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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跨国教育是人员、项目、提供者、知识、理念和服务跨

越国界的流动 [1]。自 1990 年代，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协

议条款的形式把教育服务列入贸易范畴①，跨国教育迅猛发

展。国际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是一种新的跨国

高等教育模式 [2]——以输出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名义，在其境

外独立经营或者与有关机构合作经营，在接收国提供完整的

学术课程，并在学生完成学习计划后，颁发输出国教育机构

授予的学位 [3]。国际分校数量的增长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跨国

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截至 2017 年 12

月，共有 76 个国家设立了 263 所国际分校，是 2000 年国际分

校数量的 10 倍（图 1）。中国的国际分校是以正式的中外合作

伙伴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被认为是中国教育体系内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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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下，全球开设的国际分校数量快速增

长。中国通过建立中外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开设国际分校，并形成了

一种特殊的跨国教育实体——中外合办大学。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外合

办大学的嵌入性特征，研究其发展现状和空间嵌入机制，并运用“全

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对四所典型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特征进行

分析，从教学模式移植、校园文化融入、功能组织交互、校城空间衔

接四个方面，解读全球整合和地方响应作用下的内、外部网络对中外

合办大学校园空间产生的影响，为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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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制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教育行业纳入国际服务贸易范畴。

图 1  21 世纪初以来国际分校数量统计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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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实体 [5]。中国是设立国际分校最多的国家，目前共设立了

32 所国际分校 [4]，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 9 所，称为中

外合办大学。

中外合办大学是一种典型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外方合作院校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图 2），

嵌入性是其重要特征。跨国空间是在城市环境中产生的一类

连接“地方”与“全球”的枢纽区域，是跨国经济联系、社

会流动、文化交流以及政治相互作用的密集区域 [6]。在跨国

空间内，外部世界与地方发生着频繁的互动作用和连接，具

有非本土特征的跨国要素和跨国行为体不断嵌入特定的城市

空间，形成了区别于本土空间景观和职能的嵌入性空间特

征 [7]。“嵌入”（embeddedness）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

过系统内部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适应，形成一个各取所

需、趋于稳定的新系统的过程 [8]。嵌入理论起源于新经济社

会学，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是一种用以阐

明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理论工具 [9]。曼彻斯特学派学者赫

斯（Hess）将嵌入理论赋予了空间关系的研究视角，提出全

球网络和地方网络共同嵌入，空间与网络叠合形成了跨国 

空间 [10]。

国际分校的嵌入性特征已逐渐得到论证，教育学领域

文献用国际商业和战略管理领域的“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

式”（global integration–local responsiveness paradigm）[11] 分析

国际分校的教育服务在适应地方需求方面所面临的选择 [12]，

相关研究主要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探讨在全球整合和地

方响应两种力量作用下，国际分校的教育管理和决策 [13]。不

过，中外合办大学在空间领域的嵌入性特征尚缺少研究，本

文从空间嵌入视角审视“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作用下

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特征，总结其特色和经验，以期为国

际分校的校园规划提供借鉴。

1  中外合办大学发展现状和空间嵌入机制

1.1  总体发展现状
2003 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

条例》指出中外合办大学需要设立独立校区 [14]，拥有完整校

园。目前，中外合办大学校园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依

托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发展（图 3），9 所院校首次招生时间

跨度较大，在校生数量、校园规模和校园建设情况也存在差

异（表 1）。中外合办大学的主要承建方包括地方城市和外方

院校：地方城市给予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外方院校提供技

术指导和信息传递，同时中方合作院校协助申办和管理。就

地方城市而言，城市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人才引进、地区发

展的重大意义，在资金、土地、税收、政策、申办手续等方

图 2  中外合办大学合作院校网络图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谷歌地图绘制

图 3  中外合办大学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http://www.crs.jsj.edu.cn/index/sort/1006、谷歌地图底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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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给予中外合办大学大力支持。就外方合作院校而言，外

