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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教及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基于2009—2019年CNKI 785篇核心期刊论文的知识图谱分析

李 丹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当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及其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为了解我国职教及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

建设研究热点与趋势，使用Bicomb2.0和SPSS24.0软件对2009—2019年来源于知网期刊中的785篇有效文献首先实行

关键词共词分析，其次实行聚类分析，再次实行多维尺度分析，最后描绘知识图谱。近十年关于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

研究主要围绕普通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等职教育及职教师资、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发展瓶颈与对策研究、

建设的现状及建设策略研究。未来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策略进行有效评估仍是需要研究的内容，除此还要加强针对

教学改革与外界其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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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in China --Based on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CNKI785 Core Journal Papers from 2009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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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requests for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re put forward in current situ-

ation. To understand the focus and trend of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research in our country'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ca-

tion-oriented colleges, this study used Bicomb2.0 and SPSS24.0 software to analyze 785 effective papers of 2009-2019 in How-net.

Firstly co-word analysis of keywords was carried out, followed by cluster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Finally de-

pict knowledge map was depicted.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our count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countermeasur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voca-

tional educa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future, the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is still the content to be studied.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and other external fiel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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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对于新时代我国在教师管

理的综合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在文件发布同年

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

讲话，给予教师较高评价的同时，也对新时期师资

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建立一支宏大的高素

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寄予了殷切的希望[2]。

长期以来，在师资建设领域有大量的学者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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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现状、建设途径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及实践的

研究。而关于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校的师资建设研

究不管是从人才培养角度还是社会服务需求都有其

深远意义；同时，不论是从职教及高校教师个人成

长角度还是我国职教及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角

度，都应该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给予充分关注。近年

来关于职教及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大量

增多，我们如何把握教育发展的时机，深入了解师

资建设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是科研工作者的重

要使命。为此，我们梳理出了近十年此类师资研究

的核心和走向，归纳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出

当前研究的不足，为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方

向性的指引。一直以来，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

往往通过主观的、经验式的评判，缺乏科学的、客

观的数据梳理与分析。而当前兴起的知识图谱技术

为我国职教及高校的师资队伍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技

术上的支持。该技术可以梳理我国在师资队伍建设

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文献进行科学归纳和分析。笔

者认为，采用知识图谱的技术分析出我国职教与应

用型高校师资建设研究现状，绘制出热点图，可以

为今后应用型高校及职业院校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数

据支撑。

一、数据收集与调查方法

（一）数据收集

从布拉德福文献中的离散规律可得出，少数的

核心期刊会收录某个领域的关键性的学术论文 [3]，

因此，本研究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主题，期刊年

限设定为 2009—2019 年，选择“核心+CSSCI”为

主要来源，共检索到有关学术论文 811篇，去掉中

小学教育、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研究型大学等非

本研究相关的教育类型，及会议通知、招聘广告等

非研究型学术论文，最后得到的有效论文785篇。

（二）调查方法

1.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主要是：共词分析软件Biconb2.0和统

计软件SPSS24.0.
2.研究过程

按前文方法收集数据后，先将有效的 785篇论

文中的关键词做标准化处理，例如“高等职业院

校”统一为“高职院校”，“师资建设”统一为“师

资队伍建设”。其次，将其转化为Biconb2.0能够识

别的ANS编码格式。然后，采用Biconb2.0统计785
篇论文的关键词频数大于或等于9的26个关键词提

取出来作为高频关键词。接着，对选取的关键词运

用Biconb2.0软件产生词篇矩阵。再次，构建高频关

键词相似矩阵并实行聚类分析。系统聚类分析是以

词频矩阵为基础，其指的是所有的高频关键词在相

关来源文献中的一种情况。具体为：把得到的词篇

矩阵导入SPSS24.0，得出关键词的相似矩阵和聚类

树状图。最后，运用SPSS24.0对相似矩阵进行多维

尺度分析，绘制出关键词知识图谱，对其中的内容

进行分析和解释。

二、职教及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研
究的现状结果与分析

（一）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统计分析2009—2019年我国学校785篇有效文

