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倬琳博士于 2010 年加入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组织
与领导、高等教育政策和世界一流大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自 2006 年起开展的高
等教育组织和领导研究，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校长方面的研究，已在该领域发表《研
究型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
《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公众形象的特征分析》等学术
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相关成果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近年来，在研究型大学战略和世
界一流大学领域开展研究，除发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与启示》、
《世界一流
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分析》等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将相关研究应用于实践咨询，
撰写了若干咨询报告，为学校和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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