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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正式出版发行 

2021 年 3 月 25 日，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研究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 正式发布

《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最新公布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这

是艾瑞深研究院连续第 19年发布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2021年 5月，该书由中国权威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面向全国正式出版发行。 

报告最新发布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2021 中国民办大学排名（含独立学院）、2021

中国高职院校排名、2021 中国合作办学大学排名、2021中国职业技术大学排名、2021中国一

流专业排名、2021中国各类型大学排名、2021中国各线城市大学排名、2021中国大学杰出校

友排名、2021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大学排名及专业排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等榜单。 

《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一书由艾瑞深研究院双一流建设评价

课题组独家撰写完成，全书 142万字，该书对我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的 2300 多所本科

高校、高职（专科）院校的综合实力、本科专业等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评价，旨在为 2021 年

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的高考考生和外国来华留学生填报志愿挑选大学专业、制定职

业规划提供权威报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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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深研究院双一流建设评价课题组 

艾瑞深研究院是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有良好公信力的第三方大学评价研究机构，以推动

中国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己任，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前瞻性研究与科学评价分析，为中国高校提供系统全面、专业化的办

学质量评价与发展咨询服务。艾瑞深研究院双一流建设评价课题组起源于 1989 年由中国综合

大学排行榜创始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蔡言厚教授组建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

学学所高等院校比较研究课题组”，1989年发布中国第 1个综合大学排行榜。 

自 2003年起，作为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评价研究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 以“校友、

质量、影响与贡献”为主题特色连续 19 年发布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中国一流学科排名、中

国一流专业排名和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排名等榜单。独家撰写、每年定期推出的《校友会中国大

学排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南》系列图书均由中国权威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面向

全国公开出版发行，已成为每年全国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挑选大学和专业的权威参考指南。 

艾瑞深研究院双一流建设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为我国著名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中南大学蔡

言厚教授，总负责人为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主持人、艾瑞深研究院赵德国院长。课题组由来自

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界的知名教授、教育专家和高素质技术研发人员构成，长期致力于

高等教育研究、大学评价、教育管理、科学计量学、教育大数据挖掘和创新创业等理论和应用

研究，具有丰富的大学评价研究、科学计量分析和高校发展咨询经验，重点开展中国大学“双

一流”建设评价体系框架与实施方案研究，为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近年

来已为国内几十所高校提供发展战略规划咨询服务。 

十九年来，艾瑞深研究院专注深耕中国大学排名研究，硕果累累，备受中国高等院校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高度肯定。艾瑞深研究院相关成果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光

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教育报、参考消息、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人民网、

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和搜狐网等上百家国内外权威主流新闻媒体广泛转载、报道和正面引

用，在教育界形成广泛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和品牌口碑。 

 

艾瑞深校友会网  www.cuaa.net     

微信公众号：艾瑞深校友会网  

联系电话：0755-81330839 83923745 

联系邮箱：pingweihui@126.com   cuaa20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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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评价体系框架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公信力、参考价值和创新力的中国大学排名

领先品牌，是目前中国大学评价体系最为系统全面、最为客观独立透明、最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与价值导向、评价体系框架与评价方法最为稳定、评价指标和参评高校最多的中国大学排名。

其评价体系的独立性、创新性、前瞻性和引领性遥遥领先于国内外其他大学排名，评价思想与

国家文件精神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评价标准与国家“双一流”建设监测体系及成效评价标准、

教育部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吻合度最高；公开发布的校友会中国大学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被国内

多家排名机构借鉴模仿，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已成为第三方大学评价的引领者。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

国际交流合作等五大核心职能，以服务国家“双一流”发展战略为导向，严格遵循教育部清理

“五唯”政策要求，选取的评价指标均是与国家双一流建设目标要求相一致，体现中国高校办

学质量、影响、贡献的标志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指标；旨在引导中国高校坚持以立德树人成效作

为根本标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提升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社会影响力

和国际核心竞争力。 

与国内外其他大学排名相比，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作为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大学评价，坚持

自主创新，秉持高度负责的态度，不照搬照抄复制他人及国外的评价思想及方法；不崇洋媚外、

不以偏概全、不唯论文，坚持正确的教育评价导向和价值取向，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不

采用毕业生人数、国外低端期刊论文数等“唯数量”、容易误导高校发展的指标。校友会中国

大学排名全部采用能系统全面反映中国高校发展水平和办学质量的客观数据，使得排名结果更

符合官方教育评估导向、更具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由思政教育、教学质量、杰出校友、高层次人才、

优势学科专业、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科研基地、社会服务、办学层次、社会声誉、国际影响

力等 12个一级指标构成，涵盖中国高校五大核心职能的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评测指标(类)，

涵盖国内外其他大学排名的高端质量指标。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评价对象为 2020年教育

