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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论文写作与发表的需求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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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目前已经形成一种必然的趋势，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研

究法、数量研究法的研究方法，旨在研究当前大学生对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的敏感程度及需求。在研究过

程中指出当前大学生在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方面的环境条件，探讨大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意义与目的，希

望可以更好支持与鼓励大学生的学术研究及论文发表，为院校、企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和学术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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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apers have formed an 
inevitable trend.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 study the sensitivity and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paper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condi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aper writing,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urpose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aper publishing, hopes to 
better support and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research and paper publishing,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talents for colleges, enterprises a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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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09 年环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教育部开始

了研究生招生比例的调节,扩大招生解决了当时的就

业问题，但是随着招生人数逐年扩大，导致了社会

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时代的压力下，很多的大学生

都开始朝着学术方向发展。中国高校在国家创新体

系中除了发挥承担国家科学研究主力军的作用外，

还要加强大学生学术文化的教育。中国高校首先需

要培养学生对知识、对未知的兴趣，也要同时培养

对学术的敬畏和坚守。这就要求在培养学生的时候，

既要教育学生怎样去做研究，也要同时教育他们怎

样去做一个合格的研究者[1]。 
何鑫学者、张梅学者、曾庆光学者、陈叶青学

者在“浅谈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对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重要性”一文中表示，近年来，无论是国家级与

省级大学生创新项目，还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各类学科竞赛，都有一类

是以学术论文为结题目标或竞赛作品，可见高等教

育对本科生公开发表论文的重视与鼓励[2]。本文认

为大学生在完成学术论文写作的这一过程，可以有

效的把知识转化成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晓英则认为，高质量的论文一定是有高度、有深

度、有逻辑、有价值的。“只有找准论文的定位和立

意，论文才会有高度。对于论文的写作目的、时代

意义及能给读者带来的价值，要认真思考并精准描

述。[3]”正因如此，我们对大学生学术论文写作与

发表的需求展开研究。论文阅读与写作能力的提升

对于促进学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面临不少

教学困境，需要通过在高年级设置相关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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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图书馆数据库等科研资源、组织合理的师资力

量并进行合理的课程设计、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

增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方法来解决[4]。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发现学生论文发表与

写作需求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查阅分析有效策略，

有利于提高学生论文写作与发表的能力，同时加强

了学生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 
2 大学生期刊发表论文的现状调查 
2.1 调查目的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需求

的现状，参考其它相关问卷，设计学生学术论文写

作与发表需求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大

学生论文写作与发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确定大

学生学术论文写作培养方向改进提供现实依据，促

进有效策略的研究。 
2.2 调查对象 
此次问卷调查通过问卷网平台设计发放，主要

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设计与学术论文写作需

求相关的问题，包括发表论文目的、投入资金、期

刊选择等等。此次问卷一共回收了 1000 份。 

 
图 1  大学生年级分布 

本次回收问卷中大学生基本情况如图 1 所示，

大一学生占 21%，大二学生占 33%，大三学生占

19%，大四学生占 27%。由此可见，该问卷覆盖各

年级的大学生，其中大二学生和大四学生所占比例

相对较高。但是，从总体来看所占比例较为相近，

故该数据较全面且具有代表性。 
2.3 调查结果 
1）你了解的大学期间在期刊发表论文有多大作

用？你最看重以下哪项作用？ 

 
图 2  发表论文对大学生的作用 

由图 2 可知，大多数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发表论

文更看重评奖评优加分、升学加分以及找工作加分

的作用，其次才是国内外同行学术交流、职称评审

和科研成果保护的作用，只有小部分大学生看重人

才落户加分的作用。说明大学生更关注校内与就业

方面的竞争优势，至于其他较远的发展目标考虑的

相对较少。 
2）如有发表论文的机会，你是否愿意尝试写作

并向期刊投稿？ 

 
图 3  大学生发表论文的欲望 

由图 3 可知，在有机会发表论文的前提下，84%
的大学生愿意尝试写作并向期刊投稿，5%的大学生

不愿意尝试，11%的大学生表示无所谓。数据表明

大多数大学生都愿意尝试论文写作，并渴望在期刊

发表论文。 
3）你希望在以下哪种期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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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学生发表论文期刊的选择 

