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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反馈研究

张　奕

摘　要：本文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工具，对来华留学硕博两类共计311名学生进行了调

查研究。结果显示，外籍硕博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反馈较为满意，对导师满意度最高，

对管理满意度较低。微观数据分析表明，两组样本在教学、科研、导师、管理等方面满意度

均存在差异。研究建议在研究生教育中，应实施中外籍研究生统一管理、制定国际化的研究

生培养方案、提高导师的积极性、提升外籍研究生的社会认可度。同时对留学研究生授课语

言进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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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我

国高等教育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实现高等

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作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研究生教育质量直接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

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国际学生已成为国与国之间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教育部网站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

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市、

区）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

留学生总计258122 人，占来华生总数的52.44%，

比2017年增加了16579人，同比增加6.86%；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共计85062人，比2017年增加12.28%，

其中，博士研究生25618人，硕士研究生59444人。

近10万的外国留学生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多元

化，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创造了 
机遇。

国内学界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从研究的

深度、广度均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比较有代表

性的有：周文辉课题组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系

统、全面的调查报告[1]；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大学研

究生教育满意度的分析[2,3]；针对某一专业研究生满

意度的讨论[4,5]；对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的内涵与模型

构建的理论分析[6]。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以上研

究大多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国内学界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从研究内容上

看，主要集中在：来华留学生整体现状及教育质量

的研究[7-11]；对某一专业如农业、航空航天、医学、

体育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体系、发展状况的专题讨 
论[12-16]；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生源问题的

微观探讨[17,18]；对中国、日本及德国外国留学生政

策的比较研究。[19,20]从研究对象上看，有对非洲来

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讨论 [21]，也有针对某一高校

或某一地区留学研究生培养教育中存在问题及对

策的数据分析。[22-24]从研究工具的选择上看，以上

研究大多采用文献阅读、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 
方法。

从文献分析不难看出，国内对研究生教育的讨

论更为聚焦，对研究生满意度的研究从数据分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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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均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对来华外国留

学生的研究，国内主要涉及留学生的教育政策、发

展现状、培养体系、教育质量等，研究范围较广，

但研究问题不够集中，系统性不强，较多研究还处

于探索阶段。

因此本文将研究来华留学硕博生对我国教育的

反馈意见，以期制定与中国研究生教育趋同化的管

理体制及培养方案，为留学研究生教育提供切实可

行的建议与意见。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辅的设计，针

对来华留学研究生进行调查分析。问卷采用匿名方

式向3所“985”高校的留学研究生发放，回收有效

问卷311份。样本如表1所示。

表1　外国留学生学科分布

学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工学 97 31.2 73 23.5 170 54.7

理学 6 1.9 13 4.2 19 6.1

农学 10 3.2 66 21.2 76 24.4

艺术学 9 2.9 0 0 9 2.9

经济学 5 1.6 5 1.6 10 3.2

法学 3 1 1 0.3 4 1.3

教育学 1 0.3 1 0.3 2 0.6

哲学 0 0 1 0.3 1 0.3

管理学 7 2.3 12 3.9 19 6.2

医学 1 0.3 0 0 1 0.3

总计 139 44.7 172 55.3 311 100

（二）研究工具

英文问卷在周文辉课题组自2012年以来设计的

中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表的基础上[1]，对问卷进行

了进一步的细化，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

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学校等。

第二部分为25道封闭式选择题及两道多选题。选择

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研究生反馈评价分为“非常

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五个级别，分别赋值5、4、3、2、1。满意度测算

以学生达到非常满意、比较满意的百分比平均值为

准。问卷调查涉及研究生对教育的整体评价（图

1），包括教学、科研、导师、管理四个维度。在教

学维度，着重调查学生对教学效果、课程设置、教

学方法及教学质量的意见。在科研维度，考查学生

对参加科研活动的总体评价、参加科研活动的动机

及科研活动效果。在导师维度，问卷调查涵盖对导

师的科研能力、指导态度、导师的专业素养及学生

与导师的沟通等方面评价。在管理维度，问卷调查

涉及对所在学院管理的满意程度，以及对图书馆、

宿舍、学生食堂、奖学金、就业指导的意见。第三

部分为开放式问答题，调查学生对研究生教育的建

议与意见。

英文问卷在忠实中文问卷语言及内容的基础

上，增加了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汉语能力、英语能

力及所在学科的调查。英文问卷完成后，征询了英

语为母语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对语言表达不规范的

选项进行了修改，同时发放作者所在学院的外国留

学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对问卷的语言进行了再

次润色。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模型的拟合度各项指

标良好，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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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体评价构成