部最新公布的具有招生资格的本科高校、高职（专科）院校、部分军事院校和港澳台高校，涵

盖了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的 2300多所高校。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要求坚持把立德

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要求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

平，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

顽瘴痼疾。为贯彻落实国家文件精神，校友会 2021 年中国大学排名评价体系删除 SCI 相关论

文指标、高被引学者等论文类评价指标，坚决破除中国大学评价中“唯论文”和“崇洋媚外”

的不良价值导向，引导高校按照国家文件精神要求办学，提升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 

 



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 

4 

 

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评价体系框架 

1．思政教育 

5.00% 

  2．教学质量 

10.00% 

  3．杰出校友 

20.00% 

先进学生典型 教学成果 杰出学界校友 

最美大学生  自强之星 青年志愿者等 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等 中国两院院士 长江杰青 杰出社会科学家等校友 

先进模范教师 基地课程教材 杰出政界校友 

最美教师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 教学示范中心 一流课程  规划教材等 中央委员 部长省长市长等杰出校友 

思政项目奖励基地荣誉 创新创业教育 杰出商界文艺体公益慈善校友 

“马工程”教材  思政工作研究文库等 数学建模竞赛 创青春创业大赛等 中国富豪榜 上市公司 CEO 奥运冠军等校友 

4．高层次人才 

15.00% 

5．优势学科专业 

5.00% 

6．社会服务 

3.00% 

立德树人类 优势学科 社会服务效益 

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教书育人楷模等  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星级学科等 
技术成果转让收入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等 

荣誉称号类 优势专业 社会服务典型 

两院院士 万人计划学者 教学名师等 “双万计划”专业  星级专业等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与集体等 

科教奖励项目类 学科优秀率 社会服务基地 

国家科技奖 教育部社科奖等获得者 学科评估优秀率 ABC 档学科等 国家高端智库 CTTI 来源智库等 

7．科研成果 

20.00% 

8．科研基地 

6.00% 

9．科研项目 

5.00% 

科研奖励 科研平台 科研经费 

国家级、部省市级、国际科研奖励等  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等 科技研究经费 人文社科研究经费 

专利著作奖励 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基金项目 

中国专利奖  政府出版奖等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 国家自科科学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 

高水平论文 期刊出版社  

中国最具影响力百篇论文 CNS 论文 卓越行动计划期刊 大学出版社等  

10．办学层次 

5.00% 

11．社会声誉 

3.00% 

12．国际影响力 

3.00% 

国家定位 社会捐赠 国际化办学 

国家双一流高校 地方高建投入等  校友捐赠  社会捐赠等 国际留学生 中外合办学项目等 

办学荣誉资质 生源竞争力 国际声誉 

研究生学位自主审核 强基计划高校等 全国高考录取提档线等 到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 

  国际排名 

  世界大学排名平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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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方法 

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评价分为“综合实力评价”、“星级评价”、“分类评价”和“专业评

价”。遵循校友会中国大学分区分类分级分层的评价原则，今年对中国大学分类评价工作积极

进行探索与尝试。在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综合实力评价中，艺术、体育、语言、师范、民族、

政法和医药等人才培养和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校未纳入“全国综合实力评价”，按照同一评价指

标体系框架对上述类型高校单独进行“同类型综合实力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得分给出“全

国参考排名”，旨在为读者科学地对比分析不同排行中高校排名情况提供参考。 

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排名分为总榜、主榜、副榜和分类榜。其中，校友会 2021 中国大

学排名总榜分为公办高校类、民办高校类和高职院校类等三类排名。其中，校友会 2021 中国

大学排名（公办高校类）按“主榜”和“副榜”形式呈现，综合、理工、农林、师范、民族、

财经等类高校中综合性较强大学的全国排名在“主榜”中呈现，艺术、体育、语言、政法、医

药等类型高校中学科较为单一的单科性大学的全国排名在“副榜”中呈现。 

在 2021 校友会中国民办高校和高职（专科）院校评价中，依据中国高校的优势学科专业

所属门类，将中国民办高校、高职（专科）院校分为 I 类、Ⅱ类和Ⅲ类等 3 个类型进行分类

评价。其中，Ⅰ类院校为以工学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院校，Ⅱ类院校为以理学及人文社科门

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院校，Ⅲ类院校为以艺术、体育、经济、管理、农学、教育学、医学等门

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院校。 

校友会 2021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方法 

高校类型 榜单类别 涵盖高校类型 

公办高校 
主榜 综合、理工、农林、师范、民族、财经等类型高校 

副榜 艺术、体育、语言、政法、医药等类型高校 

民办高校 

I类 以工学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 

Ⅱ类 以理学及人文社科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 

Ⅲ类 以艺术体育经济管理农学教育学医学等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 

高职院校 

I类 以工学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高职（专科）院校 

Ⅱ类 以理学及人文社科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高职（专科）院校 

Ⅲ类 以艺术体育经济管理农学教育学医学等门类学科专业为优势的高职（专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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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分类体系标准 

