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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

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

不断涌现。 高校教育学院①是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领

头军，科学有效地对其学术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有利

于深入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提高高等教育研

究整体水平， 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建

设，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科研论文是高

等教育研究主要的产出形式，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竞争力。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基于科研论文产出的研究机构学

术竞争力评价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鲜见专门针对高

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评价的研究。 2005 年，Hirsch
提出一种新的文献计量指标———h 指数，即当研究人

员发表的全部 Np 篇论文中有 h 篇论文每篇至少被

引用 h 次，剩余的（Np-h）篇论文每篇的被引次数均<
h，则 h 值为该研究人员的 h 指数［1］。 h 指数被广泛应

用于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等科研影响力的

评价，并有学者提出 h2 指数 ［2］、g 指数 ［3］、A 指数 ［4］等

作为 h 指数的补充。 2012 年，邱均平等构建了世界大

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包括 5 个一级

指标（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创新力、科研发

展 力、网 络 影 响 力）和 8 个 二 级 指 标（ESI 收 录 论 文

数、论文总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进入 ESI 学科排

行榜数、热门论文数、专利数、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网

络排名）［5］。 2015 年，陈万超等以被引论文篇数、被引

率、篇均被引率、h 指数、核心作者数等指标评估南京

全日制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学术影响力［6］。
本研究试图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遵循目的性、精简性、可度量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构 建 高 校 教 育 学 院 学 术 竞 争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对

2018 年 16 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期刊刊载的

944 篇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以描述 2018 年我国

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 综合评价 2018 年发文总数排

名最靠前的 20 所教育学院的学术竞争力， 并据此提

出发展建议。

① 文中所指“教育学院”与周光礼教授在《分化与整合：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中所指“教育学

院”一致，是大学或学院内设的二级单位，包括：教育学部（院）、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非师范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院）
等。 本研究统计的教育学院发文既包括直接将所在第一单位署为教育学院的论文，也包括将第一单位署为隶属或挂靠于教育

学院的系所、研究中心等的论文。

我国高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比较研究
———基于 2018 年 16 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期刊的载文统计

薛欣欣

摘 要：基于 2018 年 16 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期刊的载文，从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发展

力三个方面，宏观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重点比较发文总数排名最靠前的 20 所教育学

院的学术竞争力， 发现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水平较高的教育学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
我国四大传统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稳中有变，活跃作者、基金资助和科研合作是影响教育学院发

展后劲的关键要素。为提高自身学术竞争力，高校教育学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优化学科研究方

向和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育和引进学科带头人，形成优秀学术群体，加强跨机构、
跨区域、跨学科的科研合作，鼓励师生在国际期刊发表科研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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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统计范围为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中影响因子不低于 0.9①的 16 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

响力期刊。 （见表 1）2018 年 16 家期刊共刊载各类稿

件 3 613 篇，其中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 2 426 篇。 论

文第一作者署名机构为大陆普通高校（公办普通高等

学校、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等）的高等教育类

科研论文有 2 234 篇［7］。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逐

条检索论文第一作者的署名机构，将其具体到大学或

学院的二级单位，得到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大陆普通

高校教育学院的 944 篇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作为本

研究的统计对象，占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的 38.91%。
（二）指标选取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开展评价工作的重

要前提。本研究从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发展

力三个方面对高校教育学院的学术竞争力进行评价，
包括论文发表情况、论文被引情况、基金资助情况等

7 个评价维度和发文总数、论文总被引频次、h 指数等

18 个评价指标。 （见表 2）关于科研生产力，主要用来

评估某教育学院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科研论文产出

的贡献；关于科研影响力，主要用来呈现某教育学院

的学术水平、学术影响面、被关注程度以及服务社会

需求和适应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要求的能力；关于科

研发展力，主要用来反映某教育学院在未来发展中可

能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科研论文的潜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 SPSS、
Excel 等相关软件为主要统计工具， 基于高校教育学

