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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年年年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2014 年 12 月 23 日，西南交通大学发布 2014 年“中国大

学国际化排名”，这是该排名自 2013 年问世以来第二次发布。

据了解，大学国际化发展水平排名作为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旨在检验高校国际化发展现状，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与

2013 年的排行榜相比，今年在指标体系上确定了学生国际

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交流、文化传播交

流、国际显示度、国际化保障等 7 个一级指标，16 个二级指

标，44 个三级指标等研究版指标体系。在研究样本上，该排

行榜从去年的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扩展到今年的 112 所

“211 工程”和“985 工程”大学。在研究方法上，该排行榜

评价高校国际显示度时运用了 Web of science 等大数据方法，

这在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属于首创。 

此外，该榜单在发布综合性的“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

名”的同时，还附有 2014 年中国大学教师国际交流排名、中

外合作办学排名、科研国际化排名、文化传播交流排名、国

际显示度排名、校园网国际化排名等情况。在 2014 年的榜单

中，全部采用百分制计分，满分 100 分。华北电力大学综合

得分 8.08 分，位列第 66 位。其中，国际学生排名得分 5.23

分，位列 87 名；教师国际交流排名得分 8.91 分，位列 4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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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排名得分 2.84 分，位列 66 名；科研国际化排

名得分 10.94 分，位列 17 名；文化传播交流排名得分 5.25 分，

位列 71 名；国际显示度排名得分 7.82 分，位列 82 名；校园

网国际化排名得分 25 分，位列第 47 名。 

近年来，华北电力大学把国际化办学作为学校建设高水

平大学的三大战略增长点之一，虽然进行了不懈努力，也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通过 2013、2014 年的国际化办学榜单不

难发现，华北电力大学在各个项目上的排名都比较靠后，这

说明我们与国内高水平大学、与其它“211 工程”院校以及

部分地方性院校之间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造

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投入的问题、有思想观念

的问题、有管理水平的问题等等。目前，经济全球化、高等

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而且高等院校的国

际化已经从关注形式上的国际化到了关注内容的国际化，国

际化的内容已经从浅层次走向深层次、从外围进入核心。面

对高等教育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机遇期，不进则退、慢进也是

退，这就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需加倍努

力，争取早日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实现新突破，从而助推高水

平大学建设实现新跨越。（具体排名情况见附件）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华北电力大学在 2013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国际化

水平排行榜中的情况一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华北电力大学在 2014 年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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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的情况一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榜单（201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2014 排名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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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华北电力大学在华北电力大学在华北电力大学在华北电力大学在 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    

国际化水平排行榜国际化水平排行榜国际化水平排行榜国际化水平排行榜中的情况一览中的情况一览中的情况一览中的情况一览    

排名项目排名项目排名项目排名项目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综合排名 64 8.81 

国际学生 62 4.44 

教师国际交流 61 3.01 

中外合作办学 34 13.33 

科研合作与交流 55 3.27 

文化传播交流 49 5.57 

国际显示度 48 1.30 

注：所有评价项目均采用百分制，满分 100分。评价样本学校为教育部直属 75所高校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华北电力大学在华北电力大学在华北电力大学在华北电力大学在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中国大学中国大学中国大学中国大学    

国际化水平排名国际化水平排名国际化水平排名国际化水平排名中的情况一览中的情况一览中的情况一览中的情况一览    

排名项目排名项目排名项目排名项目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综合排名 66 8.08 

国际学生 87 5.23 

教师国际交流 44 8.91 

中外合作办学 66 2.84 

科研国际化 17 10.94 

文化传播交流 71 5.25 

国际显示度 82 7.82 

注：所有评价项目均采用百分制，满分 100分。评价样本学校 112所“211工程”和“985工程”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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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榜榜榜榜单（（（（2014201420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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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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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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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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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2014201420142014 排名用排名用排名用排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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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说明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说明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说明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2013年的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共有10个一级指

标、33个二级指标。 2014年，经过研究、管理层面多个专家

会议的反复论证，合并有关同类项目，确定了学生国际化、

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交流、文化传播交流、

国际显示度、国际化保障等7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44

个三级指标，是为研究版指标体系。 

与2013年不同， 指标体系增加了国际化保障一级指标，

将国际化理念、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校园国际化一级指标

并入，并增加了经费保障二级指标，将中外合作办学一级指

标并入了教学国际化；一级指标中学生国际化增加了派出学

生二级指标，教师国际化分为队伍构成、交流2个二级指标，

教学国际化分成了课程、中外合作办学2个二级指标，文化

传播交流分为国内、国外2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做了进一

步完善丰富。 

大学国际化发展水平排名是本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目

的在于检验高校国际化发展现状，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2014

年，本课题组选取指标体系中对当前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影

响最大、最能尽快提升高校国际化发展某方面工作的维度作

为排名用指标体系。计有国际学生、教师国际交流、中外合

作办学、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文化传播交流、国际显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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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国际化等7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 