1989 年，艾瑞深研究院双一流建设评价课题组前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等院校比

较研究课题组，发布中国第 1个综合大学排行榜，率先将中国大学按照理工类、综合类、医科

类和农林类等类型进行评价，这在国内大学评价领域尚属首次。2013 年，在多年研究积累基

础上，艾瑞深校友会网首次公开发表“校友会中国大学分类体系标准”，之后每年依据国家高

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不断对校友会中国大学分类方法、分类标准和分类架构等进行修改与完善，

并用于校友会中国大学综合评价、星级评价和学科评价中，在实际评价应用中检验、修订和完

善该分类体系。 

2021 年，艾瑞深校友会网依据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类型、学术研究水平、辐射区域和办

学定位，依据《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对“校友会中

国大学分类体系标准”进行调整，将中国大学划分为研究型（研究型和特色研究型）、应用研

究型（区域研究型和区域特色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等 4 种类型，旨在倡导中国高校

实现内涵式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合理分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争创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增强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按照国家“双一流”建设

的目标要求办学。 

校友会 2021中国大学分类体系标准 

分类依据 办学类型 细分类型 分类标准 

办学类别 

研究型 
研究型 

1.人才培养类型 

2.学术研究水平 

3.办学定位 

4.辐射区域 

特色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 
区域研究型 

区域特色研究型 

应用型 应用型 

职业技能型 职业技能型 

办学特色 

综合型 综合型 

1.办学行业背景 

2.学科专业设置 特色型 

航空航天类、水利电力类、电子通信类、航海类、建筑

类、化工类、交通类、气象类、林业类、能源类、政法

类、公安警官类、传媒类、外语类、美术类、音乐类、

影视表演类、中医药类、药科类、医科类、体育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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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星级排名评价体系 

为适应 21 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积极响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要求，创新

中国大学评价理念和评价方法，2009 年，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借鉴世界酒店评星定级

的成功做法，率先以中国大学的人才和科研产出质量为基准，在全球首创“中国大学星级评价

体系”，客观、全面地评估中国高校在全球、中国、同类型和区域高校中的办学等级、办学水

平和办学层次，体现中国高校对世界、国家、民族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引导中国高校

科学定位，明确发展目标，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早日实现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梦。 

2009 年以来，我们依据世界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对中国大

学星级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进行修订与完善，积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

律、与国家“双一流”战略接轨的中国大学分区、分类、分级、分层评价体系。中国大学星级

评价方法广泛用于校友会中国大学综合评价、学科评价和专业评价中。 

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星级排名遵循分区、分类、分级、分层的评价原则，星级评价体现

了中国大学在全球、中国、区域和同类型高校范围内的办学等级、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即用

星（★）的数量表示中国大学的办学等级，从高到低分为 10个等级，即：十星级（10★）、九

星级（9★）、八星级（8★）、七星级（7★）、六星级（6★）、五星级（5★）、四星级（4★）、

三星级（3★）、二星级（2★）和一星级（1★）。评定的星级越高，表示大学的办学水平越高、

办学层次越高、办学特色越为鲜明，同一星级的大学、学科与专业处于同一办学层次和水平上。

各大学的星级排名不是固定的，将随着每年评价结果的变化而变化。 

校友会中国大学星级排名按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标准进行评价，评价指标涵盖人

才贡献、科研贡献和国际影响三大指标，人才贡献指标由杰出校友和杰出师资指标构成，科学

贡献指标由国际奖励、国家级奖励、省部级奖励和高水平论文等指标构成，国际影响指标由国

际排名和国际交流等指标构成。其中，评价指标分为“国际性指标”和“中国特色指标”，国

际性指标选取的是得到世界公认的评价指标，“中国特色指标”选取的则是体现中国高校办学

水平的评价指标。 

校友会 2021中国大学及专业星级划分 

序 
大学 

星级 

办学层次 

本科高校（公办） 民办大学（含独立学院） 高职（专科）院校 

1 10★ 世界顶尖大学 - - 

2 9★ 世界知名一流大学 - - 

3 8★ 世界一流大学 - - 

4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 - - 

5 6★ 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 中国顶尖民办大学 中国顶尖高职院校 

6 5★ 世界知名大学、中国一流大学 中国一流民办大学 中国一流高职院校 

7 4★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中国高水平民办大学 中国高水平高职院校 

8 3★ 中国知名、区域一流大学 中国区域一流民办大学 中国区域一流高职院校 

9 2★ 中国区域高水平大学 中国区域高水平民办大学 中国区域高水平高职院校 

10 1★ 中国区域知名大学 中国区域知名民办大学 中国区域知名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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