方院校自身发展遇到了诸多挑战，在生源、财政、发展空间

等方面都存在局限，迫切希望通过全球性教育合作向发展中

国家输出教育服务，招揽生源，集聚人才，激发办学活力。

在国际教育合作进程中，地方城市与外方院校共同指导中外

合办大学校园建设，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特色鲜明的新

型教育空间。

1.2  空间嵌入机制
嵌入是某一事物进入另一事物的过程和状态，嵌入机制

需要包括几个要素 ：其一，两个或两个以上属于不同系统的

嵌入主体；其二，一个事物如何嵌入另一事物之中的嵌入过

程；其三，嵌入之后二者表现的状态，即嵌入形式 [15]。中外

合办大学的嵌入主体包括中外合办大学、外方院校和地方城

市三类跨国行为体，它们集聚在校园这一特定的城市空间中，

形成了中外合办大学与外方院校联系的内部网络和中外合办

大学与地方环境互动的外部网络 [16]，并在“全球整合—地方

响应”范式的作用下建构跨国教育网络，通过功能要素重构、

空间网络再建构孕育出特色的跨国教育空间（图 4）。具体表

现为：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既要体现外方院校的教学模式、

校园文化，又要与地方城市在功能组织和空间形态上产生互

动和联系。

2  案例分析：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嵌入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中外合办大学的校园空间嵌入特征，

本文选取四所具有完全独立校园或一期已经建成并使用的高

校作为典型案例，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①。

宁波诺丁汉大学创办于 2004 年，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

办大学，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校园

位于宁波市的宁波高教园，规划用地面积 60 hm2，校园建筑

风格以现代建筑形式为主。西交利物浦大学创办于 2006 年，

由英国利物浦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创办，校园位于苏州

工业园独墅湖高教园区，规划用地面积 40 hm2，校园规划注

重教育理念与规划设计意象的巧妙结合。上海纽约大学创办

于 2013 年，由美国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创办，校

园选址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直接服务于建设国际金融

中心的战略需求，规划用地面积 1.2 hm2，校园空间较为独

特——所有教学活动都在一栋楼内完成。昆山杜克大学创办

表 1  拥有独立法人办学资格的中外合办大学

校名 首次招生年份 办学地点 在校生数量 / 人 校园面积 / hm2 发起方 合作方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04 宁波 7 800 60 宁波市政府、万里学院 诺丁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2005 珠海 5 000 20 香港浸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市政府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06 苏州 9 700 40 西安交通大学、利物浦大学 苏州市政府

温州肯恩大学 2012 温州 1 600 60 肯恩大学 温州大学、温州市政府

上海纽约大学 2013 上海 1 600 1.2 纽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政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14 深圳 3 500 100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大学、深圳市政府

昆山杜克大学 2014 昆山 1 000 80 昆山市政府 武汉大学、杜克大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2017 深圳 33 俄政府、莫斯科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深圳市政府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2017 汕头 42 李嘉诚基金会 以色列理工学院、汕头市政府、汕头大学

注：校园面积为规划用地面积，非已经建设完成面积；空白为数据未获得。

①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温州肯恩大学校区刚刚建成，尚不完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广东以

色列理工学院是临时校区，正式校区正在建设中。故上述 5 所学校不作为本文分析案例。

图 4  中外合办大学的空间嵌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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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4 年，由美国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合作创办，校园位

