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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ivation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round the world. Furthermore,i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very university.This 

paper takes the master students studying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target,and 

it summarizes five core issues through analyzing factor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master students’ 

degree of satisfaction b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Finally,the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key points of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and put forward som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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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学生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同时也是各高校推动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大连理工大

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和面对面访谈法，对硕士

留学生培养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影响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满意度的因素，提炼出五大核心问

题，最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高校国际学生培养管理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并相应地提出科学

合理的对策建议。 

1.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知识创新体系中占有

突出的战略地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之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影响

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对于留学生教育而言，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无疑成为重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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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同时我国来华留学生主要由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学生组成，发达国家学生占比较少，这说

明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仍处于初级阶段，留学生教育改革促发展迫在眉睫，而硕士留学生必

然成为改革的核心。 

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工学院”之一，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重

点建设的大学，同时还是“中俄工科大学联盟”、“中俄交通大学联盟”、“中欧工程教育平台”

的主要成员，足以可见其在高等教育界的地位。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大连理工大学的留学

生教育水平已处于全国前列，所以将其作为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研究的对象，在研

究中发现的问题，对其他同类高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留学生培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识别并归纳来

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硕士留学生培养改革的建议，

借以推动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留学生教育模式改革，同时为国内其他高校来华留学生培养管理

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借鉴，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推进留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2.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现状 

大连理工大学的留学生教育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截止目前已经接收了 100 多个国

家的 8000 多名国际学生来校学习，其中 2015 年度在校留学生中硕士生及博士生总人数为

548 人。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大连理工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提高学校综合

实力和国际化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2.1 生源分布的全球化 

2015 年大连理工大学在校研究生留学生共 548 人，分别来自 73 个国家，38.0%来自亚

洲，其中巴基斯坦籍人数最多，共 102 人；19.5%来自非洲；17.0%来自欧洲，其中以东欧国

家为主。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留学生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相比，经济较为落

后，教育水平有限，因而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高速发展中的经济趋势、不断进步创新的科

学技术和中国政府在来华留学生方面的各种吸引政策，成为留学选择目的地中的极佳选择。 

2.2 学习专业的多样化 

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学习专业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所学学科逐渐丰富

化，且留学生人数渐渐向各个学科分散均衡。2007年前后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

完全由语言类学生组成，直至 2010 年左右逐渐出现其他学科专业学生。从 2010 年至 2015

年，管理经济类专业的学生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的主力军，且基本占到总人数的50%

左右，语言类学生占比逐渐下降，但是其他学科专业学生占比逐年上升。总而言之，这不仅

表明了来我校学习的留学生学习专业的多样性，还进一步证明了我校学科建设的综合性。 

2.3 校园文化的多元化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每一位留学生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大连理工大学来自全

球 73 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来华留学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我校高度重视

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每年都会举办多次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还促进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交融。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生源分布的全球化，学习专业的多样化，校园

文化的多元化，才形成了硕士留学生培养的挑战性，在硕士留学生培养管理过程中，除了不

断吸收学习他校的优秀经验，还应该积极加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信息反馈，努力了解硕士留

学生的满意度，从学生们的意见中不断改革完善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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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现状调查及分析 

本文将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通过对大连理工大学在校硕士留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发现

培养管理中的问题，并相对应地提出合理的建议。为了真实有效地了解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

的满意度，我们向 216 名在校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不包括语言生）发放了纸质或者电子版

的调查问卷，最终成功回收 197 份，其中有效问卷 185 份，问卷回收率 91.2%，问卷有效率

93.9%。 

通过对 185 份有效问卷数据的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及马科维茨均值方差分析，找出了

影响留学生满意度的 9 大因素。随后对 9 个因素做因子分析，降低维度，选取最优 7 个因子，

成功地发现了影响留学生满意度的 7 个关键影响因素，分别为：教学过程中师生进行互助沟

通、课程设置合理、组织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团队合作能力得到加强、创新、创业能力得

