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的不断扩

散，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支出政策

改革，强调政府绩效、结果与问责 [1]。科研项目质量

和水平直接反映了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如何对资

助项目进行有效管理，使项目产出更高的绩效，进而

提高基金资助效率，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 [2]。中国科研项目绩效不仅受到国家各级财

政部门、项目管理机构的关注，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

遍重视[3]。但中国科研项目绩效并不理想，项目结题

率低、研究质量不高 [4-5]。寻找关键因素并提高项目

绩效，成为科研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已有研究显示，项目自身特征、负责人特征、团

队特征和依托单位特征是影响乃至决定科研项目绩

效的关键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基于以上四

个因素探讨哪些因素对科研项目绩效会产生影响，

以期找出制约项目绩效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医学科学部

（以下简称医学科学金）面上项目为研究对象，在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四个关键因素

探讨项目、负责人、团队和依托单位的特征对项目绩

效的影响，构建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

过项目信息收集和互联网查询，收集了医学科学基

金 2009 年结题的 875 个面上项目数据，并通过统计

分析验证研究假设。

1 理论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简述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是关于研发项目绩效的

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总的来

说，国外研究可以分为项目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两

类。外部因素包括项目所在公司的组织环境、行业

环境、组织高层领导支持等，内部因素包括项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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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研发团队因素[6]。目前的研究多关注于以软件

开发、工程承包、军工等为代表的应用研究和开发项目[7]，

而对侧重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项目关注

不够。围绕基础研究项目的多数研究通常从研究者

个人角度出发，关注研究团队的科学合作，而很少将

项目本身作为分析单元[8]。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因

素进行探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以科

学基金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等的资助项目为样

本，学者们研究了项目绩效的诸多影响因素，如项目

依托单位的学科声誉、依托单位的支持程度、项目负

责人特征、项目依托单位特征等[9-12]。目前研究者主

要选取科学基金的各类项目，从项目负责人特征和

依托单位特征等角度研究，而直接以科研项目绩效

为因变量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集中在科研项目绩

效的某个维度，如论文产出、专利产出等 [9]。直接研

究科研项目绩效的多采用问卷调查法，由项目负责

人自评或同行专家定性评议[10-12]，缺少客观绩效指标

的验证。

国内研究学者在科研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得出

相悖的结论。例如，对管理科学部资助项目的研究

显示，项目负责人是否受到连续资助对科研项目绩

效有显著影响[12]，而对信息科学部资助项目的另一项

研究却发现，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的经历对科研项目

绩效并无显著影响[11]。因此，本文对上述研究检验的

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对于澄

清科研项目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鉴于已有国内外研究的局限，有必要

针对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澄清各方面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及其影响机理，为

深入理解科研项目绩效的形成机理和影响机制提供

理论依据，并为提高科研项目的各方面绩效提供了

经验依据。

1.2 理论基础

项目绩效与项目成功紧密相关，二者在项目管

理研究中常常互换使用。项目管理领域对项目成功

进行了大量研究，明晰了项目成功的维度及其影响

因素[6]。科研项目虽然具有一般项目的共性特征，但

其根本属性是创新性，根本目的是探索自然规律并

获得新知识[7]。因此，在将项目绩效或项目成功研究

引入科研项目绩效研究时应注意二者的差异。综合一

般项目绩效概念并结合科研项目创新性的根本特点和

项目成果难以衡量等特点，本文将科研项目绩效定义

为科研项目在立项、实施和结题后取得的直接产出与

成果，主要包括项目的学术创新与影响、团队建设与人

才培养以及成果潜在应用价值等三个维度。

由于科研项目自身的创新性，使基础研究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项目绩效。但有研究表明，科研活动大部分是由科

研人员和管理因素形成的，它们对科研项目绩效的

影响至关重要[10-11]。因此，寻找哪些因素影响了项目

绩效，就成为科研项目绩效改进的重要问题。

围绕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有两个重要理

论基础值得研究，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从

本质上而言，科研项目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所占有和利用的各类资本，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最为重要。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人力资本是指人

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价值的总和[13]。具体到科研项

目，指项目负责人和团队的知识与技术水平，它对项

目绩效至关重要。社会资本指个人通过其各种社会

关系获得稀有资源的能力，是个人通过非正式的社

会渠道获得所需资源的能力[14]。具体到科研项目，指

科研团队和依托单位的特征。

综述已有理论和研究，无论从客观上项目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性以及依托单位的特征和行为，还是

