价过程中形成各自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看法，从而根据这些看法、根

据各自不同需求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暂且不谈各评价主体为何没有按照设计

的行动方案行事，单就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看法来说，还涉及这

些看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因此，这种随意调整的行动方案，还未经过严谨的逻辑和科

学论证，据此获得的评价结果也就值得怀疑了。 

虽然不能忽视传统评价模式在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取得的诸多有效成果，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传统评价范式存在的问题或有限性。因此，本文在主张改变传

统评价范式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提出“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以期

能够弥补传统评价范式有限性的缺陷。 

二、“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开始由探求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

情境化的教育意义[6]，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的转换也逐渐提上了日程，这一转换

旨在有效解决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难以解决的问题。 

1.不只是强调条件和结果，更加重视培养过程 



如上所述，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假设是：提供充分的输入条件，保证

有效的培养过程，就会实现预期的结果产出，该假设容易使人们在暂时没有实现预期

目标时，继续加大输入条件，走进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而相对忽视了研究生教育过

程中错综复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该假设主要能够完成那些涉及“物”、目标简单明

了、易被控制的任务。显然，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涉及人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问题，并且其结果也不是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控制的。“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范式重视开放性思维系统，适合于解决有关人的问题、目标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和

结果无法有效控制的问题[5]。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在《英国博士指南》中就提

到：“博士生培养不仅仅是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结果本位），更应该是指对博士研

究生的学术训练过程（过程本位）。”[7]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博士学位的获得是以

学术训练为基础，博士生教育即为对博士研究生进行学术训练的过程。”[8]因此，如

果想要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作用，就要重视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形成开放

的思维系统。 

2.重视培养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人的因素 

由于研究生教育是上百万研究生和数万研究生导师共同互动的过程，因此，过于

重视研究生教育所需要的“物”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错误的。

“过程本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强调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人的因

素的重视，尤其是注重培养过程中研究生和导师思想观念的变化。因为外显行为是人

内在变化的外部表现，是个体所持观念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表现[9]。因此，改变人的

行为需要从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出发，而不是通过简单的信息、装置、资源、资金、教

学设备、环境等的盲目投入来实现。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上述观点，以优秀

教师为例，优秀教师之所以优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或方法多么优秀，而是他们对

学生、教学所持的观念先进[10]。有研究者已经建议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内容应该

更加重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其思想观念的变化，如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学习努力程

度和科研精神等[11]。还有研究者在提出博士生培养质量评价微观层次时，特别提到

对使命感责任感和思想道德水平等心理素质的关注[12]，因为心理因素涉及个体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改变个体外在行为的基础。而且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学历越

高的学生越追求自身的智慧发展、能力增强和精神境界提升，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能否

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也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因此，制定研究

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标准，不论指标体系如何确定，都应当包含这些内容[13]。 

3.重视评价过程中对评价体系的适当调整 

如上所述，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也是基于教育改革与实验的基本逻辑进行的，然

而，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却放弃了原本较为有效的评价理念，而且实际评价过程中实

践理论的有效性并未得到科学验证。关键的问题在于起初设计的、较为有效的评价体

系的“力量”在评价过程中似乎消失了[14]，即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信奉理论与实



践理论相脱离，换言之，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按照起初我们信

任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实施评价，问题还在于，评价过程中盲目的随意性改变

也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距离理想目标越来越远。“过程本

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较为符合唐纳德·舍恩（Donald A. Sch?觟 n）“在实践

中反映”（Reflective in Practice）的观点，由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程中充满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原来设计的评价系统在操作过程中遇到困境，因此作出一

些调整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保证基本原则和目标的一致性。研究生教育质量是研

究生培养单位在遵循教育规律与科学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依据既定的社会条件，所培

养的学生、创造的知识，以及提供的服务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学术需要、社会需要和学

生个性发展需要的充分程度[15]，因此，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在于全面系统评价研究

生的发展，而不是过于重视某些方面。“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强调

在评价过程中，在遵循起初有效原则和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各种要

素，对原有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程序作出适当的调整，并要求对调整作出严谨的科学

论证。 

三、“过程本体”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何为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政策与措施加以

完善，涉及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16]。如上所述，虽然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已经逐渐