院学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 944 篇高等教育类科

研论文进行文献整理与计量， 整体把握 2018 年我国

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集中比较 2018 年

发文总数排名最靠前的 20 所教育学院的学术竞争

力， 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 20 所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

的综合得分与排名。
三、数据统计与描述

（一）科研生产力比较

发文总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研究机构在某一特

定研究领域的科研实力，及其对该研究领域所做的贡

献。 2018 年 143 所大陆普通高校教育学院在 16 家期

刊共发文 944 篇， 高校教育学院平均发文量为 6.60，
标准差为 11.108，说明高校教育学院发文量离散程度

较大。 据统计，发文 6 篇以上的教育学院有 32 所，共

发文 720 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 76.27%。 其中，发文

总数排名最靠前的 20 所教育学院共发文 603 篇，占

统 计 论 文 总 数 的 63.88%， 每 所 教 育 学 院 平 均 发 文

30.15 篇。 （见表 3）可见，这 20 所教育学院的高等教

育研究工作十分活跃，研究实力较为雄厚。统计显示，
发文量最多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其次是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华中科技

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并列第 3 名。从历史传统和组织

演变特征看，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有两类不同的研究机

构，一类是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另一类是非师范类

高校教育学院［8］。 以上 20 所教育学院包括 9 所师范

类高校教育学院和 11 所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它

们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除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

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外，其余教育

① 文中“影响因子”均指期刊复合影响因子。

排名 期刊名称
影响
因子

排名 期刊名称
影响
因子

1 教育研究 3.980 9 中国大学教学 1.439
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3.187 10 复旦教育论坛 1.281
3 中国高教研究 3.018 11 江苏高教 1.165
4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295 12 研究生教育研究 1.158
5 高等教育研究 2.087 13 高教探索 1.143
6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53 14 中国高等教育 1.072
7 高校教育管理 1.633 15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0.986
8 教育发展研究 1.606 16 高教发展与评估 0.966

表 1 2018 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 16 家期刊

数据来源：2018 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
杂志社。

表 2 高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内容 评价维度 指标编号 评价指标

科研生产力 论文发表情况 X1 发文总数/篇

科研影响力

论文被引情况

X2 论文总被引频次/次
X3 篇均被引频次/次
X4 高被引论文数/篇
X5 零被引论文数/篇

相关测量指数
X6 h 指数

X7 A 指数

期刊影响因子
X8 发文最多期刊影响因子

X9 发文期刊平均影响因子

科研发展力

活跃作者情况
X10 活跃作者人数/人
X11 活跃作者发文总数/篇

基金资助情况

X12 基金资助论文总数/篇
X13 国家级基金资助论文数/篇
X14 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数/篇
X15 校级/其他基金资助论文数/篇

论文合著情况

X16 合著论文总数/篇
X17 合著度/人
X18 合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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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 所教育学院论文被引情况

学院所属大学均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这些高校教育

学院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得到本研究

的高度关注。
（二）科研影响力比较

1. 论文被引情况。 科研论文的被引情况是衡量

其质量、传播面、受关注程度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标

准。 一般来说，一篇论文的质量越高，其被下载、引用

的次数就越多。 关于被引频次，本研究运用普莱斯定

律确定高被引论文：

N=0.749* nmax姨
式中，N 为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的最小值，nmax

为统计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论文的被引频次。笔者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知网（CNKI）逐条检索 944
篇统计文献的被引频次， 发现论文最高被引频次为

32。 那么，被引频次≥5 的论文即为高被引论文，据统

计，高被引论文共 67 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 7.10%；
零被引论文有 507 篇，超过统计文献的半数。 较高的

零被引论文率可能与文献自身传播的延迟性有关，但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水平和高等

教育类科研论文质量有待提升。 具体到 20 所教育学

院，从总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数看，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院都稳居首位， 其后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华

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从篇均被引频次看，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名列前三甲。 （见表 4）