于昆山智谷小镇，规划用地面积 80 hm2，校园规划注重生态

设计，强调校园空间的可持续性。

本研究运用“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从教学模式

移植、校园文化融入两方面分析内部网络对四所大学校园空

间的影响，从功能组织交互、校城空间衔接为切入点解读外

部网络对四所大学校园空间的作用。

2.1  全球整合——内部网络嵌入

2.1.1  教学模式移植

中外合办大学立足于外方院校的教育理念，采用与外方

院校相同的质量标准和运作模式制定标准化的课程和管理评

估体制。一方面，大学以培养“世界公民”为目标，引进多

层次对外合作项目，建设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采用全英文

小班化教学、导师制管理的精英化教育；另一方面，大学以

通识博雅教育为特色，鼓励营造开放性、自由化的学习氛围

（表 2）。为了适应这种独特的教学模式，中外合办大学校园

空间设计需要采用更灵活的设计手法。

“精英化”与开放性教学是中外合办大学的主要办学特

色，小型教室和非正式学习空间构成了中外合办大学具有特

色的教学空间。

首先，中外合办大学具有较低的师生比，如宁波诺丁汉

大学师生比接近 1 ∶ 11，上海纽约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均低

于 1 ∶ 10，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班制、精英化教学提供

了可实施性。中外合办大学标准教室的学习空间可容纳 30 人

左右，教室配备便于交流、讨论的圆桌，以及可以任意搬动

的座椅。更小规模的讨论室（多为 10 人左右服务）遍布整个

校园，配备完善的智能电子教学设施，是学生合作完成作业、

开展小型研讨会的主要使用空间。这种小尺度、自由式的空

间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自主研究和学习。

其次，开放的教学环境造就了自由创新型的学习方式，

非正式的学习空间满足了国内外师生随时随地学习、交流的

需要。中外合办大学设置了大量的非正式学习空间，校园的

教学楼、宿舍楼中庭、宽走廊等都被利用起来，通过简单的

布置形成“室外客厅”和“学习走廊”，为师生提供灵活开

放的共享办公空间和自习、阅读、讨论空间，它们与正式学

习空间共同构筑了全新的校园学习空间网络。

2.1.2  校园文化融入

中外合办大学校园保持了外方院校校园文化的延续性，

通过完全复制、元素转化和理念表达三种设计手法，在建筑尺

度、特色要素、色彩和风格上融入外方院校的文化特性（图 5）。

表 2  中外合办大学教学特色和合作项目

特色和项目 宁波诺丁汉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授课特色
全英文教学 ；小班化教学、合作式学习和

导师制度；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模式

全英文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与

实践紧密联系；以研究为导向

“小规模，精英化”的教育特色 ；

本科教育采用通识教育模式

鼓励多样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学习；追求自由的文化氛围

对外合作项目

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校交流 ；通

过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

到全球各大洲从事实习和公益活动

5 个学生交换项目，18 个暑期课

程项目

与纽约大学纽约校区、阿布扎比

校区以及纽约大学在全球设立的

12 学习中心共同开设课程项目

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个

海外高校设立交流合作项目

图 5  三种设计手法表达的校园空间
资料来源：图 a、c、e、f、h为作者拍摄，图 b引自 https://www.nottingham.ac.uk/，图 d引自 https://www.liverpool.ac.uk/，图 g引自 https://dukekunsh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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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复制型设计是采用直接简单的表达方式，移植并展

示外方院校校园文化要素的空间手法。例如：宁波诺丁汉大

学的行政楼立面采用了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相近的建筑语言，

保持了传统典雅的立面风格，并复制了诺丁汉大学的标志性

建筑物——诺丁汉塔 ；西交利物浦大学校园的中心亭也是按

照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座亭形建筑原样复制而来的。

元素转化型设计是对外方院校文化元素进行转译式表

达，实现校园文化在地化创新的手法。例如：西交利物浦大

学的科研楼采用了红砖立面，这是对利物浦大学“红砖大

学”的文化元素表达，但同时立面也加入了不同颜色的玻璃

马赛克元素，则让人联想到苏州水乡波光潋滟的城市印象 [17]；

同样，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行政信息楼设计理念源于苏州太湖

石，但其仍然保持了与利物浦大学相同的建筑色彩和风格。

理念表达型设计是一种对外方院校的文化进行隐喻式表

达的手法。例如：美国杜克大学是典型的森林型大学，校园

规划强调环境生态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昆山杜克大学校园建

设中充分体现了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成为中国第一个得到

“绿色能源与环境设计领袖”（LEED）认证的“整体绿色校

园”[18]。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空间是选址于上海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的一幢独栋建筑，这种布局模式本身就效仿了位于纽

约曼哈顿金融区的美国纽约大学；更直观的是上海纽约大学

校园建筑色彩采用了美国纽约大学的主题色，校园指示系统、

报告厅装饰、中庭装修等均为紫色，这是一种通过色彩营造

进行校园文化表达的设计方法。

2.2  地方响应——外部网络嵌入

2.2.1  功能组织交互

从城市功能布局来看，中外合办大学与其他城市功能单

元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中外合办大学所在园

区的基本情况（表 3），分析中外合办大学周边城市功能与设

施配置水平，确定中外合办大学与城市嵌入的强度和方向，

可总结归纳出外溢型、均衡型、内吸型三种嵌入模式（图 6）。

外溢型嵌入模式是指中外合办大学在片区中影响力较大，大

学向城市的嵌入性更强；均衡型嵌入模式是中外合办大学在

表 3  中外合办大学所在园区基本情况

大学名称 宁波诺丁汉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所在园区 宁波高教园 独墅湖高教园 上海陆家嘴 昆山智谷小镇