（三）研究问题

1. 来华留学研究生对教育培养质量总体反馈 
如何？

2. 来华留学研究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微

观评价反馈如何？

3. 来华留学研究生语言能力可否支撑其开展科

研活动？

三、数据分析

（一）来华留学研究生总体反馈分析

图2显示，参加问卷调查来华留学硕士生为

139名，博士生172名。311名学生对我国教育的

总体满意度硕士达到64%，博士满意度达到76.7% 
（图3）。

外国硕士
139

外国博士
172 　　 　　　　

　　　　��　图2　参加问卷调查的两类留学生比例　　　　　　　��　　图3　来华留学研究生总体满意度

问卷调查取样统计数据表2显示，来华留学硕士满意度平均值为3.7，博士满意度平均值3.9，硕博平均

满意度达到71.1%。

表2　问卷调查取样统计

对研究生教育的

总体评价

频次（%） 满意度（%） 平均值 标准差

硕士 博士 总计 硕士 博士 总计 硕士 博士 总计 硕士 博士 总计

非常满意（5） 32 10.3 49 15.8 81 26.0

64 76.7 71.1 3.7 3.9 3.8 17.634 28.408 45.420

比较满意（4） 57 18.3 83 26.7 140 45.0

一般（3） 31 10.0 21 6.8 52 16.7

不太满意（2） 11 3.5 14 4.5 25 8.0

非常不满意（1） 8 2.6 5 1.6 1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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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项分类统计结果

对教学、科研、导师及管理四个方面的总体反馈测评数据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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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导师方面　　　　　　　　　　　　　（d）管理方面

图4　四项分类分析

　

　　　　　　　　　　　　图5　教学统计分析　　　　　　　　　　　　　图6　导师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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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的反馈数据显示，留学研究生对导师满

意度最高（留学硕士总体满意度达到81.3%，留学

博士83.7%），其次为科研（留学硕士64.7%，留

学博士75%），对管理平均满意度最低（留学硕士

55.4%，留学博士58.7%）。两种样本单独分析，在

教学方面，留学硕士的满意度最低，仅为50.4%。

 （三）微观层面统计分析 

1. 教学：来华博士对教学水平、方法较为满

意，来华硕士对教学内容较为满意 
图5显示，在两组样本中，留学博士在两个维度

上满意度高于留学硕士，具体表现在：教学方法满

意度来华博士达到61.6%，硕士56.1%；教学水平满

意度来华博士为66.9%，硕士57.6%。在教学内容的

前沿性方面，来华硕士满意度（63.3%）高于来华

博士（59.9%）。

2. 导师：来华研究生满意度评价趋势一致

在对导师满意度的调查中，图6数据显示，来华

留学研究生对导师的学术水平、指导水平及指导频

率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中对导师的学术水平评

价最高，来华硕士达到84.2%，博士达到83.7% 。
3. 科研：来华研究生注重研究能力，博士强调

实践能力，硕士看重学科前沿

在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科研目的的调查中（图

7）， 31.8%的来华博士把提升实践能力放在了首

位，其次为了解学科前沿（29.6%）、垒实专业基

础（28.9%）、提升创新能力（25.4%）和学习科

研方法（25.1%），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增加学习兴

趣（18.6%）。来华硕士把了解学科前沿放在第一

（19%），其次为垒实专业基础（18.9%）、提升实

践能力（18.4%）、学习科研方法（17.3%）、提升

创新能力（16.5%）。与来华博士相同，排在最后

一位的是增加学习兴趣（10.8%）。

图8显示参加科研活动的收获，36 .3%的来

华博士认为研究能力的提高是他们参加科研项

目的最大收获，其次为学术素养（33.4%）、就

业竞争力（31.2%）、实践能力（29.3%）、创

新能力（28.3%），学习能力的提高为最后一位

（21.2%）。来华硕士（26%）也把研究能力的提高

作为他们参加科研活动的最大收获，紧随其后的为

实践能力（25.7%）、就业竞争力（24.1%）、创新

力（23.5%）、学术素养（22.8%），学习能力依旧

排在了最后一位（18.0%）。

4. 管理：来华研究生对图书馆满意度较高，就

业指导满意度最低

在教学条件支撑方面（图9），来华研究生对

图书馆满意度最高，硕士达到69.8%，博士达到

60.5%。对就业指导满意度最低，硕士仅为36%，

博士只有43.6%。对留学研究生涉及的主要管理

部门国际教育学院、专业学院，数据显示来华博

士满意度（61.6%、67.4%）高于硕士（58.3%、

58.3%）。在生活方面，来华硕士对食堂、住宿满

意度（61.2%、54.7%）高于来华博士（51.2%、

52.9%）。

图7　科研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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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科研收获