2. 相关测量指数与期刊影响因子。 h 指数巧妙地

将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 克服了以往研究人

员、研究机构科研成果评价指标单一的不足。 因此，h
指数一经提出，就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可。 A 指

数是被评估对象发表的被引次数≥h 的 h 篇论文被

引次数的平均值，它有效弥补了 h 指数对高被引论文

被引频次不敏感的缺陷［4］。 h 指数、A 指数越大，研究

人员、研究机构的科研影响力就越大。 本研究采用静

态 h 指数法 ［9］， 在计算某教育学院的 h 指数时，以

2018 年该学 院 发 表 在 16 家 期

刊的全部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

为基准， 按照笔者从中国知网

采集的被引频次数据， 从高到

低排序 （相同被引频次的论文

具有不同序号）， 当且仅当第 h
篇论文的被引频次≥h，且排序

为（h+1）的 论 文 的 被 引 频 次<h
时， 该教育学院的 h 指数即为

h。 有研究表明，期刊影响因子

与论文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0］。 基于此，发文期

刊影响因子与研究机构学术竞争力密切相关。从 h 指

数看，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位居榜首，h 指数为 6；其

次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h 指数均为 5；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等 6 所教育学院的 h 指数均为 4。从 A 指数

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仍列首位；厦门大学教育研

究院、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 A 指数均超

过 10。从发文期刊影响因子看，20 所教育学院发文期

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均在 1.5 以上。 其中，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在 《教育研究》 发文最多， 影响因子为

3.980；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院在《中国高教研究》发文最多，影响因子为 3.018。
（见表 5）

表 3 20 所教育学院发文总数与排名

排名 教育学院
发文
总数

排名 教育学院
发文
总数

1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58 11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4
2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7 12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21
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6 1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1
3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46 12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21
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42 12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1
6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38 16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19
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35 17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18
7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35 18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4
9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33 18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4
10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26 18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4

教育学院
总被
引频

次

篇均
被引
频次

高被
引论
文数

零被
引论
文数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118 2.81 9 18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97 1.67 5 28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73 1.59 5 2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8 1.48 3 20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1 1.07 5 32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52 2.74 4 7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48 1.37 3 16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45 1.36 2 17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4 1.83 2 11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44 2.10 4 7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41 1.08 3 2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41 1.17 3 20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38 1.46 0 8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32 1.52 3 13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2 1.05 1 13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14 0.67 1 15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2 0.86 1 9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9 0.64 0 10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5 0.28 0 15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5 0.36 0 9

96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19 年第 9 期

图 1 20 所教育学院活跃作者情况

① 笔者发现 6 位活跃作者或因工作单位调动，或因同时在两个单位任职，发文所属单位有两个。 本研究统计原则为：发文 3 篇及

以上的作者即为活跃作者，如果作者 A 发表 6 篇论文，4 篇署名单位Ⅰ，2 篇署名单位Ⅱ，则将作者 A 同时计为单位Ⅰ和单位

Ⅱ的活跃作者，将 4 篇署名单位Ⅰ的论文计入单位Ⅰ活跃作者发文，将 2 篇署名单位Ⅱ的论文计入单位Ⅱ活跃作者发文。

（三）科研发展力比较

1. 活跃作者情况。 研究人员是研究机构最宝贵、
最活跃的资源。本研究中笔者运用普莱斯定律确定活

跃作者。 据统计，944 篇统计文献共涉及 684 个第一

作者，第一作者平均发文

量 为 1.38， 标 准 差 为

0.795， 说明高校教育学

院第一作 者 发 文 量 的 离

散程度较小。 统计发现，
单个作者 的 最 高 发 文 量

为 8， 则发文量≥3 的作

者即被认定为活跃作者。
在统计文献中，发文 3 篇

及以上的 作 者 有 51 人，
占论文第 一 作 者 总 数 的

7.46% ， 共 计 发 文 185
篇， 占统 计 论 文 总 数 的

19.60%。 20 所教育学院

共拥有 44 位 活 跃 作 者，

占活跃作者总数的 86.27%， 其发文总数为 149 篇①。
其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有 6 位活跃作者，共发文

