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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总体方案设计面临的方法论难题，本文尝试构建了循证评估设计方法，对其原理

与应用进行了阐述，并通过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总体方案设计展示了它的可行性。通过提取评估方案的关键构

成要素并寻找支撑其内容的证据来源，构建了评估要素—证据矩阵并将之用于评估方案设计。研究表明，循

证评估设计方法能为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方案设计提供很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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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主要资助渠道，成

立于１９８６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基金委）在我国科学界享有盛誉。２００８年初，
基金委提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

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设想，对科学基金

成立２０多年资助与管理活动的整体绩效进行国
际评估［１］。尽管世界主要国家的科学资助机构

都已开展了绩效评估或国际评估，但科学基金国

际评估仍然面临严峻挑战［２］。什么构成了科学

合理的评估方案？评估方案设计面临着哪些难

题？如何为评估方案设计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支

持？这些都是此次评估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献检索显示，迄今关于科技评估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科技计划和项目层面，对科学资助机构

整体评估的研究还不多见［３］。目前各国科学资

助机构都在探索绩效评估，但针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却还远远不够。欧美一些国家开始认识到这一

问题的重要性，如欧洲科学基金会（ＥＳＦ）自２００７
年以来四次召开“资助计划与研究计划评估”成

员组织论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也在
２００８年召开了“科学政策的科学”八国集团研讨
会，并首次邀请中国代表参加［４］。虽然国际评估

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国内科学界的认可，但目前还

局限于少数组织，如基金委中德科学中心［５］、上

海交通大学［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７］等。

除了研究不足和缺乏经验外，科学基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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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还面临一些具体难题。就组织情境来说，评

估涵盖１９８６年以来的２０多年，恰与中国改革开
放进程交叠，巨大社会变迁增加了评估的复杂性，

并使绩效信息追溯变得困难。就其组织特征来

说，科学基金的资助对象规模庞大、内容复杂，基

础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也使评估难度增加。就评估

本身来说，绩效是一个多维构念，绩效的多维性使

其评价非常困难［８］。综上所述，常规性的评估模

式很难用于科学基金国际评估，因此需要从评估

方法论入手探讨此次评估的出路。

科技绩效评估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活动，需

要对科技本身有充分的理解。但与其他许多管理

领域一样，绩效评估又是在日常普遍活动，绩效评

估的专业性要求和应用普遍性导致研究和实践的

脱节。尽管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复杂的评估理论

和技术，但实践人员在评估中却很少采用［９］。实

践人员更多地是采用一种“集体学习”的方式，通

过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讨论，形成对绩效评估的共

识，并据此制定评估方案［１０］。更有甚者，只是简

单地“拍脑袋”、“定调子”，凭个人主观经验决定

或照搬照抄其他评估方案，简单粗放，往往有违评

估的需要［１１］。

绩效评估实践与研究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使

人们反思二者关系，并催生了循证实践的产

生［１２］。“证据运动”和循证实践在过去十余年得

到了较快的发展，并成为各个领域争相应用的思

维模式和行动范式。证据在词典中的意思是“表

明某种信念或某个命题是否正确或有效的可以获

得的事实或信息”。循证实践强调实践人员不仅

需要依靠个人的工作经验，而且需要参考最新的

研究成果，将研究融入实践，使研究指导实践。循

证实践首先在循证医学中应用［１３］，随后扩展到循

证政策［１４］和循证管理［１５］。

循证评估是基于证据的评估，即评估结论的

得出应该建立在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证据的基础

之上［１１］。绩效评估可以分为设计和实施两个阶

段，关于循证评估的文献主要突出在评估实施中

收集各种证据来支持评估结论，却很少探讨评估

设计的证据支持。然而，如果评估方案没有证据

支持，则根据该评估方案实施的评估也将无法得

到证据的有力支撑。因此，循证评估设计指评估

方案的设计也需要像评估实施一样，建立在可靠

证据的基础之上。

尽管对于如何设计评估方案，实践界与学术

界进行了大量探索，但对于如何在设计过程中加

以论证仍然还没有足够研究。有鉴于科学基金国

际评估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本文提出了基于证据

的评估设计———循证评估设计，并论证了它的可

行性及未来前景。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解决科学

基金国际评估方案设计的现实问题，而且对于推

进科技绩效评估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也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