由于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原研究用指标体系一级

指标“中国际显示度”中的“中国大学2013年ESI-TOP论文

排行榜”今年没有进行，课题组将此专项指标在排名中改用

了谷歌数据，一级指标“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成果”

这个二级指标数据掌握不够权威科学，排名改用Web of 

science数据。使用谷歌、Web of science数据是运用大数据开

展此项研究的尝试。 

校园网国际化本是一级指标“国际化保障”中的一个三

级指标，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各高校校园网建设在国际化

方面差别很大，外文网页建设质量更是参差不齐，而校园网

语言的多样化是高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显示特征。因此，为

了促进高校重视校园网国际化工作，课题组在排名中专门将

校园网国际化作为一级指标进行了排名。 

1.1.1.1.学生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学生国际化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学生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

重要维度。本研究中，学生的国际交流体现在国际学生和向

国外派出留学生、交流生两大方面。 

国际学生情况通过：①来华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②留

学生来源地区和人数；③留学生层次及人数；④专业及人数

等4个三级指标体现。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通过①派出到国外学习和交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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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②参加国际比赛人数；③参加国际会议人数；④派往地

区和人数；⑤排除层次及人数等5个二级指标体现。 

2.2.2.2.教师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师国际化    

    大学者，大师也。教师是高校国际化的具体实施者，教

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决定着高校的国际化水平。本研究中教

师国际化分为队伍构成、交流2个二级指标。 

    构成由①外籍教师占学校教师的比例（半年以上）；②

聘请海外名誉教授、客座教授人数；③国外获得学位的教师

人数；④国际组织、国际刊物认知人数4个三级指标构成。 

    交流由①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人数；②国外讲学人数；③

国外进修人数；④国外合作研究人数4个三级指标。 

3.3.3.3.教学国际化教学国际化教学国际化教学国际化    

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环节，是高校国际化的基本

实现方式和途径。本一级指标有课程和中外合作办学2个二

级指标。课程由①使用原版教材课程数；②非语言类专业使

用外语授课课程数；③网上国际共享课程数3个三级指标构

成。中外合作办学由机构数、项目数2个三级指标构成，机

构主要考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国外分校数，项目数主要考

察本科、硕士以上项目。 

4.4.4.4.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    

科研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广泛的科研合作与交流是

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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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级指标包括研究与成果2个二级指标，其中研究包

括：①国际合作项目数；②来自国外科研经费；成果包括①

SSCI、SCI、EI、ISTP发表论文数（包括中外联合发表）；②

中外联合实验室数等三级指标。 

5.5.5.5.文化传播交流文化传播交流文化传播交流文化传播交流    

本研究认为，高校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被动、单一和模仿。

从本质上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各国文化平等、双

向融合的过程，而不应是某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的泛世界化

过程。只有达到双向交流，才是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作为先

进文化的传播与生产机构，高校肩负着介绍与传播、吸收与

鉴别国外先进文化，推介、传播本国先进文化的双重重任，

并因此促进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交流。因此，高校是否拥有

文化传播与交流机构是衡量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本一级指标有国外、国内2个二级指标，国外主要是考

察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开办情况，国内主要考察各个高校

研究国外经济文化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设情况和国外在

我国高校内设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情况。 

6.6.6.6.国际显示度国际显示度国际显示度国际显示度    

本课题研究认为，既然是评价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就必

须关照到现有的、国际上公认的大学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

系或者排行榜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的公认，影响巨大，在这些

榜单中的位置本身就说明了一所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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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了世界公认的“上海交大学术排行榜”、“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以及“中国大学ESI-TOP论文排行榜”作

为二级指标。从综合、专项2个方面考察高校在国际上的显

示度。 

7.7.7.7.国际化保障国际化保障国际化保障国际化保障    

高校国际化的保障条件对于国际化发展水平影响不言

而喻，高校国际化发展必须拥有一定的人力物力保障，因此，

本研究增设了此一级指标。 

本一级指标由国际化理念、经费保障、机构与人员保障、

校园国际化4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是否拥有国际化办学

理念直接影响高校的国际化工作开展与水平提高，国际化理

念这项指标旨在考察高校领导层面的国际化意识。本二级指

标从学校的国际化战略规划、人才培养定位中国际化的体

现、学校国际化评估体系3个三级指标考察；经费毫无疑问

是高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本研究主要从高校年度经费

预算中国际合作交流的经费预算金额，行政人员、教师、学

生各占的比例考察；管理部门和机构是高校国际化的组织实

施部门，对于高校国际化开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本二级指

标从是否拥有学校国际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处、海外教育

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校级专职在编管理人员数等方面考察；

实现校园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体现。此二级指标

有校内名称、标语、指示牌使用中英文、学校二级单位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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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网站情况、举办国际会议数、举办国际大中型文化活动

及运动会数等三级指标考察。 

（说明：本研究全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教育发展统计公

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教育部国际司等相

关部门统计资料与官方网站，以及各个学校的新闻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