24 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有 5 位活跃作者，共发

文 17 篇，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

学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均有 4 位活

跃作者，发文总数均在 15 篇左右。 （见图 1）
2. 基金资助情况。 科学研究离不开资金支持，基

金资助对提高高校教育学院的研究水平和学术竞争

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统计显示，944 篇统计论文

中有 732 篇论文为各项基金、 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
占统计论文总数的 77.54%。 以第一位基金项目为统

计对象，受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有 259 篇，占统计

文献的 27.44%；受省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有 371 篇，
占统计文献 39.30%。 在 20 所教育学院的 603 篇科研

论文中，有 447 篇受到基金、课题项目资助，占 20 所

教育学院发文总数的 74.13%。 其中，受国家级基金资

助的论文为 161 篇，受省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为 227
篇。受基金资助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其次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受国家级基金资助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

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见图 2）
3. 论文合著情况。 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

活动，需要研究人员进行跨国别、跨机构、跨学科、跨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合著论文是科研合作最主要的产

表 5 20 所教育学院相关测量指数与期刊影响因子

注：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高等教育研究》《高教探索》《高校
教育管理》《中国高教研究》分别发文 3 篇，其发文最多期刊影响因子
取这 4 种期刊影响因子的平均值。

教育学院
h
指
数

A
指
数

发文最
多期刊

影响
因子

发文期
刊平均

影响
因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6 12.67 3.018 1.79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5 11.20 1.165 1.759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 6.40 3.018 1.682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5 8.60 2.087 1.83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 7.50 1.953 1.867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4 5.75 3.018 1.682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4 6.50 3.018 2.114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 5.75 2.087 1.526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4 6.00 1.633 1.745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4 10.25 3.018 1.69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3 7.67 1.143 1.632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3 7.67 2.295 1.686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3 4.00 1.165 1.714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3 3.67 2.087 1.526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3 8.00 1.970 1.757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3 3.67 2.087 2.138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2 2.00 2.087 1.715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3.00 1.143 1.735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 1.00 1.143 2.204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 8.00 3.980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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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形式。合著度和合著率是分析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的

两个重要指标，合著度指某地域、学科领域、研究机构

等发表论文的篇均作者人数，合著率指某地域、学科

领域、研究机构等发表的合著论文在全部论文中的占

比［11］。 计算公式分别为：

合著度= 发表论文作者数
论文总篇数

合著率= 合著论文篇数
论文总篇数

据统计，944 篇统计文献的作者共计 1 184 人，
则合著度为 1.25；944 篇统计文献中有 569 篇属于合

著论文，则合著率为 60.28%。 在 20 所教育学院中，天

津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等 8 所教育学院的合著论文均在 20 篇以

上，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合著论文最少，仅

有 4 篇。从合著度看，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南大

学教育学部、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 11 所教

育学院的合著度高于统计文献的整体合著度；上海师

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合著度最高，达到 1.86；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合著度最低，仅为 0.63。 从合著

率看，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和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的合著