　  　

　　　　　　（a）管理          　　　　　    （b）支撑             　　　　   （c）生活

图9　管理方面统计数据

（四）来华留学研究生语言能力数据分析

问卷还对311位来华留学研究生的语言能力进行

了调查分析。 
从表3数据中不难发现，英语语言能力较高的来

华研究生凤毛麟角，GRE超过331分的仅占9.3%，

雅思综合成绩7.5以上的占8.7%，托福成绩高于111

分者占6.8%。汉语成绩达到6级的只有3.2%。有

7.1%的学生GRE成绩低于300分，3.5%的学生雅思

低于5分，2.6%的学生托福低于70分，有9.3%的学

生汉语成绩仅为1级。问卷调查还显示，有68名学生

（占问卷调查人数的21.86%）无任何语言成绩。

表3　外国留学生语言成绩统计

成绩
硕士 博士 总计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GRE

300 8 2.6 14 4.5 22 7.1
301～310 8 2.6 6 1.9 14 4.5
311～320 15 4.8 12 3.9 27 8.7
321～330 12 3.9 11 3.5 23 7.4

≥331 13 4.2 16 5.1 29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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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硕士 博士 总计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雅思

≤5 3 1.0 8 2.6 11 3.5
5.5～6 15 4.8 23 7.4 38 12.2
6.5～7 33 10.6 36 11.6 69 22.2
≥7.5 15 4.8 12 3.9 27 8.7

托福

≤70 2 0.6 6 1.9 8 2.6
71～80 3 1.0 11 3.5 14 4.5
81～90 6 1.9 8 2.6 14 4.5

91～100 13 4.2 13 4.2 26 8.4
101～110 9 2.9 12 3.9 21 6.8

≥111 14 4.5 7 2.3 21 6.8

汉语考试

1级 11 3.5 18 5.8 29 9.3
2级 8 2.6 11 3.5 19 6.1
3级 14 4.5 18 5.8 32 10.3
4级 24 7.7 66 21.2 90 28.9
5级 8 2.6 2 0.6 10 3.2
6级 7 2.3 3 1.0 10 3.2

续表

四、讨论

（一）培养方案应与国际接轨，授予学位应有

统一标准 

总结问卷调查不难发现，虽然来华留学研究生

对我国教育质量的反馈总体评价较好（博士满意度

76.7%，硕士64%），但两类学生对教学、科研、管

理等方面的反馈存在差异。

这就提示我国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在制定培养方

案时应与国际接轨，不应仅考虑某一组学生（本国

研究生或留学研究生），或是中外学生区别对待。

每一学科应有中英文对照培养方案，内容、要求、

学分、学时、选修、必修课应基本一致，仅授课语

言分为英语与汉语[25]。统一的培养方案有利于教师

进行教学，有利于统一管理、统一要求。在所查阅

文献中，还未曾发现任何国家为外国留学生制定异

于本国学生的课程要求及培养体系。

（二）提升导师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积极性，科

研活动以培养学生创新与实践为主导

问卷调查显示，留学研究生对导师的学术素

养、学术能力满意度较高。在开放式问答中，有留

学研究生表示，在同一个课题组内，导师对中外学

生区别对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语言沟通影响了

相互的理解。同时各校对留学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的科研训练未做明确规定，留学研究生科研产出有

限，大大影响了导师招收留学研究生的积极性。有

导师甚至认为，培养留学研究生费时费力，属于出

力不讨好的差事。

同时导师应坚持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为导

向的培养模式，对留学研究生更应有与中国研究生

相同的要求。学校管理部门应大胆提高培养留学研

究生的工作量，鼓励导师招收外国留学生。

（三）大力倡导中外学生的统一管理，研究生

院应积极融入留学研究生的管理

问卷调查显示，留学研究生对国际教育学院的管

理满意度较低（硕士58.3%，博士61.6%），集中体现

为语言沟通不畅、对学校的规章制度不了解。众所周

知，国内研究生教育一直由研究生院与专业学院共同

管理：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构

建及研究生培养；研究生院负责对培养过程的监督和

调控。在对待留学研究生的管理方面，各校研究生院

参与度有限。留学研究生管理应为国际教育学院（负

责招生）、专业学院（负责培养）、研究生院（负责

监督与调控）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留学研究生的管

理应打破固有的国教院、学院两方的管理模式，研究

生院的加入必将提高留学研究生的管理质量，同时也

有利于建立统一学位授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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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对中外学生的就业指导，提高中外