２　研究设计—循证评估设计

评估方案的证据有哪些？它们可以为评估方

案设计提供什么支持？评估方案的证据反映了评

估委托方对绩效评估的需求以及评估活动的特

点，能够为评估方案设计提供合法性、科学性和可

行性的保障。综合来看，评估方案设计的证据来

源包括评估委托方和利益相关者的评估需求、已

有评估实践的例证、评估文献中对评估理论与方

法论的研究成果、试评估与风险控制、评估方案设

计人员的经验等，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如图１
所示）。

（１）评估委托方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能否获得评估委托方的理解和支持，满足关键利

益相关者的评估需求，是评估方案获取合法性中

的关键［１６］。识别绩效评估的主要目的和关键议

题，了解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并根据其建议和

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直至获得多数人的共识和

支持，能为评估方案设计提供合法性依据［１７］。在

征求意见时采取行动研究和行动学习的方式，既

推动了评估方案设计的进程，也培养了设计和实

施评估方案的实践人员，为评估方案的执行提供

条件［１８］。

（２）已有评估实践。绩效评估是“经验科
学”，切忌“闭门造车”。如果针对对象 Ａ的绩效
评估已经在类似的对象 Ｂ中进行了实践且取得
了成功，尽管二者在情境和特征方面存在一些差

异，但却有着广阔的参考空间［１９］。而且这种相互

学习也有助于创新的扩散，避免重复劳动，并使各

种评估实践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实现融合。从实

践中来看，通过考察学习、标杆管理等方式实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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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评估案例的交流，也有利于绩效评估朝着“最

佳实践”的方向迈进，并促进绩效评估的规范化

和标准化。

（３）评估文献。从循证实践的角度而言，学
术界所积累的大量研究文献是实践人员需要重点

利用的资源，也是循证实践最初所倡导的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的脱节及由此形

成的学术严谨性与管理关联性之间的巨大鸿沟，

一直是管理研究的难题［２０］。循证实践正是对这

种研究与实践相互割裂的现象的强烈响应，期望

促进学术研究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１５］。在科技

评估领域，研究人员探索和验证的新理论、模型、

方法和技术等，都是绩效评估需要吸收和利用的

有力证据。这些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和应用，既

有助于学术研究发挥最大的功效，也为管理实践

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在评估方案设计中引入研

究文献，可以避免评估设计的盲目性，增强评估设

计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４）试评估与风险控制。评估方案设计本质
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非简单的线性模式，它需

要以过程管理的理念进行，涉及不断的反复和试

错［２１］。有必要对评估方案中的一些成熟设想进

行小规模试验，对其可行性、成本和效果等进行初

步估计，为评估方案获得证据支持。与此同时，在

评估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思考评估

风险的潜在来源及防范措施和控制手段，尽可能

将评估风险消灭在萌芽阶段。

图１　循证评估设计框架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除了上述证据来源以外，评估方案设计人员

的经验也是设计的重要基础。评估经验主要是无

法显性化的隐性知识，是设计人员日积月累对绩

效评估的领悟和理解，通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

却是对上述证据的转化与整合，同样可以作为评

估方案的有力支撑。如果上述证据都能得到贯彻

落实，那么评估方案设计人员的调整空间和自由

裁量权将不会非常大，设计的评估方案也不会有

太大差异，而据此执行的评估也不会产生南辕北

辙的结果。通过对评估证据的梳理，可以考察评

估方案主要反映了哪些证据来源的影响，以及它

们投射在评估方案上的“影子”，进而明确评估方

案的倾向性和可行性。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证据来源
结合循证评估设计的基本框架，我们构建了

