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40106） 

（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 

 

一、培养目标 

（一）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科

学发展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

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二）掌握高等教育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全面扎实的教学、

研究的技能与方法，以及具有创新性的、宽广的研究视野，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

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三）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运用外文写作和进行

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毕业后能独立从事高层次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专业教学

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指导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二）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6年。 

 

三、研究方向  

1．高等教育原理 

2．高等教育管理 

3．高等教育政策 

4．高等教育评估 

5．教师教育研究 

6．比较高等教育 

7．学术政策与管理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

外国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6 学分；学位基础课为学位必修课程，至

少修读 3 学分；学位专业课（必修）至少修读 4 学分，学位专业课（选修）至少修读 4 学

分。跨学科或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至少应取

得 19学分。 

导师可根据专业培养需求和博士研究生已修读课程的情况，要求博士研究生补修一些先

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任课教师 

学位公共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2 第一学期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4 第一学年  

学位基础课 
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Theories 
3 第一学期 

荀渊 

韩映雄 

唐玉光 

房剑森 

学位专业课

（必修） 

高等教育管理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3 第二学期 戚业国 

科研论文写作 

Research  Paper  Writing 
1 第一学期 阎光才 

学位专业课

（选修）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阎光才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 

Topic  Study 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唐玉光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 第二学期 房剑森 

学术组织的运行与院校研究 

Operation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 Research 

3 第二学期 阎光才 

中外高等教育比较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阎光才 

跨学科或跨

专业选修课 
至少选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 

 

五、科研成果要求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一）本人为第一作

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SSCI、A&HCI

收录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二）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文科一级学科权威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三）本人为

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CSSCI收录期刊（含扩展版）上发表 2篇学术论

文。 

另，留学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须达到以下要求：以第一作者，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

公开发表 2 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在 A&HCI、SSCI、SCI 收录期

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达到规定要求后，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六、培养环节考核 

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考核分为年度报告、研究生伦理与学术规范、资格考试、论文开题、

科研成果要求等。 

（一）年度报告 



每学年末，博士研究生向导师及指导小组汇报一年来的学习与科研进展，并填写《华东

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习与科研年度报告表》，经研究所、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

备案。 

（二）研究生伦理与学术规范考核 

该考试以博士生自学为主，网上考核，一般需在第三学期结束后完成。 

（三）资格考试 

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修满本专业规定的学分后，方可申请参加资格考试。依据

研究生院制定的《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办法》，我所的资格考试包括“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前沿知识、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两部分，其中“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部分的考核以提交命题论文形式进行。论文题目由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学位候选人

资格考试委员会事先拟定，参加考核的学生抽签决定自己的论文题目。在论文题目确定后，

学生需在 3 天内提交论文，并择期进行答辩；“前沿知识、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内容

以口试为主，学生在参加考试之前，需提交本人在就读期间发表的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

专著等能反映本人学习和科研水平的学术成果。考试采用专家提问和随机抽题相结合的方

式，每个博士生的考试时间为 1—2小时。 

（四）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参加不少于 30 次的学术讲座，其中包括在本所范围内公开作一

次学术报告。 

考核程序：以研究所为考核基本单位，形成研究所党政考核小组，由教学秘书整理考核

材料，并报送学院与研究生院培养处备案。建立中期考核的评价、选拔与淘汰机制。 

 

七、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的中期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完成本专业课程学习，修满规定学分。 

2. 开题报告审核。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需要修满规定课程学分，需完成学位论文开题

工作。院系和研究生院在第三学期初进行考核。 

3. 上述（六）培养环节考核全部通过 

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进入预答辩环节。预答辩的具体实施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预答辩实施办法》执行。 

 

八、学位论文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应在导师指导下，

由博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结合科研攻

关任务从事应用开发研究，但须有自己的见解或特色。博士学位论文应体现前沿性与创新性，

应以作者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为主体，反映作者已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以及在

本学科上已掌握了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一般要

用至少两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院系应注意抓好学位论

文选题、开题报告、课题检查等几个关键环节。 

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院系组织的论文预答辩。院系组织相关专业的

教师、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听取申请人全面报告论文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提出进一步修

改和完善学位论文的意见和建议，并确定申请人可否如期参加答辩。 

根据学校对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的要求，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本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要求

是： 

资格要求：完成本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读期间，未出现违反法律、校纪以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等重大错误。 

内容要求：选题有较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理论研究与当前的改革实践有所突

破；研究主题明确，思路清晰；文献工作全面、扎实，能够全面地反映论文研究领域内的

成果及其最新进展，无遗漏重要文献的情况；能够反映出作者掌握高等教育学科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全面扎实的教学、研究的技能与方法，以及具有创新

性的、宽广的研究视野，论文具有较高的创新性，提出了创新的观点。 

技术规范要求：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严肃对待研究文献；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

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论文逻辑结构合理，文字流畅，表达清晰，有一定的表

现力；文字、标点符号及排版的错误率控制在万分之三以内。 

 

  九、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本方案指定的专业基本文献阅读书目，各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可以基本文献阅读书目的

基础上指定一定数量的专业拓展阅读书目。 

基本文献阅读书目如下： 

[1] 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谢安邦主编. 比较高等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陈玉琨 教育评价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 袁振国主编 .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6] 唐玉光,房剑森.高等教育改革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 郑富芝主编.高等教育政策国别报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8] 陈学飞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9]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2. 

[10]约翰·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1]吕埃格等.欧洲大学史（一、二卷）［M］.张斌贤等，译.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12]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梅义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3]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4]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 唐跃勤等，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16]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7]R.K. 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彼德·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3. 

[20]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冯克利，译.北京：外文出版

社，1997. 

[21]科恩,基斯克.美国高等教育的历程［M］.梁燕玲，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2]塞林.美国高等教育史［M］.孙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3]罗杰·盖格.增进知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900-1940［M］.王海芳，魏书

亮，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24]罗杰·盖格.研究与相关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M］.张斌

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25]罗杰·盖格.大学与市场的悖论［M］.郭建如，马林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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