到发展、教师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结交本土同学。 

3.1 聚类分析 

3.1.1 聚类变量的选择 

从问卷量表的“学生期望与感受、教学服务、教学方式、人际关系、课外活动、校园生

活、管理支持、自我发展、奖惩制度”9 个类别的问题入手，将每一类问题的问卷结果制作

成折线图，选取折线图所示结果中波动较大的子问题作为这一大类问题的代表找出 9 个关键

因素，充当聚类变量各类问题。最终选择为聚类分析的变量分别为：留学生入学后对学校教

育服务质量的整体感受、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教学过程中师生进行互动与沟通、是否结交了

本土同学、组织留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行政人员的服务质量、团结合作能力、创新创业

能力得到发展、了解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3.1.2 系统聚类 

选取上文确定的九项指标作为聚类变量，通过系统聚类，确定将问卷调查的留学生分为

三类。三类留学生的特性为：第一类留学生对学校的培养体系、课程设置、软硬件配置均较

为满意；第二类留学生除结交了中国本土同学外，其他问题的满意度为均较低水平，第三类

留学生的各项满意度为中等水平。 

3.1.3K-means聚类 

对系统聚类结果进行分析后，将留学生划分成为三类，再通过k-means聚类方法得到聚

类中心，对聚类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进行检验。对k-means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可知：三类重

心距离较大，各类别留学生特点较为明显，因此可验证系统聚类将问卷调查的留学生划分为

三类是合理的。 

3.1.4 聚类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系统聚类及k-means聚类检验得到的结果，最终可以将参与李克特量表问卷调

查的留学生划分为三类，满意度较高的有73人，比例为33%，即对十个类别的指标的满意度

都为大于等于4，满意度中等和较低的共有112人，比例为67%，即对十个类别的指标满意度

都小于等于三。 

上述分析说明留学生对学校针对留学生的培养体系的满意度处于中下等水平比例大，由

此可见，我校留学生的培养工作还有待于加强；其次利于后期利用马科维茨均值方差组合模

型分析，着重对满意度中低等的数据来源进行进一步分析，找出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3.2 马科维茨均值方差组合模型 

为充分挖掘影响留学生满意度水平高低的因素，我们对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改善，并使

用改善后的模型对满意度水平为中等及低下的留学生进行深入分析，确定影响留学生满意度

的 9 项关键指标。将满意度相关性进行升序排列，选取前 9 项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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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科维茨均值方差组合模型结果 

问题 均值 方差 中间量 相关性 

教学过程中师生进行互助沟通 2.94 0.71 2.06 2.88 

课程设置合理 3.11 0.81 1.89 2.33 

组织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2.85 1.00 2.15 2.16 

团队合作能力得到加强 3.77 0.67 1.23 1.82 

创新、创业能力得到发展 3.35 1.04 1.65 1.59 

教师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3.44 1.12 1.56 1.40 

结交本土同学 3.52 1.09 1.48 1.36 

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质量 3.82 0.89 1.18 1.33 

学校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4.26 0.63 0.74 1.18 

经改进后的均值-方差模型分析后，综合考虑满意度均值和满意度方差两个相互制约的

关系，使其达到最佳平衡状态，最终确定影响留学生满意度的Top9关键指标为：教学过程中

师生进行互助沟通、课程设置合理、组织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团队合作能力得到加强、创

新、创业能力得到发展、教师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广泛化、结交本土同学、行政管理人

员的服务质量、学校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3.3 因子分析 

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减少分析指标的同时，尽量减少云指标包含信息的损失，对所收

集的材料进行全面的分析。 

（1）首先对上文（均值-方差模型）选择的9项指标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由分析表

格可知：Sig=0.001<0.05，所以决绝原假设，即各项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应做因子分析。 

（2）成份得分协方差矩阵：该矩阵为对角矩阵，即选择的7个公共因子相互独立，不具

有相关性，因此可证明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综上，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最终成功得出7个最优因子：教学过程中师生进行互助沟通、

课程设置合理、组织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团队合作能力得到加强、创新、创业能力得到发

展、教师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结交本土同学。这7个因子对硕士留学生满意度的影响最

为关键，因此我们的后续研究将据此展开。 

3.4 留学生访谈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影响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满

意度的 7 个关键因素。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关键因素背后的根源性问题，我们在这 185 位参与

问卷调查的硕士留学生中有针对性地选取了 63 位硕士留学生进行面对面访谈，进一步验证 7

个关键因素提取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发现其背后的根源性问题。最后我们成功地验证了 7 个