率都达到 90%以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等

10 所教育学院的合著率也高于统计文献的整体合著

率，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合著度最低，仅为

16.67%。 （见表 6）

四、因子分析

因 子 分 析 的 目 的 是 从 众

多 的 原 有 变 量 中 综 合 出 少 数

具有代表性的因子，这必定有

一个潜在的前提要求，即原有

变 量 之 间 应 具 有 较 强 的 相 关

关系 ［12］。 为减少指标共线性，
提高数据分析的有效性，笔者

首 先 运 用 SPSS 对 18 个 指 标

数据进行非参数相关分析，剔

除相关性极强的变量，保留如

下 11 个指标变量：发文总数、
论文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

次、高被引论文数、A 指数、发

文期刊平均影响因子、活跃作

者人数、 活跃作者发文总数、
基金资助论文数、合著论文总

数、合著度。 对 11 个指标数据

进行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发现适合做因子

分析：KMO 值为 0.737，大于 0.7；Sig 值为 0.000，小于

0.001。 按照特征值大于 1 提取主成分因子，3 个特征

值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85.383%，这说明 3 个因子可

以解释 85.383%的总方差。 （见表 7）因此，本研究提

取前 3 个因子为公因子 F1、F2 和 F3。
公因子的载荷系数可以反映评价指标体系中各

指标与公因子之间的关联程度。 由表 8 可见，论文总

图 2 20 所教育学院基金资助情况

表 6 20 所教育学院论文合著情况

教育学院
合著论
文总数

合著度
合著
率/%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31 1.55 93.9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9 1.26 63.04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4 0.83 41.38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24 1.15 52.1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24 1.31 68.57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23 1.33 54.76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2 1.18 57.89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21 1.17 60.00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9 0.93 33.33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19 1.71 90.48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16 1.12 61.54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16 1.38 76.19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16 1.33 88.89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5 1.10 71.43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14 1.53 73.68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11 0.95 52.38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9 1.36 64.29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9 1.64 64.29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9 1.86 64.29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 0.63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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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数、A 指数 4 个

指标与公因子 F1 关联密切，发文总数、活跃作者人

数、活跃作者发文总数、基金资助论文数、合著度 5 个

指标与公因子 F2 关联密切， 发文期刊平均影响因

子、合著论文总数 2 个指标与公因子 F3 关联密切。
根据表 8，计算出各因子得分，并计算各教育学

院学术竞争力的综合得分 X。 （见表 9）本研究以各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公式为：
X=0.632*F1+0.232*F2+0.136*F3
由表 9 可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学术竞争力

最强，综合得分为 142.68；其后依次是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综合得分均在

100 以上。根据 X 值，结合上文的数据统计与描述，笔

者运用 SPSS 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 将 20 所教育

学院划分为 4 类。 一类教育学院 2 所：厦门大学教育

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竞

争力最强；二类教育学院 3 所：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竞争力较强；三类

教育学院 9 所：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大连理工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陕

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竞争力一

般；四类教育学院 6 所：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师范

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学

术竞争力较弱。
五、结论与反思

本研究从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发展力

三个方面，对 2018 年 16 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

期 刊 的 944 篇 载 文 进 行

计 量 分 析 ， 宏 观 把 握

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研

究现状，重点比较发文总

数排名前 20 的教育学院

的学术竞争力，主要得出

如下结论。
1. 从科研生产力看，

高等 教 育 学 学 科 发 展 水

平较 高 的 教 育 学 院 是 高

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一门学科只有发展到一定阶

段才能开展研究生教育，而博士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

育的最高层次。 因此，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判

断和衡量一所大学或学院学科发展程度、研究生教育

水平的重要依据。 2018 年 143 所教育学院在 16 家期

刊共计发文 944 篇， 占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的近四

成， 而发文量排名最靠前 20 所教育学院均具有博士

学位授予权，发文总数达 603 篇，每所教育学院平均

发文 30.15 篇。 其中，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华中科技大

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6 所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和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所

师范类教育学院的发文量均超过 30 篇。
2. 从科研影响力来看， 我国四大传统高等教育

研究中心稳中有变。 传统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四个中心，分别是以厦门大学教育

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

科学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中心的华南、
华北、华中、华东高等教育研究群落。 统计发现，2018
年上述 4 所教育学院的科研影响力仍名列前茅，但是

表 7 高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特征值提取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的% 累积% 总计 方差的% 累积% 总计 方差的% 累积%
F1 5.938 53.981 53.981 5.938 53.981 53.981 3.856 35.051 35.051
F2 2.178 19.796 73.777 2.178 19.796 73.777 3.839 34.896 69.947
F3 1.277 11.606 85.383 1.277 11.606 85.383 1.698 15.436 85.383

