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 言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也是

各国竞争力的主要指标，为此各国都对其加大了经费

投入。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科技经费支出，为

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07 年

全国研发经费支出 3 710．2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9％；其中，政府支出 913．5 亿元，占 24．6％；研究机

构执行 687．9 亿元，高等院校执行 314．7 亿元，分别占

18．5％和 8．5％[1]。 科研投入规模的增加对于科技创新

而言实为幸事，但由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

显著问题就是重复投入、多元资助，造成极大的浪费，

并对科技资助与管理（特别是科技绩效评估）提出了

挑战。

目前，包括科技部（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

金委，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等一系列资助工具）、

中国科学院 （如知识创新工程）、 教育部 （如 985 工

程）、 国防科工委以及地方各级科技资助机构等在内

的科技计划（基金）为中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科研

经费。 虽然这些资助计划都设定了资助目标和范围，

但仍然导致了不同程度的重复、多头和交叉的资助格

局。“同一个项目可以从这里拿到钱，也可以从那里拿

到钱”。 “很多项目经过包装， 就又成了一个新的项

目”。 “有的课题组表面上承担了七八个项目，做的却

是同一件事，换来的只是几篇浅尝辄止的、‘挂着一大

堆致谢单位’的论文”[2]。 这种科技资助的“一女多嫁”

现象导致科研经费分配的不公平和极大浪费，并使科

研人员奔波于各种经费申请活动中，对科研活动产生

了负面影响。

科技资助的“一女多嫁”直接表现在科技论文的

“一文多注（标注）”，即一篇论文常常同时标注两个或

多个资助项目的现象。在论文中对资助单位提供的经

费支持表示感谢，日益成为许多科技资助机构的成文

要求。通常来说，一个资助项目产生若干篇论文，每篇

论文标注一个资助项目。 但调查显示，中国科技论文

“一文多注”的比例在过去 10 余年增长迅速，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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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60％，有些期刊甚至达到 80％。 虽然国际期刊论

文的“一文多注”现象也比较普遍，其比例甚至高于

国内期刊，但并未像中国这样如此快速地增长[3]。 另

一些调查发现，《科学通报》和《自然科学进展》两份英

文版期刊近两年刊载的基金论文比例均高于 90％，

篇均标注基金项目近 3 个，且存在大量错注、虚注、漏

注等问题，不利于统计分析[4]。 2009 年，Web of Scie－

nce 数据库新增了一项基金项目检索功能，为评估各

国科学基金论文资助情况提供了条件。 分析表明，中

国的基金论文资助比例和篇均标注基金项目数量都

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突出的重复资助现象[5]。

诚然，在科研活动的长期过程中，需要多种渠道

和方式的财力投入，投入之间的重复和交叉问题在所

难免。 但无论是“一文多注”还是“一女多嫁”，都反映

了当前科技管理体制中的多元资助格局。 “一文多注

（标注）”带来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的混乱和难以

“分割”问题[3]，同时也对不同资助计划和资助机构进

行绩效评估提出了难题。

2010 年初， 基金委提出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期望

对其过去 25 年的资助与管理绩效进行系统评估[6]。如

何廓清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贡献，为

国际评估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成为这次评估面临的

首要挑战[7]。多元资助格局衍生的“一文多注”与“一女

多嫁”使评估专家很难界定科学基金的“净”贡献，并

使评估证据的核准和评估结论的界定变得十分困难。

本文旨在探讨多元资助格局对科学基金绩效评

估产生的影响，探讨推进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出路与

策略，并为同类科技计划（基金）绩效评估提供借鉴。

本文首先分析多元资助格局产生的原因及影响，重点

阐述它对科学基金绩效评估设置的障碍。其次介绍目

前用于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方法，以及它们克服多元

资助问题的效果。 最后探讨破解多元资助格局，提出

推进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1 多元资助格局对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提出的

挑战

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清晰地将人（科研人员）、

财（科研投入）、物（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理顺，并区

分不同的人、财、物之间的关系。 但在实际中，人、财、

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非线性的， 呈现错综复杂的状

态，使任何切割的努力都显得十分徒劳。 中国科技界

多元资助的程度虽然较为严重，但这种现象并非我国

独有，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合作研究使这一问

题较为突出，因为如果每位合作研究人员受到不同渠

道的资助，那么就会集中表现为“一文多注”现象。 在

科研成果合署中，尽管可以计算并分配不同作者之间

的贡献，但对于资助机构和计划而言却并没有这么简

单，因为我们很难简单地评价某个资助机构或计划在

某项科研成果中的贡献及比重。

Lepori 等学者探讨了多元资助格局对科技绩效

评估的影响， 认为这个问题源于科技资助体制的特

征， 并集中反映为科技指标及绩效评估的 “定界”