献的关键词 1555个，总词频为 3309次，选取 26个

出现频数不小于9的关键词作业高频关键词总计出

现 1169 次，占关键词总频次的 35.32%。对标准化

的26个关键词进行排序，结果见表1。

由表 1可知，前 10个高频关键词依次分别为：

师资队伍建设（568）、高职院校（107）、双师型教

师（46）、高等职业教育（42）、高校（39）、学校

（39）、建设（34）、职业教育（31）、创新创业教育

（26）、独立学院（23），其词频均大于 20，剩下的

16个高频关键词词频均大于或等于 9。这一结果初

步显示了近十年来我国学校师资队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和新建本科院校、独立院校

的师资队伍建设对策上，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的相关

表1 26个高频关键词排序（次数≥9）

关键字段

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

双师型教师

高等职业教育

高校

学校

建设

职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

独立学院

对策

英语师资

校企合作

出现频次

568
107
46
42
39
39
34
31
26
23
22
20
20

关键字段

问题

新建本科院校

人才培养

职业院校

民办高校

实践教学

中等职业学校

教学改革

职教师资

应用型本科院校

教学团队

启示

大学生

出现频次

15
14
14
13
13
12
12
11
11
10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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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教学改革、教学团队建设、创新创业教育

等方面。但需要更深入挖掘才能知道高频关键词间

所潜藏的重要信息。

（二）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现状高频关键词相似

矩阵

把用 Biconb2.0 生成的词篇矩阵导入 SPSS24.0
以二分类Ochiai系数为度量标准得到相似矩阵并通

过 EXCEL 软件中函数功能转化为相异矩阵以获得

符合条件的分析数据结构。在相似矩阵中（表 2），

数值越靠近 1，说明关键词间的间隔越相近，即相

似度越高；数值越接近于 0，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

离越远，相似度越低。

从表 2可以看出，各关键词分别与师资队伍建

设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为：高职院校（0.318）、学

校 （0.208）、 双 师 型 教 师 （0.2）、 职 业 教 育

（0.198）、高等职业教育 （0.188）、建设 （0.175）。

这表明在已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中，作者们经

常把“师资队伍建设”与“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学校建设”结合起来论述。除了以上的关键

词外，“师资队伍建设”与“校企合作”的相似系

数达到 0.142，说明“师资队伍建设”与“校企合

作”也较多地共同出现在学术研究中。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图及分析

运用 SPSS24.0对词篇矩阵进行系统聚类分析，

生成关键词相似矩阵和树状图。由图可直观看出近

十年我国职教与普通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高频关

键词可分为3类，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师资队伍建设研究领域具体分为

3类。第一类为各类本科院校相关建设问题，包括

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对策、问题、高校、英语师

资等关键词。由于相对职教系统，本科院校的师资

队伍建设相对比较完善，近十年主要讨论与研究是

独立学院、新建本科院校等高校的师资队伍现状、

发展瓶颈与对策研究。其中南京大学江昼指出了高

水平独立学院的概念及其与母体高校的密切合作关

系；从产权过户困难、办学依附过大、办学投入不

足、办学特色缺乏等 4个方面探讨了高水平独立学

院的发展瓶颈[4]。其他研究人员也从独立学院存在师

资队伍建设构成体系不当、师资队伍建设流动性大

和教师人文关怀缺失等方面来分析师资现状，提出

了从制度、平台、激励、评价等方面培养青年教

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缓解师资不足压力的建议[5]；

在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中王雄在其论文

中也提出新建本科院校大多由专科院校升格而来，

其专任教师的科研能力较弱，科研获奖层次较低，

师资中双师型教师偏少，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科

技开发与成果转化能力还不够强，人才队伍的技术

应用和创新素质亟待提高[6]。刘明初、彭香萍在论

文中提出由专科向本科、由传统高校向应用型高校

的两次转型整合为同步实施的复合转型，是新建本

科院校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指出教学质量的

建设和保障是新建本科院校进行复合转型、实现科

学发展的根本要求[7]。由此，陈东冬、李志宏设计

表2 高频关键词Ochiai相似系数矩阵（部分）

项目

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

双师型教师

高等职业教育

高校

学校

建设

职业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

1.000
0.318
0.200
0.188
0.149
0.208
0.175
0.198

高职院校

0.318
1.000
0.133
0.066
0.000
0.041
0.086
0.000

双师型教师

0.200
0.133
1.000
0.145
0.000
0.000
0.101
0.106

高等职业教育

0.188
0.066
0.145
1.000
0.000
0.101
0.085
0.000

高校

0.149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0.137
0.000

学校

0.208
0.041
0.000
0.101
0.000
1.000
0.000
0.000

建设

0.175
0.086
0.101
0.085
0.137
0.000
1.000
0.031

职业教育

0.198
0.000
0.106
0.000
0.000
0.000
0.031
1.000

表3 高频关键词聚类

分类

种类1
种类2
种类3

关键词

对策、问题、独立学院、建设、民办高校、新建本科院校、高校、英语师资、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教育、职业院校、职教师资、启示