关键因素的合理性，并发现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整理如下。 

3.4.1 语言沟通难度大，师资的国际化程度低。 

教学过程中师生进行互助沟通和留学生与中国本土学生结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能力

的制约。留学生与高校教师的中英文水平都没有达到标准，导致彼此之间很少主动沟通，与

此同时授课质量受到影响，进一步加大了留学生们的理解难度和互动难度。 

3.4.2 知识结构存在断层。 

部分硕士留学生表示，在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很多知识他们在自己国家学习时从来没

有接触过，而在中国，老师们默认这些知识是所有人都已经学会的。这也是他们认为课程设

置不合理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结构差异性产生的知识结构断层造成的。 

3.4.3 社会实践活动的限制多。 

在提及社会实践活动时，留学生表示与学校的活动开展存在较大的矛盾。体现在很难有

机会和与中国学生一起参与社会实践类活动，也没有机会与中国学生共同组织开展活动。 

3.4.4 能力提升不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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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表示在学校期间参加各项比赛或者活动的机会非常有限，不仅团队合作能力很

难得到提升，自我创新创业能力得到发展的机会也极其有限；在课堂上，老师很少注重学生

素质能力的培养，课堂形式多是知识理论灌输型。留学生们建议学校应该多给学生创造机会，

老师们更加注意课堂学习氛围和学生个性能力的培养。 

4.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访谈内容，结合前面问卷结果分析得到的七个关键因素，我们发现了来华留

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五大根源性问题。下面笔者将依次深入分析，并相对应地提出几点对策

建议，为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留学生教育管理提供参考，也为国内其他高校硕士留学生教育

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4.1 语言能力有待提升，应提高汉语入学标准加强语言继续教育 

“汉语水平考试”（HSK）作为一项专门用来测试母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的一种标准

化语言测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实施，发展成为今天的新 HSK 考试。新 HSK 考试的提出

弥补了原 HSK 考试的许多不足，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1]同时，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局

发布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有关规定》，来华前未学过汉语或汉语水平达不到专业学习

要求者，来华后需要学习一至二年基础汉语。学习后，经考试汉语水平达到规定标准后，方

可进入专业学习。然而，据调查了解到，部分高校为了扩大招生数量，盲目降低汉语言入学

门槛，大多数选择新 HSK 四级水平为标准。但是其实新 HSK 四级水平还不能满足留学生进入

大学学习的要求，尤其是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对其进入大学学习尤为重要。学生运用汉语

进行写作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学生课程考试成绩与学位论文的撰写，更关系到学生能否在中国

拿到毕业证书。[2] 

因此各高校应该从长远发展出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制定入学标准，严格掌控来华留

学生汉语言入学门槛，切不可盲目扩招，对于部分汉语言能力较为薄弱的来华留学生，学校

应该努力组织开展汉语言学科的入学后系统教育，大力提高留学生们的汉语水平。 

4.2 知识结构存在脱节，应完善制度加强知识水平测评 

知识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成果及其延伸的系统理论。因此，不同文化底

蕴下的形成的知识结构自然存在差异。特别地，来华硕士留学生中大多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并且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多数比中国落后，所以来自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教育的知识结构与

中国相比存在差异性也是必然的，这也就形成了知识结构脱节问题。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

没有认真重视过这个问题，向来是留学生们被迫通过自主学习来弥补这个缺陷，这使得他们

在面对专业知识的后续学习时，需要很长的适应期，并且学习难度也大大加大。 

所以各高校应该完善招生制度，从源头把好生源质量的关口，在招生过程中，加强对留

学生知识水平的测评，严格把控来华留学生知识水平，从生源质量上缩小由于不同文化背景

下知识结构的差异性造成的知识断层，使之与国内教育标准相匹配。 

4.3 个性培养不够重视，应纠正教育意识形态丰富个性化课程设置 

在访谈过程中，很多留学生都反映道学校的培养体系过分呆板化，缺乏对学生的个性培

养，很多老师上课过程中，课堂氛围很凝重，缺乏活力，并且对于理论知识向来都是灌输式

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体现出我校对于留学生教育还停留在过去对中国学生的传统式教