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方案设计的证

据来源，具体包括如下４个方面。
（１）评估委托方对评估的需求与目的，科学

基金领导层的评估意图和科学基金的实际情况，

是佐证评估方案是否合理的关键依据。基金委主

任通过面向媒体的访谈和会议讲话等渠道传达了

对国际评估的需求和期望实现的目的［１］，是评估

方案设计的重点内容。针对科学基金，通过档案

资料和深度访谈了解了其职能特点和数据基础，

理解其资助与管理活动的实质和内涵，并掌握科

学基金管理人员对国际评估的认识，从而使评估

方案可以操作执行。最后，在评估方案设计的后

期，多方面征求包括基金委领导层与管理人员、国

际评估专家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

对评估方案进行不断完善。

（２）其他国家科学资助机构绩效评估的实践
经验。因为评估方案设计的经验性非常强，针对

类似对象或相关领域的评估实践是最有益的参考

依据。许多国家已围绕科学资助机构绩效评估进

行了探索，为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提供了借鉴［２］。

２０００年前后，针对科学资助机构的绩效评估成为
国际科学界的一个热点，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周期

性绩效评估或国际评估，其评估报告和方法论成

为科学基金的重要参考。结合这些评估案例的科

学性及其与科学基金国际评估的相关性，我们参

考了７个案例（具体见表１）。通过考察报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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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和私人沟通等形式，我们总结了上述评估

案例的特点，并据此凝练了国际评估的原则和模

式，为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提供了基础条件。

表１　科学基金国际评估设计的证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ＳＦＣ

证据标签 证据说明　　　　　　

基金委主任 基金主任陈宜瑜院士的讲话及接受新闻媒体的谈话资料

基金委访谈 ２００９年５月对１０余名基金委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资料、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对基金委科学部和职能局室的座谈会资料

ＤＦＧ２０００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ＦＧ）

ＲＣＮ２００１ 挪威研究理事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Ｎｏｒｗａｙ，ＲＣＮ）

ＪＳＰＳ２００２ 日本学术振兴会（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ＳＰＳ）

ＦＷＦ２００３ 奥地利科学基金（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ＦＷＦ）

ＳＧＣＲＰ２００５ 中德科学中心（Ｓｉｎｏ－Ｇｅｒ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ＧＣＲＰ）

ＮＳＦ２００８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ＳＦ）

ＦＰ６２００９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ＦＰ６）

评估文献 科技评估研究文献，主要是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

试评估 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试评估方案设计和发现科学基金研究类、人才类和环境条件类项目的试评估方案设计和发现

风险控制 科学基金评估风险控制课题组的理论和案例研究发现

　　（３）科技领域绩效评估的研究文献。关于评
估模式、框架、指标设计和信息收集方法等方面的

研究文献都是支持评估方案的证据。尽管针对科

学资助机构整体评估的文献不多，但面向具体研

究项目和资助计划的评估研究却较多，如基础研

究评估、影响评估、逻辑模型、科学计量学等，它们

构成了科学基金国际评估的重要方法参考库。此

外，针对评估目的、评估框架与关键议题、评估结

果使用、评估预算等具体问题，已有文献也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为此次评估提供了参考依据。

（４）试评估和风险控制。在评估方案设计的
过程中，针对未来评估中必然涉及的一些对象和

内容进行试点评估，衡量评估设计是否可行、数据

能否收集、质量能否保障、成本有多高等，都为评

估方案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与此同时，开展大

量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对绩效评估中经常出现的

风险予以事先识别和防范，并在评估设计中有所

体现，可以避免评估走向歧途。

上述评估方案的证据来源构成了评估设计的

重要依据，也成为论证评估方案的主要内容。通

过对有限的重要证据的梳理和分析，能够充分支

持科学基金国际评估的设计需要。

３．２　评估要素
在上述评估证据的有力支撑下，我们需要明

确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方案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