由关注机会、条件、资源、结果转向关注研究生教育过程边缘的一些因素，但是涉及

过程内部实质性的因素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希冀呈现并设计一个“过程本

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以引起对研究生教育过程的重视，从而有利于建立一

个系统均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1.模型设计 

一般而言，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对输入条件质量的评价、对培养过程

诸要素质量的评价和对输出成果质量的评价。传统评价范式和“过程本位”评价范式

的差异在于对各部分评价权重的重视程度不同。传统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较重

视研究生由入学前到毕业后的一系列持续变化，但是并未足够重视研究生在教育过程

中诸要素是如何变化的，尤其是研究生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各变量是如何影响

这种变化的，“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正是基于此设计的（见图 1）。 



  

  

环节 1。该环节包括两个部分：①研究生的个人基础和研究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 SES）等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起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②学校师资力量、资源环境、课程设置等促进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环节 2。该环节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即研究生在教育过程中整体质量

发生了什么变化，主要从科研素养、心理素质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综合衡量。 

环节 3。该环节以时间为参照，体现了研究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变化轨迹，主要涉

及研究生身份建构与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将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看作是研究生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关键事件，那么，

一个完整的关键事件应该包括：①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主体对象（研究生，包括本

科生向硕士生的变化或硕士生向博士生的变化）；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内容（科

研素养、心理素质和人际关系）；③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内容的主要因素（个人

因素和环境因素）；④研究生教育质量变化发生的主要情境和存在状态（教育过程内

外，外显行为或内隐观念）；⑤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结果（即经过研究生教育过程，

研究生在科研素养、心理素质和人际关系三方面的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积极性的强度）；

⑥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方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各有侧重）。通过对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和研究生教育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建构了“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

量评价框架（见表 1）。 

表 1  “过程本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影响 

因素 

评价 

方式 

  

  

  

  

科研

素养 

  

科研

精神 

1. 科研意识：对科研的敏感度和兴趣

等 

2. 科研态度：对科研的重视程度 

3. 科研毅力：对科研持之以恒的精神 

1. 研究生的个人综合素养 

2. 导师在互动过程中的引

导 

3. 关键事件对研究生科研

素养的影响 

  

定性为主导 

  

  

  

科研

能力 

1. 学术论文：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 

2. 课题项目：独立或合作型的研究能

力 

3. 学习能力：学习新知识和领域的能

力 

4. 学术交流：组织、参与、汇报 

5. 学位论文：题目质量、方法、论证

等综合水平 

6. 基础知识：课程知识和技能掌握程

度 

7. 工作前景：教育过程的影响程度 

  

  

1. 导师个人素养及其指导 

2. 研究生个人的学习能力 

3. 学习机会和资源丰富程

度 

4. 师资队伍整体质量 

5. 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 

  

  

  

定量为主导 

  

  

  

  

心理

素质 

  

  

适应

能力 

1. 面对在研究生学习或工作过程遇

到困难时表现的态度和信念等 

2. 应对或解决在研究生学习或工作

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毅力和能力等 

3. 困难解决以后的反思意识、态度和

效果等 

  

  

1. 研究生的个人综合素养 

2. 以往学生就业状况的影

响 

3. 学习过程中的导师指导 

4. 学习与工作的环境和氛

  

  

定量为主导 

  

  1. 对待学习时的专业和工作时的状   



认知

能力 

况的认同感或满意度 

2. 学习期间，对未来工作各方面的期

望 

3. 工作时，工作期望与现实状况的差

距 

围 

5. 学科结构和工作特点 

6. 实习或见习经历的影响 

定量为主导 

  

  

  

  

人际

关系 

师生

关系 

领导

关系 

  

1. 与导师或学科教师之间关系的处

理 

2. 工作时，与领导之间的关系的处理 

  

1. 研究生的个人综合素养 

2. 导师和其他学科教师在

师生关系中的指导 

3. 实习期与领导关系的影

响 

  

定性为主导 

  

同学

关系 

同事

关系 

  

1. 与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 

2. 工作时，与同事之间关系的处理 

  

1. 研究生的个人综合素养 

2. 学习期间同学关系对同

事关系处理的影响 

3. 实习或见习期间对与同

事关系处理的影响 

  

  