研究生的社会认可度

问卷调查显示，留学研究生对中国高校中就业

指导满意度最低（硕士36%，博士43.6%）。部分原

因是各高校未将留学研究生的就业率纳入国教院、

专业学院的考核范围。专业学院负责学生就业的副

书记、学校就业办及学生处一直将中国研究生的

就业放在首位，每年有大型招聘会，有关于就业的

讲座及指导，但对留学研究生的就业却无人过问，

似乎只要招到留学生就万事大吉，至于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是否与学生未来工作相关则不在考虑范围

内。岂不知留学研究生的良好就业率及较高的社会

认可度将极大地提高高校留学研究生的招收质量和

招收人数。学校应将留学研究生的就业指导纳入正

常工作范围，探讨并研究留学研究生在国内、国外

就业趋势，积极鼓励导师推荐优秀留学研究生在国

内企业就业，使他们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促

进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使中国尽快成为教育全球化

的有力倡导者和践行者。

（五）招收外国留学生应对语言能力提出明确

要求，中英文授课平行进行

在招收留学研究生时，应对学生的语言水平提

出明确的要求。从问卷调查看，英语雅思达到6.5分
及以上仅占30.9%，只有22%的学生托福成绩达到90
分以上。如此低的语言成绩不足以满足学生接受英

语授课，用英语写出科研论文更成为空话。问卷调

查同时显示留学研究生汉语HSK成绩达到4级及以

上的仅占35.3%。各高校在接收留学生时要求汉语

HSK达到4级，这个成绩仅仅可以进行简单的生活

会话，无法进行深度讨论与科研。因此在接收留学

生时，应将留学研究生分为两类：汉语授课型和英

文授课型。对接受汉语授课的留学生，提高汉语成

绩门槛值，入校后接受全面汉语教育，与中国学生

同坐课堂，同时科研。对英语授课型学生，英语成

绩应参照欧美国家的入学要求，雅思平均应不低于

6分，托福成绩应在90分以上。若为博士生，应有

GRE 成绩，且不低于300分。在问卷调查的开放式

问题中，留学研究生提出虽然参加了英文授课，但

培养方案中有对中文课程学分的要求，因此把过多

的时间与精力放在了汉语语言学习中，影响了课程

学习和科研活动。由此可见，对留学研究生的分类

管理势在必行。对于接受英文授课的学生，汉语学

分可以不做要求或达到了解中国文化即可。对于汉

语授课的学生则进行全面的汉语语言及文化训练，

对汉语学分应有要求。应避免目前大多数学校对留

学研究生统一汉语能力的要求。

五、结论

留学生教育不仅仅应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术培

养与训练，还承载着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才的目

标。高校在“双一流”建设及加快国际化的进程中，

首先管理理念需要与国际接轨。我国高校对本科生、

硕士生及博士生的管理早已规范化、体系化。但面对

不断涌入的外国留学生，在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

度，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可依、有章可行。同时高校

应该严守有关留学生的规章制度，对待留学生不应另

眼相看。对外国留学生入学的专业技能、专业素质应

有量化的考核指标。高校对接收外国留学生，应分层

次进行筛选。如对本科生的录取，应参照高考进行必

要的考试，对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应着重其研究

能力的考察。只有把好入学关，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

外国留学生的培养质量。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反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发现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统一管理、培养

方案与国际接轨、制定具体措施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的

社会认可度，将会切实提高留学生的培养质量，丰富研

究生教育的内涵，助力我国成为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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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oreign Graduates' Feedback on Chinese University  
Education under "Double-First Class" Background

ZHANG Yi
Abstract: With the questionnaire as the instrument, this research empirically examined 311 foreign graduates' feedback on Chinese 
university  educ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both foreign doctoral students and graduate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education in 
China. Their opinions toward the supervisors are quite positive while their feedback  on management are, to some extent, negative. 
Further study showed that their opinions on teaching, research, supervisor and management are diversified. It is suggested that same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urse curriculum should be established. Moreover, encouraging supervisors to accept 
and cultivate more qualified foreign graduates and enhancing foreign students  social acceptance are highly recommend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education; feed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