由图 4 可知，绝大多数大学生更希望在国内中

文核心期刊、国内中文普通期刊和国际中文普通期

刊发表论文，只有小部分大学生希望在国际英文普

通期刊和国际英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体现了大学

生更加注重国内及中文的期刊的发表，但是对于国

际上的发展还略有踌躇。  
4）如有培训班教你如何提高论文写作水平，在

培训后保证将你的论文在期刊发表，你愿意投入多

少资金？ 

 
图 5  大学生发表论文期刊愿意投入的资金 

由图 5 可知，如有培训班对论文进行指导，并

保证将其在期刊发表，34%这的大学生愿意投入 1-2
千元，30%的大学生愿意投入 1 千元以下，21%的大

学生愿意投入 2-3 千元，15%的大学生愿意投入 3-5
千元（含版面费）。大学生对于论文指导的投入与

其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等有着密切关系，但相较而

言 1 千元以下和 1-2 千元更为其所接受。由此可见，

大学生大多都期望用较低的价格来获取发表论文的

机会。 
3 大学生期刊发表论文的结果分析 

3.1 大学生发表期刊的目的 
近年，大学生在期刊发表论文的趋势逐渐在增

加，而且在条件允许下，大多数大学生都愿意并渴

望在期刊发表论文。据调查结果显示，其背后的原

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发表论文有利于在校学生在评优评先中

获得先机。大学奖学金、三好学生、学习标兵、优

秀干部、积极分子等选拔，大都是通过各方面分数

的累加来选取排名靠前者。而现在评价机制大多与

论文的发表挂钩，在一定程度上评优评先可以加分，

使得期刊发表论文的学生更有先机拿得奖项。 
第二，论文是保研或考研同学科研能力、创新

能力的体现。保研的同学大多数都会有论文发表的

要求且在考研复试中公开发表过论文相对于没有论

文的同学是非常有优势的。因此在大学期间，许多

大学生为都会选择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以

便获取升学加分的机会。 
第三，论文的发表是增强就业竞争力的有效方

法。现在就业，许多面试官更加看重就业者的专业

能力与创新能力，而在期刊发表论文就间接的体现

了竞争者刻苦专研的精神以及对专业的掌握力度，

故大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能够有效提高就业竞争

力。 
第四，论文的发表是国内外同行学术交流的重

要媒介。大学生可以通过公开发表论文，来接受更

大范围的评判、质疑，从而加强学术交流理念研究

和方法探索，帮助大学生弥补相关专业方面的不足，

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能力。 
第五，职称评审、科研成果保护以及看重人才

落户加分是大学生发表论文的原因之一，但是相对

于前四点来说则涉及相对较少。侧面反映出大学生

更加关注于近期发展或者实质性的利益，而对较远

未来的考虑则相对较少。 
3.2 大学生选择期刊的考虑 
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更希望在国内中

文期刊与国际中文期刊发表论文，而国际英语期刊

则选择较少，笔者就该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原因

如下： 
第一，国际英文期刊难度大且要求高。不仅对

于作者的专业水平要求高，写出能够让读者短时间

内捕捉到有用的信息与观点。而且要求作者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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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英文组织与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与外国逻

辑思维相连接。许多本科大学生的专业能力未达到

较高水平，因此阻拦了许多大学生发表国际英文期

刊的想法。 
第二，受审核速度与出版时间的影响。国际英

文期刊的审核速度以及出版时间相对来说周期较

长，因而许多大学生优先考虑国内中文期刊及审稿

速度较快与传播力更广的国际中文期刊，一方面有

利于退稿后改投他稿，一方面有利于保证文章的创

新性。 
第三，取决于学科与文章的匹配程度。每一本

刊物的名称及刊发文章方向是有所不同的，每一本

刊物的刊发文章定位也有所不同，大学生在明确论

文研究方向的基础上，结合文章类别来划定相应的

范围，最终选择相应的期刊。 
（三）大学生发表期刊投入资金的影响因素 
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于在期刊发表论文

所愿意投入的资金集中在 2 千元以内，我们结合大

学生自身以及市场背景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有

四个方面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大学生自身的经济条件。大学生自身的

经济实力决定了其是否有余力在期刊发表方面进行

投资，若在经济上稍有富余，选择在期刊发表上进

行资金投入的可能性更大；若是手中资金并不宽泛，

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进行期刊发表的争取，在这方

面输出资金的可能性较小。 
第二，大学生对在期刊发表论文的渴望值。在

期刊发表论文主要是依靠大学生的意愿，如若强烈

渴望在期刊发表论文，那么自然会在其中投入大量

的财力；反之，对于成功发表的意愿并不强烈，只

是停留在尝试的层面，那么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

的资金。 
第三，大学生在期刊发表投入资金所带来回报

的性价比。付出这笔资金所实现期刊发表的可靠程

度，是大学生能否对其进行资金投入的关键点。发

表的可靠程度高，这笔资金的性价比高，选择投入

的人就多，反之，其可靠程度有待考究，那么大多

数人会持观望态度，并不会大量投入资金。 
第四，大学生在期刊发表投入资金的平均水平。

大学生愿意在期刊发表方面投入的资金会根据其平

均水平上下波动，这必然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可以接

受的水平，若其平均水平升高，那么大多数大学生

愿意投入的资金也随之升高，反之亦然。 
4 结束语 
本文运用了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数量研

究法的研究方法，针对大学生学术研究现状进行了

一定的分析和比较。通过对在校生的具体调查，对

此进行了相关的了解，预测了大学生学术论文写作

与发表的趋势，希望旨在通过一些研究可以发现大

学生更多的价值。 
在进行调查研究时，由于现有水平及客观条件

的限制，本文还有许多不足，调查问卷的数据主要

集中在湖南省普通本科在校生，数据分布过于密集，

并不具有非常的代表性。我们将致力于提高自身的

学术论文水平，加强学术研究意识，为中国学术研

究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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