定性为主导 

值得说明的是，“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不仅需要评价研究生在

教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科研素养、心理素质和人际关系等综合素质，还要测量不同影

响因素在影响研究生不同方面变化的积极性强度，唯其如此，才能超越传统的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对“物”的重视，忽视教育过程及其过程中人的要素的局限。 

2.实施思考 

建构“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以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

将之应用到实际测量评价之中。一般而言，大数据调查或评价的难度很大，挑战性很

强，且投入很高，因此希望能够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程中逐渐重视不断变化的人

的要素；基于评价事实，适时调整质量评价模型；以评价结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研究

生教育体系，以真实呈现研究生教育的综合质量，从而为有效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提

供证据。 

（1）重视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人的要素。研究生教育的个适性质量观是人本主义价

值观的体现，强调重视研究生的自由和民主意识、独立性和自我导向性等内在素养的

发展，认为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为了训练理智、发展和完善心智，以及陶冶个性。因此，

有研究者指出：“研究生教育的个适性价值取向指的是满足研究生的个性完善与主体

性的主动建构、弘扬与完善的程度，强调对研究生固有潜质的发展与完善的追求要优

于外部功利目的或知识的追求，实质是教育的人文质量乃至个人本位价值观的体现。”

[17]“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十分强调在教育过程中研究生不断变化

的内在观念素养，不仅如此，即使研究生拥有了先进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也未必能

够指导其实践，因为这还涉及研究生的个人意愿、性格、态度等内在要素。因此，为

了测量研究生所信奉的理论与实践理论是否一致，评价应该成为一种反映性实践活动，

在评价过程中，通过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通过框定问题情境，将能够解决问题的

知识进行编码，继续在框定的情境中进行测量实践，检验并完善评估框架，评价者能



够从情境中的回话，发现一个全新的构思，为之后的做法产生一个新的因果系统[18]。

唯其如此，才能在评价过程中真正呈现不断变化的研究生的思想观念。 

（2）基于评价事实，适时调整质量评价模型。因为“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

量评价范式不仅强调不断变化的人的思想观念等要素，它还处在一个充满价值冲突、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之中。杜威曾指出：“确定性的寻求是寻求可靠的和平，

是寻求一个没有危险，没有由动作所产生的恐惧阴影的对象。因为人们所不喜欢的不

是不确定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性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19]况且这中间存在

着无法逃避的“休谟难题”，即如何呈现研究对象的事实且从事实中得出合理的价值

判断。因此，如何适时调整评价模型，成为测量研究生教育真实质量的关键问题。“过

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信奉过程评估或形成性评价理念，而不是终结性

评价，如泰勒所说：“评价不是一次性的，需要在过程开始之前测量一次学生的表现，

过程中选择几次关键性测量，过程结束时也要测量，即使如此，还要在阶段性结束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次检测。”[20]因为这种监测评估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连续追

踪分析，实现了评估的连续性和常态化，有利于提升政府宏观决策的科学性，社会和

消费者对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常态质量监督，以及研究生培养机构的质量管理和改进

[21]。而且，这种评价范式克服了传统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范式的间断性和滞后性等

缺点，能够有效地反映研究生教育的真实质量，从而有利于基于评价获得的事实数据，

适时调整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 

（3）以评价结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传统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

范式的一个假设为：该评价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以致能够适用于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

而研究生教育过程充满价值冲突、复杂性、情境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传统的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范式在处理处于变化过程中的要素时具有局限性，因为该范式对资源、

设备和“科学方法”等“物”的过分重视，导致这种评价范式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

体系。这一封闭体系的一个局限或困境是：如果研究生教育质量没有得到提升，人们

就会更加关注资源投入、设备的先进性和方法的科学性等问题，而不是转而关注对这

些“物”的态度的改变。如果研究生对已有资源、设备和方法反应迟钝，怎么可能通

过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过程本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

范式重视教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各种要素，从而根据评价结果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体

系。在评价过程中，以评价结果为依据，不断加强评价模式的适切性，力求使研究生

教育评价模式成为由一系列层次分明、彼此独立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指标有机结合而成

的、真实反映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的指标系统[22]，同时它也是一种在评价过程中能

够适当调整的系统，从而能够为改善研究生教育提供依据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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