也即国际评估方案及其各个部分“长什么样”。

一般而言，评估方案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为

什么进行评估？谁发起评估？谁负责组织实施评

估？评估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关系是什

么？如何收集信息支持评估？评估可以分为哪些

阶段？评估结果是什么？如何使用评估结果？评

估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经费？等等。上述问题的

回答将形成绩效评估的若干关键要素，它们之间

的关系构成了评估方案［１１］。结合上述评估证据，

特别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研究文献和国外科学资

助机构绩效评估报告，我们认为科学基金评估方

案包括如表２所示的评估要素。
３．３　评估要素—证据矩阵

针对每个评估要素，可以结合各类评估证据

进行设计，并协调各个评估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形成评估方案。评估要素与评估证据并非一一

对应的关系：对于某个评估要素，可能需要不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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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评估证据，需要设计人员权衡和选择；某个证据

可能为若干评估要素提供佐证，形成多证据支持。

因此，循证评估设计并非完全“迷信”证据，而是

对各种证据进行甄别、评价和比较，选取并应用最

适合的证据。

通过评估证据与评估要素的交互作用，产生

评估要素—证据矩阵（如表３所示）。矩阵左列
是评估方案的各个组成要素，上栏是各类评估证

据来源；该矩阵纵横交错，既说明了每个评估要素

的证据来源，也显示了不同证据所支持的评估要

素。

表２　科学基金国际评估的要素框架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ＳＦＣ

　　评估要素 说明与解释　　　　　　

评估背景 评估发起的背景信息，说明评估的基础条件已经成熟

评估委托方组织者 评估的发起者、资助者组织实施评估活动的主体

评估对象评估目的 评估对象及其可能影响评估的主要特征评估期望实现的目标或达到的效果

评估框架 阐释各个评估内容之间关系与结构的理论模型，能够解释绩效的形成与高低

评估方法信息来源 评估需要的信息类型、来源以及获取这些信息的方法

评估主体 执行评估的主体，对评估的过程与结果负责

评估程序评估时间 评估过程需要经历的各个具体阶段及所花费的时间

绩效报告 评估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是评估信息的有效组合

评估结果使用 评估之后对评估产生的绩效信息的利用，藉此实现评估目的

经费预算 完成评估任务需要支付的财务资源

表３ 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方案设计的要素—证据矩阵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ＳＦＣ

　　评估证据

评估要素
ＤＦＧ ＲＣＮ ＪＳＰＳ ＦＷＦ

中德

中心
ＮＳＦ ＦＰ６

科学

基金

访谈

科学

基金

委主任

评估

文献
试评估

风险

控制

证据

支持

评估背景 ■ ■ ２

评估委托方

评估组织者
■ ■ ■ ■ ■ ５

评估对象评估目的 ■ ■ ■ ３

评估框架 ■ ■ ■ ■ ■ ■ ■ ■ ■ ■ １０

评估方法信息来源 ■ ■ ■ ■ ■ ■ ■ ■ ■ ■ ■ １１

评估主体 ■ ■ ■ ■ ■ ■ ■ ■ ■ ９

评估程序评估时间 ■ ■ ■ ■ ■ ■ ■ ６

评估结果使用 ■ ■ ■ ■ ■ ■ ６

经费预算 ■ ■ ■ ３

绩效报告 ■ ■ ■ ３

提供证据 ５ ４ ７ ３ ５ ３ ２ ５ ７ ７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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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评估背景。
要点：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温家宝同志

的领导下对科学基金进行了专项调研；２００７年财
政部对科技计划（基金）绩效评估的文件要求；全

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评估成为发展趋势。

证据来源：基金委工作人员访谈；其他科学资

助机构国际评估的背景介绍（如ＪＳＰＳ）。
（２）评估委托方与组织者。
要点：科学基金资金来源的主管部门———财

政部（特别是其教科文司）和基金委作为此次国

际评估的委托方；基金委领导层、计划局、政策局、

国际合作局、财务局、办公室等单位组成，通过国

际评估领导小组的形式组织开展国际评估。

证据来源：科学基金陈主任的访谈；关于绩效

评估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促进评估操作化的文

献［１６］；风险控制的研究结果。

（３）评估对象与评估目的。
要点：评估目的可以按照时间维度分为以下

三个方面：总结过去、评估现状、展望未来。

证据来源：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文献中的评估

目的分类［２２］；与基金委工作人员的访谈，他们认

为评估首先需要实现提出问题和改进绩效的目

的；其他科学资助机构（如中德科学中心）的案

例。

（４）评估框架。
要点：此次评估采取“国内准备 ＋国际评估”