（Delimitation）问题[8]。 Lepori 等指出，剖析公共研究资

助结构是理解评估的关键。国家一般将公共预算资金

通过常规资助和项目资助两种方式进行下拨配置，前

者直接以常规预算的形式下拨给研究组织，后者通常

通过科技部门、国际组织等机构直接拨付给实验室或

研究者本人。一方面，研究组织获得了常规性预算，并

将之分配到每个实验室和研究者个人； 另一方面，研

究组织下辖的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又获得了其他资助

机构的项目资助。两种资助渠道之间的边界以及资助

渠道内部不同资助工具之间的边界通常难以划分，因

为它们共同产生的科学成果很难割裂开来（如图 1 所

示）。 目前各国科技统计指标仅主要涵盖了研究实体

的表现，并没有从资助机构的角度予以考虑，导致资

助机构绩效评估的困难[8]。

多元资助现象的普遍存在使绩效评估很难划分

不同资助计划的贡献比例，基于多元资助格局产生的

评估结果， 既会造成其他资助计划不必要的误解，也

对科学基金评估提出了难题。 2009 年 10 月，在为征

求基金委所有科学部和主要职能局室工作人员对科

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总体方案的意见和

建议而召开的座谈会上，多位人士都指出了多元资助

与科学基金绩效评估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科技领域

多元资助与“一文多注”现象导致的成果归属问题，将

会直接制约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推进。 一些学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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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许多科研成果是多方面支持的结果，其他科技计

划的经费支持比基金委还多，如果将其归为基金委的

贡献，很难具有说服力。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科技领域

的特点是成果信息的准确性不高，一篇论文往往“挂”