表 8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指标含义 F1 F2 F3
X1 发文总数/篇 .444 .672 .545
X2 论文总被引频次/次 .836 .399 .303
X3 篇均被引频次/次 .926 -.016 -.132
X4 高被引论文数/篇 .880 .241 .218
X7 A 指数 .920 .155 .094
X9 发文期刊平均影响因子 -.253 -.344 .609
X10 活跃作者人数/人 .202 .920 .057
X11 活跃作者发文总数/篇 .161 .926 .034
X12 基金资助论文数/篇 .404 .684 .501
X16 合著论文总数/篇 .432 .161 .749
X17 合著度/人 .007 -.911 .218

表 9 20 所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综合得分与排名

排名 教育学院 综合得分 排名 教育学院 综合得分

1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142.68 11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65.03
2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140.26 12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62.37
3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112.45 13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60.53
4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12.26 14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58.07
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07.76 15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43.26
6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82.89 16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39.62
7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80.78 17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29.39
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74.77 18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7.80
9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74.20 19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6.65
10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69.48 20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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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高被引论文数、h 指

数、A 指数等指标数据看，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都遥

遥领先；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相关指标数

据均达到中上水平，篇均被引频次仅低于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院， 高被引论文数超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A 指数高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

育研究实力不容小觑。
3. 从科研发展力看，活跃作者、基金资助和科研

合作是影响教育学院发展后劲的关键要素。从知识社

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有两个前

提条件：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经费问题［13］。 活跃作

者能够持续不断地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补充知识，
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活力；基金资助是实现高等教育

学学科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物质

基础。 科研合作不仅能够促进不同学者、机构之间的

学术交流，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科研成果质量 ［14］。
20 所教育学院的活跃作者人数占全部活跃作者的近

九成，基金资助论文数在全部基金资助论文中的占比

以 及 合 著 论 文 数 在 全 部 合 著 论 文 中 的 占 比 均 超 过

60%。 尤其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等教育学院的活跃作者

人数、 基金资助论文数和合著论文数排名都比较靠

前，科研潜力较强。
结合高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评价指标的数据，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对 20 所教育学院的学术竞争力

进行综合排序，并通过聚类分析，将 20 所教育学院划

分为 4 个类别，较为客观、清晰地呈现了 20 所教育学

院的学术竞争实力， 也从侧面反映出 2018 年我国高

等教育研究的状况。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研究机

构的学术竞争力都是动态调整而非静止固化的。高校

教育学院可以通过面向国家和地区重大发展战略，立

足高等教育学学科前沿，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优化学

科研究方向和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育

和引进学科带头人，形成优秀学术群体，加强跨机构、
跨区域、跨学科的科研合作，鼓励师生在国际期刊发

表科研论文等举措提高自身的学术竞争力，使自身发

展成为国内有影响、 国际有声音的高等教育研究机

构。 另外，“教育学科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鸡’，没有

教育事业的发达，‘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就不牢固”［15］。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和社会需

要更加重视教育学发展，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更多的

政策、资金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公钦正、李

金烁在本研究数据整理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谢！）
（薛欣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

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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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publications of 16 representative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2018, we found that: the gender of the active authors are mainly male, and the age of the active
authors are mainly after 70s and 80s. The research topics of the active authors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2018. In the case of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operation among department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cooperative publishing. Teachers’ cooperations is the main mode of
cooperation, while cooperations between students are not enough. Overal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broaden the path of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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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of Actors: Analysi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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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pers of 16 Chinese higher influential journal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2018,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grasp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research influence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focused on comparing the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op 20 schools of education with the highest total number of pape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schools of education with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are the backbon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four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s in China are stable and changeable;
active authors, fund subsid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school of education. To improve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school of education can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optimizing research direction and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cultivating and introducing academic leaders, forming excellent academic groups,
and strengthening inter-agency, inter-reg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operation, encourag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ublish researc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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