的模式。基于“目标—管理—效果”评估框架，对

科学基金战略目标的相关性、资助与管理的适当

性以及效率性、效果性与充分性进行评估，据此形

成若干评估内容，对应于需要回答的评估问题，并

提供支撑性信息以及信息来源和收集方式。

证据来源：逻辑模型和科技评估的通用术

语［２３］；其他机构（如ＲＣＮ和ＮＳＦ）的实践；访谈中
获悉的关键信息；试评估对评估内容的探索。

（５）评估方法与信息来源。
要点：国内评估的具体方法包括：文本分析、

问卷调查、访谈与座谈会、科学计量学、案例研究

等。国际评估的具体做法包括：通讯评估、现场评

估、会议评估。评估的信息来源包括：科学基金和

公开数据库已有的数据来源；通过评估过程产生

的数据。

证据来源：已有评估文献对数据来源的研

究［２４］；其他多数科学资助机构评估中采用的方法

和数据；试评估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和信息来源；风

险控制的研究结果。

（６）评估主体。
要点：评估主体分为国内评估专家组和国际

评估专家组。通过招标邀请国内外专家，建立若

干个课题组完成评估的具体实施。国际评估专家

以１０位左右为宜。构成包括发达国家资助机构
前领导、国际著名科学家、国内科技管理专家。

证据来源：评估文献对评估主体的利益相关

性和知识拥有度的权衡［８］；其他国际评估案例的

建议（如ＪＳＰＳ、ＤＦＧ等）；风险控制的研究结果。
（７）评估程序与时间。
要点：评估时间以１年半为宜，国内评估大概

需要１年，国际评估大约需要半年。
证据来源：来自试评估的工作量估计；其他国

际评估案例的建议（如 ＪＳＰＳ、ＤＦＧ等）；试评估所
耗费的时间估计；评估风险的防范，避免时间不

足。

（８）绩效报告。
要点：充分考虑国际评估专家的信息需求，结

合科学基金的绩效信息予以有机组合，并体现其

风格。

证据来源：叙事分析和“绩效故事”方面的文

献［２５］；其他科学资助机构的范例（如 ＪＳＰＳ、ＮＳＦ
等）。

（９）评估结果使用。
要点：包括向上级报告和结果公开、绩效改进

及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

证据来源：评估结果使用的相关文献［２６］；与

科学基金工作人员的访谈；其他科学资助机构的

范例（如ＪＳＰＳ、ＤＦＧ等）；风险控制的研究结果。
（１０）经费预算。
要点：综合国内准备与国际评估的情况，确定

经费预算为１０００万元。
证据来源：Ｈｏｒｎ的评估预算设计方法［２７］；试

评估的经费估算；财政部文件《中央财政教科文

事业专项资金项目委托评估评审及付费管理暂行

办法》（财教〔２００４〕１１０号）规定对于委托评估额
在１０亿元以上部分的适用费率是１‰，以科学基
金２００９年的预算为准计算评估经费；ＲＣＮ国际
评估招标价为７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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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显示，ＪＳＰＳ、基金委主任访谈、评估
文献所支持的评估要素最多，均为７个。一些案
例（如欧盟框架计划）只对少数评估要素提供了

证据（２个）。就评估要素而言，评估方法和信息
来源、评估框架获得的证据来源最多，分别是１１
和１０个；其次是评估主体的证据来源，共９个；评
估背景获得的证据来源最少，仅为２个；而经费预
算和绩效报告的证据支持也不多，均只有３个。
评估要素获得的证据数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的