了好多资助单位，但科研成果算谁的、怎么分割是一

个突出问题。 此外，切割时机也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

响。 如果是在评估专家进行评估时切割，而不是在准

备评估材料时切割，可能会失去可靠性，因为评估专

家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拿到什么说什么”。

逻辑模型是科技计划绩效评估的常用方法，通过

对科技计划的投入、活动、产出、结果与影响进行综合

分析而实现科技计划绩效评估的目的[9]。然而，在一个

多投入—多产出模型中，却很难确定某项投入对一系

列产出、结果和影响所发挥的作用。 一个科研人员或

课题组可能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来源的经费资助，这

些经费资助对某个或某些研究结果产生了特定影响，

但却难以切割和分配。 如图 2 所示，以某个科研人员

或课题组的科学研究为例，投入和产出的多寡与重要

程度以箭头的横杠数量表示。特定的产出和结果很难

归功于某项投入，而经费投入对影响的评价和价值归

因则更加复杂。每项经费投入都对最终的重大影响做

出了贡献，但贡献多寡却难以判断。与此同时，前期产

出（及其所代表的前期投入）对后期结果和影响的作

用（虚线箭头）使识别不同投入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

多元资助格局下的科学基金绩效评估难题其实

反映了绩效评估及其他回溯性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

即很难回答“反事实”（Counterfactual）问题并对结果

进行归因。 反事实思维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思维模式，

指人们在听到负面消息或得到坏结果时的懊恼、后

悔，并发出“假如不是这样……”之类提问的思维惯

性[10]。 覆水难收，反事实思维只是发挥了安慰人们心

情的作用，并不会改变事实本身。尽管如此，反事实思

维在科技计划 ／ 项目绩效评估中却较为常用[11]。 例如，

对不同科研人员进行资助的结果可以通过实验设计

进行对照比较，揭示经费资助对科研项目的影响。 基

于反事实思维的科技计划评估仍然很难解决因果关

系推断问题，而多元资助格局进一步使其恶化。 在多

元资助格局下，不同的经费资助纷至沓来，它们的相

对作用与影响难以估量，而针对其中经费资助作用的

评估也很难得出。 因此，如何破解多元资助格局下的

科学基金绩效评估问题，成为科技计划（基金）资助与

管理工作的重要课题。

2 破解多元资助格局下的科学基金绩效评估

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Lepori 等从资助机构的角度追溯资

助流，考察国家主要项目资助工具清单和受益人群体，

分门别类进行统计并加总为国家层面的科技指标[8]。 他

们将资助工具分为三类：（1） 学术类资助工具，主要

目的是生产科学结果，如出版物和研究生；（2） 主题

类资助工具，主要侧重于政策优先资助领域或经济发

展迫切需要的资助类别，可以分为常规计划和空间计

划；（3） 创新类资助工具，主要面向企业创新和经济

发展需要，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通过这种分类

方式，可以考察国家科技资助格局的历史变迁，由此

探究国家科技政策的改革走向。 与此同时，还可以结

合受益人分析，考察公共资助的主要流向，包括企业、

政府、 高等院校、 其他非营利组织和海外等。 然而，

Lepori 等仅仅分析了科技资助的来源与流向，并没有

提出评估科技资助绩效的有效方法，我们仍然很难对

特定资助工具组合或项目系列进行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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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研究资助的结构（Lepori 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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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投入与多产出对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影响

多元资助格局下的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案例研究与学术履历分析第 06 期 ·7·



在 2009 年 10 月面向基金委工作人员的座谈会

上，一些人士提出了破解多元资助格局下科学基金绩

效评估难题的建议。有学者指出，“要追溯科研成果最

源头的资助， 突出科学基金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例

如， 可以从科学基金最初设立时的资助项目着手，通

过跟踪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受资助者对科学基金作

用的评价，毕竟“进行文字表述并不比数据展示差”。

另一方面， 真正关注科学基金发挥独特作用的领域

（如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各类人才全面培

养）， 规避交叉资助严重且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比例偏

低的领域（如重大科研成果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这个问题。

根据文献综述和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多元资助

格局下的科学基金绩效评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予以

实现：案例研究与学术履历分析。 案例研究是一种定

性的研究方法，也是科技绩效评估的重要工具之一[12]。

通过对具体科技计划 ／ 项目的跟踪式调查， 识别影响

其绩效的各种因素，可能较为准确地定位特定经费资

助渠道的相对作用[13]。 学术履历分析是近些年科学计

量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被广泛用于科技评价与管理。

系统收集并编码科研人员的学术履历，可以获取科研

活动的许多信息，辅之以传统的科学计量分析，能够

回答许多传统研究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 [14]。 我们认

为，在多元资助格局下开展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极有

必要采取案例研究和学术履历分析两种有效方法。

2．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既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也是科技绩效评估的关键工具之一。特别是在评估政

府资助的基础研究绩效时，案例研究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12]。 案例研究属于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有限数

量的个案进行深入剖析和挖掘，为识别现象的内在规

律提供丰富资料[15]。 案例研究的优点在于通过少数个

案的深度刻画来捕捉许多细节，明确现象之间的因果

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案例研究的缺点是观

测点过少，代表性不足，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案

例研究特别适用于理论构建， 即分析现象并予以解

释，形成富有说服力的框架；案例研究不适合理论检

验，因为它很难提供科学标准所认可的证据，后者往

往意味着大样本和可重复性[16]。

科学基金国际评估采用 “国内准备＋国际评估”

的模式， 即首先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准备评估材料，

全面总结科学基金的绩效状况；然后邀请国际评估专

家组基于评估材料做出评估结论[6]。 如何准备评估材

料并为国际评估提供证据，就成为科学基金绩效评估

的首要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评估模式较为通

用，而且案例研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7]。 例如，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其年度绩效报告中就指出，