园区建设年份 2002 2002 1990 2017

园区面积 / km2 4.33 11 28 3.84 

教育科研类空间

本专科学校较多，包括浙江万

里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

国内有影响力的高校研究院较多，科

研转化、生产空间较多，包括苏州大

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高校、中学、研究所、科研型企

业等教育设施密集分布，包括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高等教育设施及科研院所相对较少，

园区内有部分中小学及国际学校

生活配套类空间
园区内居住区较少，园区外部

有一定数量

园区内有一定数量居住区，并配建有

人才公寓

区域内居住类配套完善，存在各

级别、各种类的居住空间
园区内基本没有，东侧有少量居住区

文化服务类空间
园区内基本没有，西侧有区级

体育馆、图书馆、网球中心等

园区内配建图书馆、会议中心、科技

园等

沿世纪大道和黄浦江分布有金

融、研发、办公类设施

园区内基本没有，南侧有创业服务

中心

景观绿化类空间 园区内部有南北向中央景观带 西邻独墅湖，沿岸景观风貌较好
区域内街头绿地、中心公园遍布，

世纪公园规模较大

紧邻阳澄湖，中央为昆山教育园区

中心湖，南侧有城市生态森林公园

发展储备用地 发展储备用地较多 发展储备用地较少 几乎无发展储备用地 发展储备用地很多

图 6  中外合办大学与城市的嵌入模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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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影响力并没有很突出，但仍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交流密切且相互的影响力较为均衡；内吸型嵌入模式是

中外合办大学需要借助较多的城市人力、配套设施来维持自

身运营，城市向大学的嵌入性更强。

宁波诺丁汉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是较为典型的外溢型嵌

入，大学在规模、科教水平等方面影响力较大，周边并没有

可以与之竞争的同类高校，昆山市甚至将昆山杜克大学视为

“昆山智谷小镇”片区发展的核心中坚力量。西交利物浦大

学可被视为均衡型嵌入，大学与周边高校、科研院所形成集

群效应，构建了一种互相竞争、共同促进的空间模式，其设

立可被视为独墅湖高教园的“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上海纽约大学为内吸型嵌入，大学共享城市公共设施，大学

的体育馆、图书馆、住宿区等都靠城市配套来解决，大学对

于地方的带动固然存在，但其对于陆家嘴地区的发展起不到

主导性作用（图 7）。

就中外合作大学而言，大学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形成、高

科技产业的支持以及城市品牌的塑造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19]。

宁波诺丁汉大学以诺丁汉大学校训“城市建于智慧之上”（a 

city is built on wisdom）为导向，构建校园与城市开放、共享、

合作的创新新格局，以科技和创业为核心创建了国际创业孵

化产业园，将政府、高校、企业有机结合，将资本（包括种

子基金、风投等）、新技术和创意高效整合，增强区域创新

能力，促进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西交利物浦大学是国内

唯一一所以理、工、管专业起步的中外合办大学，如此布局

既迎合了当地产业转型的需求，也有助于破解长期以来高校

与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始终难以摆脱“两张皮”的困境，正

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所说，“苏州的高等教育

布局和科研需求，迫切需要拥有特色理工专业予以支持，深

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的使命”[20]。上海纽约大学充分

利用高校科研和人才优势，依托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国际化的

创业创新环境，实现了产学研无缝对接，建成了校城互哺、

合作共赢的教育创新高地，致力于实现上海纽约大学“让世

图 7  中外合办大学周边城市用地现状
资料来源：图 a基于卫星地图与宁波市南高教园区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绘制，图 b基于卫星地图与苏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2—2030年）绘制，图 c基于卫星地图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7—2035年）绘制，图 d基于卫星地图与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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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为你的课堂”（make the world your major）的愿景。昆山