稳健性和确凿性；而评估证据能够支持的评估要

素数量也体现了其效用性。但这些数字仅供参

考，不能表明证据本身的解释力有多高，也不能说

明评估要素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

为了验证评估方案的合理性，我们面向评估

专家发放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专家对评估方案

的许多要素都认同，仅对评估框架和绩效报告等

少数内容存在异议，表明循证评估设计的科学可

行性［２８］。我们还面向基金委工作人员召开座谈

会征集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员都谈到了国际评估

的难度和挑战，对评估方案的进展程度表示肯定

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构成了评估方案设计的新证

据链。这些努力既是循证评估设计中不可或缺的

构成部分，也是对循证评估设计的一种肯定和支

持。

４　结论

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既有别于

计划或项目评估，也不同于常规性的绩效评估，它

对既有评估设计方法提出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反

思科技绩效评估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发现循证评

估设计是一个值得利用和推广的框架，对其原理

与应用进行了阐述，并通过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总

体方案设计展示了它的可行性。基于循证评估设

计思路，本文构建评估证据—要素矩阵，探讨评估

方案的构成要素与可资利用的证据来源，以期促

进评估设计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本文发现，评估方案设计的证据来源包括：评

估委托方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支持、相关评估

“最佳实践”的例证、评估文献中对评估理论与方

法论的研究成果、试评估与风险控制等。科学基

金国际评估的构成要素包括：评估背景、评估委托

方与组织者、评估对象与目的、评估框架、评估方

法与信息来源、评估主体、评估程序与时间、评估

结果使用、经费预算、绩效报告等。结合证据来

源，本文对这些评估要素进行了初步设计。研究

表明，通过上述渠道设计的评估方案能够得到足

够证据的支持，这种设计与论证的过程也为追溯

每个评估要素的来源与逻辑提供了依据，并有利

于得到评估委托方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任何实践领域都可能都存在着寻找特定的证

据以支持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行动，因此循证实

践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只不过人们可能没有

意识到他们是在寻找证据罢了。但从更为系统的

角度来看，循证实践实际上是一种“范式转换”，

将这种人人都可能体验的朦朦胧胧的潜意识显性

化，从而使人们从认知走向行动，真正将知识转化

为行动和生产力［２９］。对于科学和医学等“硬学

科”来说，循证实践的可行性更强，因为科学共同

体对科学范式和概念体系都达成了非常高的共

识。而对于管理学等“软学科”而言，概念杂多、

体系混乱、情境多样，循证实践在应用时还面临许

多难题［１２，１５］。本文对循证评估设计进行了探索，

未来还需要围绕其理论、方法和应用等展开深入

系统研究。

致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基金项

目课题组成员在历次研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依行惯例，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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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科学基金

国际评估的框架、内容与方法—基于多案例的跨国比较

研究）［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０，２８（５）：７０４－７１２．

［３］　ＺｈａｏＸｕｅ－ｗｅｎ（赵学文），ＧｏｎｇＸｕ（龚旭）．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科学研

究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Ｍ］．Ｂｅｉｊｉｎｇ（北京）：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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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ＷｕＪｉａｎ－ｎａｎ（吴建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Ｇ－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科技计划

（基金）绩效评估的国际实践—参加八国集团研究评估

２００８年会议的报告）［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中

国科学基金），２００９，２３（４）：２４０－２４３．

［５］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ｕｏ（韩建国），ＣｈｅｎＬｅ－ｓｈｅｎｇ（陈乐生），Ｚｈｕ

Ｄｏｎｇ－ｈｕａ（朱东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ｏ－Ｇｅｒ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科学基金国际评估的实践—中德科学

中心评估工作）［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中国科

学基金），２００９，２３（３）：１７３－１７６．

［６］　ＺｈａｎｇＪｉｅ（张杰）．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Ｍｉｄ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院系中长期

