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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国际期刊”一体化建设

对学科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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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旨在探寻将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应用于本科教学国际化培养环节的可行性方案及其对

国际化培养目标的支撑作用，建立基于“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国际期刊”的一体化国际化教学平

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提升本科教育国际化培养质量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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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ir support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objectives,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teaching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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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指出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创新人才培养模型，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经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优势教育

资源，从而促进与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正因为

如此，推动国际化办学和人才培养，提升本科教育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全球

化背景下，我国本科教育需要向世界高水平本科培

养模式学习，借助国际化资源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根据学者前期研究发现，国际学会及其主办的国际

会议[1]、国际期刊[2]以及国际课程[3,4]等，都有利于

提高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国际人才培养。本项目

旨建立基于“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国际期刊”的一

体化国际化教学平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为

提升本科教育国际化培养质量提供参考和依据。

1  “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国际期刊”一体

化国际教学平台的实践
“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国际期刊”一体化国

际教学平台是基于科教融合思想，将“国际学会-

国际会议-国际期刊”一体化科研应用于教育教学，

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的国际化。

在实践过程中首先分析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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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的国际化的需求，然后有针对性的研究国

际学会、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在国际化培养环节中

的可行性方案。

图 1  一体化国际化教学平台

Fig.1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teaching platform

1.1  国际化需求

基于学科发展、青年教师发展和本硕博培养等

方面确定不同的国际化需求，见表 1。

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发挥

在学科创新和学科提升方面的能效，需要凝练学科

发展方向，提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促进学

科前沿领域交叉创新，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建立

国际化教学课程，是培养国际化人才最重要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增加专业课程双语教学数量、邀请外国

专家学者讲课或开设国际课程等。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是优势学科国际化建设的

坚实基础，一所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为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

际化师资队伍，除不断扩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规

模，还要加大本校师资国际化培养力度，提高青年

教师的国际化教学经验、制定中长期结合的科研规

划，搭建适合青年教师发展国际合作平台。

表 1  国际化需求

Table 1  Internationalization requirements

类别 学科发展 青年教师 博士 硕士 本科

国际化需

求

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提升

国际影响力、设置国际化

教学课程体系

国际化教学经验、科

研规划、国际合作发

展平台

接触科研前沿、出

国交流或深造、科

研规划、外企工作

接触科研前沿、

出国深造、外企

工作

了解科研发展、出

国深造、外企工作

在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方面，不仅仅局限于出国

联合培养模式，强化校内国际化教育水平，通过邀

请一些与本校学科相关的国际知名教授通过线上

线下授课或者答疑解惑的方式满足当前疫情常态

下研究生不便出境参加学术交流，满足研究生学习

国际学术前沿的需求。另外，还需要邀请专家为研

究生介绍国外深造以及外企工作的事情。

1.2  国际化教学平台的实施方案

针对表 1 中的国际化需求，为国际学会、国际

会议和国际期刊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见表 2。
表 2  国际化教学平台的实施方案

Table 2  Implementation plan of international teaching platform

类别 学科发展 青年教师 博士 硕士 本科

国际学会
国际化教学课程、

提升国际影响力
会员、国际交流平台

会员、国际交流平台、

联合培养的合作导师
—— ——

国际会议 提升国际影响力
研讨、拓宽交流、

参会交流

参会学习、联合培养、

潜在就业机会

参会学习、了

解国外深造导

师

感受国际会议的

学术氛围

国际期刊 提升国际影响力
分享科研成果、

青年编委
分享科研成果 分享科研成果 ——

在一体化教学平台的实践过程中发现两个需

要改进的问题。国外专家的分享多以专题报告的形

式，只有为数不多的专家开设了前沿课。与专题报

告相比，前沿课所涉及的知识范围更宽、体系更完

整、讲授时间相应更长，更有利于硕博生对知识整

体理解与吸收。但同时国外专家的精力付出也更多。

选择讲授前沿课的专家应优先选择讲授相关主题

方向课程的专家，既可以满足课程需求也可以减少

专家的准备工作量。此外，本科生在国家化教学平

台中的参与度比较低。没有针对本科生的情况设置

专门的课程，本科生参与的前沿课是为硕博生设置

的。考虑本科生和硕博生知识储量的差异，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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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直接参与硕博生的前沿课。准备有针对性地

选择国外专家专门为本科生授课，比如新生研讨课

中加入国外本专业发展的介绍、重要的专业课程教

学中融入国外的专业知识讲解。

2  思考与建议
（1）国际学会及其主办的国际会议可以提高

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评价一个学会的国际学术影响

力，首要指标是组织及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能

力，体现着一个学会对国际学术资源的调配能力。

通过组织或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来进行不同

国家、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学术成果首先在

学术同行之间扩散，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

（2）国际期刊促进学科发展，推动学术国际

化。学术期刊刊载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能够反

映出其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

学科，由不同学科组织专业方向。同时，学科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通过社会检验其科学性，从而对其

进行调整。那么学科创新能力、影响范围、质量评

价等就需要学术期刊为其提供平台。学术期刊还要

使学术创新成果与世界接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不

仅是学术国际化的一大表征，也是以办刊促进学术

国际化的重要路径。

（3）创新教学组织形式，构建人才培养国际

化教育课程群。国际化课程群由长期课程、短期课

程以及学术讲座构成，三者相互补充，要强化交叉

与通识教育，特别是学习国际上一些著名高校提供

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先进方案。通过创新教学组

织形式，鼓励学科领域优秀的海外专家利用远程远

频、在线指导等多种方式开展长、中、短期在线授

课、在线讲座，以灵活的教学模式拓展学术交流渠

道。

（4）完善学生派出机制，将“引进来”和“走

出去”有机结合。学生境外学习期间，可体验“双

导师制”培养模式，即国外合作高校配备外籍导师

的基础上，学院再配备一位优秀的本土导师负责训

练学生查阅文献、撰写科学报告的能力，解决学生

在国外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等，以便尽快适应国

外环境和学习模式。

3  结论
本论文首先分析了“国际学会-国际会议-国际

期刊”的一体化国际化教学平台构成，然后分析了

学科发展、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培

养过程中对国际化的需求以及一体化国际化教学

平台的具体实践措施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前期

的实践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为国际化平台在教学

中的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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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微机原理课程改革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

课程改革需要不断探索和持续实践，以完善培养具备

“新素养”的面向未来工程人才的新模式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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