实践教学、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学校、教学团
队、人才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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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转型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并选择了三所应用型本科院校进行实测分析。

这一研究解决了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缺乏评

价体系的问题[8]。另外，这类中还包括专业化的师资

队伍建设对策，比如罗先录、叶小平指出应用型本

科的“应用科研”不可缺失，需要培养复合型师资

队伍，可以借鉴考虑普通高校的学科带头人模式和

以带头人引领的“教研团队”建设的方式。[9]再比如

创新创业教育类师资与英语师资队伍的建设，韩光

以吉林省 9 所首批应用型整体转型试点高校为样

本，发现转型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

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师资队伍建设组成过于单一，

创新创业实训平台建设相对薄弱，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提出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打造创新创业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创新创

业实训平台建设，整合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资源；提

高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参与度，展现大学生创新创业

成果等建议[10]。

第二类为中等职教师资建设策略，由中等职业

学校、职业教育、职业院校、职教师资、启示等关

键词构成。针对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过

程中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重中职学校的师资队伍

建设忽视培养培训单位的师资队伍建设、重教师个

体能力轻教师整体结构、忽视制定教师能力标准等

薄弱环节等问题[11]，我国启动了2006年“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宫雪、邓泽民、涂三广

等人用详实的数据对计划实施的效果进行了总结和

分析，指出计划实施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结构得

到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得到改善，提出要加大

计划覆盖面的建议[12]；另外，刘东菊等人也提出了

以技能大赛引领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策略[13]，李红

浪等提出要促进职教师资的专业化发展，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的制度化和师资队伍建设培训的体系化的

建议[14]。

第三类为技术技能型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由实

践教学、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高职院校、双

师型教师、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学校、教学

团队、人才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等关键词构成。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近十年高职教育大发展

成为趋势，新时期支撑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力量成

为重要核心，也成为关注热点。邵建东、徐珍珍指

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要满足专业性、开放

性、终身性、国际性等时代诉求。当前，我国高职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专任教师数量相对不足、教

师社会服务能力不强、师资队伍建设结构失衡、培

养培训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需要从“培”“训”

“管”三个维度出发，实现政府、企业、院校、教

师四方联动[15]。有更多的学者提出，高职的师资队

伍建设重点在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张小丽等

引入现代管理学“流程再造”理论，打破原有查缺

补漏式的改革模式，采用流程再造方式重塑转型试

点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流程，为培养师资提供可操作

性的理论依据[16]。徐志成等则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出

发，提出包括抑制限制性因子的影响，遵循耐度定

律和最适度原则，注重学校环境氛围的营造和师生

沟通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双师型教师专业师资队

伍建设的优化合理平衡发展[17]。近几年，对于高职

培养师资的途径有了更多的尝试，张锋提出校企合

作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18]，贺红也

提出了高职院校以协同育人、校企共建“双师素

质”师资队伍建设为切入点的观点 [19]。不仅如此，

2019年高职面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其所带来的

多元化生源结构需要多元样化的师资队伍，为此，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章金萍提出要走“引培聘”并举

之路，并在政府的人才新政、资金扶持及学校的有

效组织下打造创新型师资队伍。[20]

（四）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现状知识图谱分析

用 SPSS24.0 对由 26 个关键词构成的相异矩阵

进行分析，勾选ALSCAL多维尺度分析，标准化方

法勾选 z分数并以Euclidean间隔为度量模型。综合

多维尺度分析及聚类分析树状图描绘师资队伍建设

研究热点领域知识图谱（见图1）。
此知识图谱的纵轴代表密度即领域内部关联强

度，横轴代表向心度即领域间彼此影响大小。小圆

点代表知识图谱中的高频关键字段，小圆点越靠近

说明关键字段关系越密切，反之则相反。从图 1知

领域一主要集中在第二象限，部分在第一、三象

限，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密度是很高的，但该领域关

键词之间结构比较松散，即向心度较低，说明这些

领域的研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具有较大的潜在

重要性。领域二主要集中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

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其在第一象限的关键

词主要是“职业教育”与“职业师资”，说明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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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不紧密，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因丧失有效的提升

动力而逐渐消失。

三、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图谱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反映出

我国近十年职教及普通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主

要围绕三领域展开而获得的情况。通过对研究领域

高频关键词排序、相似矩阵进行分析，再通过聚类

图和热点图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反馈出我国近十年

普通高校及职教领域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热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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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是其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十年以来

都是研究的热点与核心。“校企合作”培养师资仍

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与此同时存在着不足之处，

如：专业化的师资，如英语、创新创业教育等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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