育方式中，缺乏个性化素质培养的意识形态。 

在受教育阶段，人的创造性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尊重个性化发展。没有个性的发展，就相

当于模子式的灌输，中国的传统教育多是如此。但特别地，尊重个性又绝非反对一般意义上

的普遍性教育，而是在开展普遍性教育的基础上不否认个性，尊重个性，重视个性。因此，

作为高校和教师，首先就应该纠正自己的意识形态，正确认识个性化能力培养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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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关注留学生们的个性发展，为学生创造平台和机会，并给予恰当的引

导。为此，高校可以积极了解学生们的学习需求，丰富个性化选修课程，增加社会实践活动

的开展次数，满足学生们的个性化需求和综合能力的发展。此外，还应增设一些有关中国国

情及中国文化方面的选修课，以充实学生的知识结构，给学生们提供一个系统性学习中国文

化的平台，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校园中去。 

4.4 留学生管理体系游离，应完善管理制度促进趋同化管理发展 

在中国留学生培养管理初期，留学生群体基本都是独立于中国学生管理之外的，由专门

的职能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起初，留学生规模较小，该模式完全能够有效地保证留学生

培养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但是如今，随着高等教育教育国际化的大力推进，来华留学生规

模大幅增加，之前的特殊化管理使得来华留学生成为高校中的特殊群体，事无巨细的管理模

式使得管理人员工作日益繁重，并且部门间经常因为职责交叉混乱而推诿扯皮，这对传统的

管理模式提出很大的挑战。很明显，两个学生群体逐渐产生两种管理制度，并且制度之间逐

步分离产生两极化，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群体交流越来越少，这样下去，不仅不利于留学生培

养，也不利于高校国际化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趋同化管理”的思想应运而生。 

“去异求同”是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目标，但是留学生群体来自世界各国，其语言能力、

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各有不同，我们需要正视这些差异，因此需要在推进趋同化管理的过程

中以跨文化的视角坚持“同中有异”的原则。[3]各高校应当积极构建硕士留学生趋同化管理

架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促进教学过程趋同化，加强硕士留学生入学辅导，积极发挥

校园学生社团和自治组织优势，加强中外学生的交流与融合。总而言之，要从制度、教育和

文化等各方各面实现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 

4.5 师资水平有待提升，应加强教师国际化教学水平培养 

面对留学生教育国际化的考验，高校教师站在了迎接挑战的紧要关头。我国高校教师现

有的素质与国际化的高校教师素质标准、与发达国家相同层次的高校教师的素质相比还有一

定的差距，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下，面对本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功能上的拓展和延伸，有些力不从心。因而当前的师资

国际化水平还是有待提升的，不仅仅要在知识素质和科研能力上精益求精，还应该在语言能

力、教学能力上加强培训。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着重加强高校整体师资水平，第一，大力推进教师语言培

训，提高高校双语教师的比例。语言是教学过程中最基础的教学工具，语言能力的薄弱不仅

干扰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教学质量提高也有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校可

以积极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开展教师语言培训班等。第二，提升高校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

在面对未来国际学生汇集的文化多样性的大课堂时，高校教师只有了解来自异域文化背景学

生的学习特点才能顺利展开教学工作。有学者认为，让教师直接进行跨国交流并参与其教学

活动是将教育国际化落到实处的根本之举。当教师对跨文化教学的理解逐步加深时，高校教

师才能获得内部驱动力，逐渐修正个人传统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4]  

5.结束语 

本研究以从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和

访谈分析，得出影响硕士留学生培养管理满意度的七个关键因素，并发现出来华留学硕士研

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五个根源性问题。最后以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为基础，提出关于全国各高校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的对策建议。 

留学生教育有利于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校园文化多元化，有利于教学科研国

际化，更有利于教育理念国际化。留学生教育全面贯彻落实研究生教育改革精神，进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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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学生培养改革与实践。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关键，在于在现有高等教育体制下处理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

之间的差异性，在招生阶段，合理评估高校当前的教育实际，严格留学生入学门槛；在培养

阶段，正视文化差异，科学制定培养方案，加强教师现代化教育意识，提高教师国际化教育

水平；在管理过程中，完善留学生管理体系，大力推进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做好这几个方面，

教育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才会得到极大提高，进

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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