邀请外部评审委员会对每年多达 2 万个受资助项目

的绩效进行评审是不现实的。 为此，由 NSF 项目官员

提供每年值得注意的项目摘要，称为“亮点”（Highl－

ights），它们成为外部评审委员会判断 NSF 是否实现

了战略目标的依据。 “亮点” 的撷取方式是非概率抽

样， 也即立意抽样或推断性抽样， 它非常适于提取

NSF 资助项目中的显著实例[17]。

“典型案例将是此次国际评估最重要的证据来

源，案例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国际评估专家对科学

基金资助绩效的判断”[6]。基金委认识到案例研究在科

学基金绩效评估中的重要性，并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

印发了《关于印发科学部提供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

效国际评估典型案例工作方案的通知》。 工作方案指

出，典型案例工作重点关注科学基金在促进重大原始

创新、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各类人才 ／

团队培养和解决国家重大科学需求等方面的突出作

用。 与 NSF 的做法类似，工作方案规定由各科学部提

供 60～80 个典型案例， 每个案例文本的总字数不超

过 5 000 字，并规定了文本编写提纲和范例。 文本编

写提纲规定，各科学部分门别类遴选最重要的资助成

果并予以排序，对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受资助者简介

及代表性成果、 科学基金资助发挥的作用等予以阐

述，并在典型案例中特别突出科学基金资助发挥的作

用。 这种遴选方式属于推断性抽样，它适用于不确定

性较强的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绩效评估，通常选取优秀

成果的典型案例作为评估依据[13]。

典型案例较好地解决了多元资助格局对科学基

金绩效评估的负面影响。 首先，各科学部在遴选典型

案例时注重选取科学基金资助发挥作用最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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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尽可能避免与其他资助渠道“争功”的嫌疑。 各

科学部及科学处的工作人员多年从事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对资助成果了如指掌，他们的判断能够很好地

反映科学基金的资助作用[13]。 其次，典型案例编写提

纲对多元资助问题做了具体明确的规范，有利于突出

科学基金的独特作用。典型案例需要描述科学基金对

某个人才 ／ 团队、某项成果或某个学科的资助情况，包

括资助项目数量、金额、类型、年份等，以及国内其他

资助渠道的资助情况。

典型案例重点刻画科学基金资助发挥的作用，明

确以下问题：科学基金是否是当时获资助者最主要的

经费来源？ 科学基金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如何发挥作

用？ 如果国内还有其他渠道提供资助，科学基金与它

们的分工和作用有何不同？科学基金资助的作用是主

要的还是辅助的？ 科学基金资助的特点与优势在哪

里？通过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是否进入国家其他资助

计划？ 例如，科学基金资助对基础研究人才早期成长

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案例，需要描述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对该获资助者早期成长发挥了哪些作用，并需要特

别说明科学基金是否发挥了“第一桶金”的作用；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者成为学术带头人的