杜克大学与昆山智谷小镇良性互动，推动“学习空间 + 科研

转换空间 + 资源共享空间 + 生活空间”的有机融合，积极构

建开放、融合、多元的创新生态，助力引领城市转型，助推

城市建成产业升级先行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区、产

业科研深度融合示范区、绿色生态城市建设样板区 [21]。地方

城市为中外合办大学提供了资源支持，中外合办大学为地方

城市提供了创新驱动，二者相互嵌入，共同发展。

2.2.2  校城空间衔接

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开放度较高，校园与城市内外耦

合，资源共享，协同发展。中外合办大学校园规划多采用自

由式空间结构以及开放式布局模式，校园不设横贯的轴线，

功能布局相对灵活，校园与城市之间不设明确的空间界限，

通过校园道路、服务设施、绿化景观开放以及校园整体不封

闭等措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持校城资源平衡和优势

互补 [22]（图 8）。

宁波诺丁汉大学在规划之初的构想是学校与城市之间没

有围墙，只以水系、绿化、道路相隔，学校图书馆、体育中

心等资源向社会开放，虽然最终迫于管理压力没能实现，但

已经作出了开放式校园的理论性尝试。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作

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而著称，校园空间采用“大开放，小

封闭”的方式，学校未设置正式校门，仅在各入口道路设置

路障，营造校园内部良好的步行环境，将外围机动车道与城

市共享，校园停车场部分开放，食堂、超市以及广场、公共

绿地等开敞空间完全对外开放，分别设置校内运动场和开放

型社会体育运动场，既满足了学生的教学需求，又为周边地

区提供了服务 [23]。上海纽约大学位于上海陆家嘴竹园商贸区

17 层高的大楼内，被称为“垂直大学”，效仿的是纽约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位于邻近华尔街的 SoHo 区与曼哈顿金融区

“融为一体”）“融入城市，立足城市”（in and of the city）的

设计理念，教学和办公位于楼内，学生宿舍和文化体育场所

则利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现有资源，形成“以天地为房屋”，

以整个陆家嘴金融区为其校园的空间格局。昆山杜克大学采

用人车分流的规划模式，既减少机动车交通对校园流动性的

阻隔，又有利于实现校园空间对外开放。

3  结语

中外合办大学作为最新一代的跨国教育空间，受到全球

化和地方化的双重作用，各类跨国要素在其校园内部不断交

互，形成了区别于本土空间景观和职能的校园空间。在“全

球整合—地方响应”的范式作用下，中外合办大学与外方

院校、地方城市形成了内、外部网络，通过教学模式移植、

校园文化融入、功能组织交互、校城空间衔接四种形式建

构了具有嵌入性特征的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具体包括： 

（1）在外方院校“精英化”和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导向下，

中外合办大学形成了小型教室和非正式学习空间等特色校园

空间；（2）在外方院校校园文化影响下，中外合办大学采用

完全复制、元素转化和理念表达三种设计手法实现了外方院

校文化要素的空间融入；（3）地方城市为中外合办大学提供

资源支持，中外合办大学与城市功能单元的互动关系可被归

纳为外溢型、均衡型、内吸型三种嵌入模式，中外合办大学

为地方城市提供创新驱动，助力城市建设校城互哺、合作共

赢的教育创新高地；（4）在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理念驱动

下，地方城市与中外合办大学形成了连续交融的校城空间以

及开放共享的空间布局。

“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为理解中外合办大学校园

的空间特征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日益国际化的大学校园提

图 8  中外合办大学校园平面图
资料来源：图 a基于 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about/documents/campus-map/unnc-campus-map-20180711.pdf绘制，图 b基于 https://www.xjtlu.edu.cn/assets/files/maps/campus-map.pdf绘

制，图 c基于 https://dukekunshan.edu.cn/zh/campus/campus-map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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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新的规划设计思路。校园空间不再是一个狭隘的、固定

的、封闭性空间，而是一个具有跨国连接和超边界网络的开

放性空间。随着教学模式、校园文化等跨国要素的介入，校

园空间在内部网络叠合作用下出现了重构与分异，产生了特

殊的空间类型和独特的校园风貌。同时，校园与地理空间接

轨，与城市在功能组织以及空间结构上进行作用和对话，形

成了联结和开放的校城空间格局。中外合办大学是中国实现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国际分校是各国深度融入全球

化的重要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竞相提出通

过引进国际分校助力打造区域教育枢纽的目标，使国际分校

成为助推各国创新发展转型的重要引擎。国际分校的校园文

化、教育模式、所处国家的政治背景、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

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全球整合与地方响应二者的嵌入关系

也并非完全静止与对立，如何在规划设计中不断丰富与完善

各类要素的嵌入形式，以及如何平衡好各类要素的嵌入程度

有待深入探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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