国际评估的思考）［Ｎ］．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ｉｌｙ（光明日报），

２００７－１０－１０．

［７］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ｑｕａｎ（张学全）．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中国科研所将首次进行国际评

估）［Ｎ］．ＣＣＴ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央视国际），２００４－１－１５．

［８］　ＷｕＪｉａｎ－ｎａｎ（吴建南）．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理论与实

践）［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中国科学基金），

２００９，２３（３）：１４９－１５４．

［９］　ＣｏｐｌｉｎＷＤ，ＭｅｒｇｅｔＡＥ，ＢｏｕｒｄｅａｕｘＣ．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ｇ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６２

（６）：６９９－７１１．

［１０］　ＷｕＪｉａｎ－ｎａｎ（吴建南），ＹａｎＢｏ（阎波）．ＴｈｅＰａｔｈ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路径

选择—福建的分析）［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中

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８，（２）：２５－２９．

［１１］　ＦｏｒｓｓＫ，Ｂａｎｄｓｔｅｉｎ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Ｊ］．

ＩＤ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８，３９（１）：８２－８９．

［１２］　Ｓｏｌｅｓｂｕｒｙ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ｉｃｙ：ＷｈｅｎｃｅｉｔＣａｍｅ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ｉｔ＇ｓＧｏｉｎｇ［Ｒ］．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１．

［１３］　ＳａｃｋｅｔｔＤＬ，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ＷＭＣ，ＧｒａｙＪＡＭ，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ｗ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ｔ［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

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６，３１２（７０２３）：７１－７２．

［１４］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８０

（１）：１－２２．

［１５］　ＰｆｅｆｆｅｒＪ，ＳｕｔｔｏｎＲＩ．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８４（１）：６３－７４．

［１６］　Ｒｏｅｓｓｎｅｒ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９（２）：１２５－１３２．

［１７］　Ｓｔｕｆｆｌｅｂｅａｍ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９．

［１８］　ＤｅｗａｒＢ，ＳｈａｒｐＣ．Ｕｓ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ｈｏｗａｃ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１４：２１９

－２３７．

［１９］　ＨａｒｔｌｅｙＪ，ＢｅｎｉｎｇｔｏｎＪ．ＣｏｐｙａｎｄＰａｓｔｅ，ｏｒＧｒａｆ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Ｍｏｎｅ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６（２）：

１０１－１０８．

［２０］　ＦｉｎｃｈａｍＲ，Ｃｌａｒｋ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Ｗｅ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Ｒｉｇ

ｏｕ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Ｇａ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４６（３）：５１０－５１５．

［２１］　ＮｅｅｌｙＡ，ＭｉｌｌｓＪ，ＰｌａｔｔｓＫ，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２０（９／１０）：１１１９－１１４５．

［２２］　ＢｅｈｎＲＤ．Ｗｈ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６３（５）：５８６－６０６．

［２３］　ＭｃＤａｖｉｄＪＣ，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ＬＲＬ．Ｋｅ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Ｐｒｏ

ｇｒａ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６：１－３８．

［２４］　ＡｒｎｏｌｄＥ，ＢａｌáｚｓＫ．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ｆｕｎｄｅｄ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Ｌｏｎｄ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ｉｓ，１９９８．

［２５］　ＷｕＪｉａｎ－ｎａｎ（吴建南），ＭａＬｉａｎｇ（马亮），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

ｈｅ（郑永和）．Ｈｏｗｄ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Ｒｅ

ｐｏｒｔ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科学基金国际评估如何报告绩效：关于日本学术振兴会

绩效报告的叙事分析）［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９（１２）：５５－

５９．

［２６］　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Ｎ，Ｖａｎｈｅｕｋｅｌｅｎ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ＥＵ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ａＧｕｉｄｅ［Ｍ］．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１９９７．

［２７］　ＨｏｒｎＪ．Ａ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ｓ［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

［２８］　ＭａＬｉａｎｇ（马亮），ＹａｎｇＹｕ－ｑｉａｎ（杨宇谦）．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ＮＳＦ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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