典型案例，需要明确获资助者在获资助前、中、后的情

况，说明科学基金是在其成长的早期、中期还是后期

发挥了作用。 显然，这种绵密的叙述有利于讲述一个

个生动鲜活的“绩效故事”，为科学基金绩效报告和绩

效评估提供基础性资料[18]。

综上所述，典型案例能够为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提

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多元资助格

局所带来的评估难题。 尽管需要对其成立以来 20 多

年的资助绩效进行评估，但由于科学基金在其成果年

报、年度报告、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等资料中积累

了大量资助实例， 可以较好地满足回溯性评估的要

求。

2．2 学术履历分析

从宏观层面（如国家）考察研究资助与产出之间

的关系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国家在资助体制和

学科布局方面千差万别，简单比较得出的结论很可能

是不可信的[19]。 与之相比，微观层面（如科研项目、科

学家）的分析可能更有助于追踪研究资助的影响。 然

而，目前多数采用科学计量分析的研究在估计某个资

助机构的影响时， 并没有控制其他资助渠道的作用，

因此这种比较并不精确[20]。 例如，Zhao 对图书馆与信

息科学领域受资助论文与未受资助论文之间的绩效

进行比较，发现受资助论文的引用量显著高于未受资

助论文，二者分布在不同学科方向 [21]。 他的分析没有

进一步比较不同资助渠道的影响差异以及可能存在

的多元资助的影响。

有鉴于传统科学计量学的不足，近些年来，通过

对科学家学术履历数据挖掘进行的一系列科学学研

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方向[14]。 学术履历详细记

录了科学家的主要科学活动（如求学经历、受资助情

况、发表论文情况、科学合作与交流情况等）和非科学

活动（教学、产业化、兴趣爱好等），可谓一个有待开发

的“金矿”，为进一步剖析科学家的许多行为特点提供

了可能[22]。 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将科学家的学术履历

与其科研成果进行匹配， 形成更为系统的数据集合，

用于科技评估和科学学研究[23]。 本质而言，学术履历

分析只是拓展了传统的科学计量分析的范畴，使其能

够超越科技引文分析，而将更为现实和复杂的情况考

虑在内。

特别地， 提取学术履历中科学家的受资助信息，

将之与引文数据库中的科研成果记录进行匹配，能够

揭示研究资助的绩效影响[24]。 将资助来源与科技论文

进行匹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即可发现不同资助来源

的相对效率和贡献率[25]。 举例来说，假定以论文的累

计被引用量作为科研绩效评估指标，识别论文中标注

的各个资助机构和计划，并与论文作者的学术履历进

行比对，通过回归分析识别各个资助机构与计划对科

研绩效的贡献率，见公式（1）。 以论文 i 的累计被引用

量作为因变量 Pi， 资助机构或计划的资助情况 Fij 作

为自变量（可以设置虚拟变量，1 代表受资助，0 代表

未受资助，简单分析是否受资助；也可以分析资助金

额或资助方式（f）、时间周期（t）等的影响），在控制其

他变量（如期刊影响因子、作者数量与结构、学科领域

等，统称为控制变量 Cij）和误差项（ε）的条件下，对 βij

进行估计，其值即是第 j 个资助机构或计划对该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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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虽然这一估计值距离各类资助机构与计划的

真实贡献还有一定距离，但仍可以作为绩效评估的参

考标准。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对专利、专著、人才培养

等其他科研绩效指标进行分析，识别科学资助机构或

计划的相对贡献。

Pi＝βijFij（f，t）＋Cij＋ε （1）

科学家学术履历分析为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提供

了较为精确的估计，特别是从微观层面提供量化的评

估证据，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多元资助格局下科学基

金绩效评估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履历通常形

式多样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且其更新程度和可靠性

等都需要核实[24]。 建立一个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数据库，

定期收集和更新科学家的学术履历，是该领域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14]。 与此同时，开发自动识别系统为数

据挖掘提供辅助功能，并将其与主流引文数据库实现

对接，也是加快学术履历分析的主要趋势[23]。

3 结 论

本文探讨了多元资助格局对科学基金绩效评估

提出的方法论挑战，认为深入的项目资助案例研究与

受资助者的学术履历分析是破解这一难题的两条重

要途径。 案例研究为绩效评估提供了大量深入、纵贯

和生动的“绩效故事”，学术履历分析则通过大规模数

据挖掘展示科学基金对科技活动与结果的相对作用。

两者“点面结合”，为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支撑，是循证评估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7]。

尽管采取案例研究和科学家学术履历分析是破

解多元资助格局下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重要途径，但

更为根本的举措仍然是减缓多元资助现象及其负面

影响。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严重性和危害性，并提出了对策建议[3,5]。 基金委多次

提出要在稳定资助规模和资助率的基础上提高资助

强度，希望能够通过一两个主要项目满足科研人员的

财力需求，使他们不必为“四处化缘”分散精力。 但在

目前科研机构普遍将科研项目数量和到款额作为绩

效考核与职称评定标准的现实情况下，科研人员很难

“适可而止”。 因此，单纯提高资助强度可能无法让科

研人员沉下心来做研究，可能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

综合施用。

多元资助现象的根源在于资助机构与申请人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资助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科

学共同体内部占有科研资助信息的不对称。 “国家对

科研项目的管理应该统一，改变多头管理、多元资助

的现状，以避免重复立项，浪费资源、人力和时间。否则

钱给得越多，产出投入比越低”[2]。 例如，可以建立一个

综合数据库，对各类资助计划进行跟踪监测，以利于

不同资助机构之间在立项评审时予以甄别和筛选雷

同的项目。 与此同时，建立科学家的声誉机制，对其声

誉进行监督， 尽可能发挥科学共同体的监督作用，也

是控制该问题的有效手段。 最后，科技期刊评估强调

基金论文比指标，也是导致一文多注现象频发的原因

之一。 科技期刊应监督和规范科技论文的基金资助项

目标注情况，为识别科学基金的影响提供基础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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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Funding Agen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he Pattern of Multi－Funding Sources:
Case Study and Curriculum Vita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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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increasing of national S＆T expenditure not only gives more support for S＆T innovation, but also

makes science funding agencie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to delimit ownership of S＆T achievements and conduc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ssued by the regime of multi －funding

sources on science funding agen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rgues that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granted projects

and analyses of grantees＇ curriculum vitas are two key avenues to reconcile the paradox．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sage

of the former mentioned approaches are elaborated,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cience funding agen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he regime of multi－funding sources are also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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