主观上科研人员及其团队状况，都会对科研项目绩

效产生影响。因此，从研究项目自身特征、科研负责

人及其团队以及依托单位特征等视角，来考察科研

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

论基础。

1.3 研究框架

（1）项目负责人特征。中国基础研究活动一般

是在课题制形式下由以科研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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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团队展开，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具有充

分的自主权，其研究能力和职业经验对项目是否能

够顺利完成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特别注重负责

人特征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发现负责人的性别、年

龄、学历和职称等都与项目绩效显著相关[11]。

不同年龄阶段科研人员的工作精力、记忆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进而导致所承担的项目产出

不同。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科研人员的知识不断

增加、经验逐步积累，以及对其所研究的领域理解更

加深刻，会促进其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产出更高的绩

效[11]。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1：项目负责人年龄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女性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相比男性较少，且收

益较低；男性在工作创造力和工作精力上优于女性，

且女性在社会角色上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义务。因

此，女性科研人员要想获得同等水平的科研绩效，需

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投入和努力，其科研绩效也会

受此影响[11]。

H1-2：男性承担的项目绩效优于女性承担的项

目绩效。

学历状况是项目负责人受教育程度的反映。学

历越高的项目负责人，研究知识储量越多，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利于其所承担的项目产

出高绩效。与此同时，项目负责人的职称反映了项

目负责人职业经验的水平，职称越高的负责人所受

到的职业训练越多，职业经验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其

所承担的项目产出高绩效[11]。

H1-3：项目负责人的学历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H1-4：项目负责人的职称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2）科研团队特征。负责人往往根据研究目的

自主选择团队成员并组建协同合作的科研团队。构

建多样化的团队有利于项目成员合作交流、信息共

享以及创新成果的产生，有利于提高项目绩效[15]。但

目前科研项目负责人为在有限科研资源竞争中占据

优势，往往采用临时拼凑行为，组成“师徒合伙”、“拉

郎配”和“搭便车”等形式的低水平“虚”团队[16]。这种现

象容易引发科研活动的短期行为，并由于成员之间

磨合时间短、稳定性差等而影响科研项目绩效。因

此，探讨科研团队规模大小、各层次人才搭配等对项

目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显示，科研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规

模、职称异质性和年龄异质性等都会对项目绩效起

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首先，与科研负责人年龄对科

研项目绩效的影响类似，本研究认为，生理上的衰老

对从事知识型工作的团队成员影响并不明显，且对

该研究领域的认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深，越有

利于科研项目产出较高绩效[11]。据此，提出如下研究

假设。

H2-1：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科研团队规模反映了科研团队人力资本的

“量”，团队规模较大为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提

供了智力上的保障。较大规模的团队在探讨问题

时，拥有多元化的视角、丰富的人力资本，更容易推

动一些创新思想的产生，因此创新性更强[15]。

H2-2：团队规模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作为团队结构的重要维度，团队异质性或多元

性对于项目绩效至关重要[17]。团队职称异质性主要

反映团队成员职称间的差异，差异性过大则不利于

团队成员间的相互配合，对科研项目绩效产生负向

影响。团队年龄异质性主要反映团队成员间年龄的

差异性，由年龄相近的成员组成的科研团队凝聚力

较高，成员之间合作更顺畅，有利于科研项目产出高

绩效。

H2-3：团队职称异质性与项目绩效负相关。

H2-4：团队年龄异质性与项目绩效负相关。

（3）项目自身特征。项目自身特征会对项目绩

效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不同来源、规模、目的和类型

的项目会受到自身属性的影响。科研项目一般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等类型。基础研究

不以任何应用为目的，完全以探索未知并获得新知

识为目的；应用研究具有特定的应用目的；试验开发

则是应用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基础研究具有创新

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研究成果难以直接衡量等特

征，其难度和风险也比后两者研究更大，因此其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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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更难预测[7,12]。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1：应用科研项目的绩效优于其他科研项目

绩效。

项目获得的科研经费是决定其绩效高低的关键

因素，一般资助金额越高，项目绩效越好，对负责人

和团队也会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18]。因此，项目资助

金额可能与科研项目绩效正相关。据此，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H3-2：项目资助金额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不同学科在学术传统、研究范式和发展阶段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会对学科之间不同项目的绩

效水平产生影响。以医学为例，由于文化和传统原

因，中医研究在国际上存在争议，在国内也存在一些

声音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因此中医项目取得研究

成果就相对困难，其科研绩效也会受此影响。基于

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3：不同学科的科研项目绩效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4）依托单位特征。依托单位作为课题制下基础

项目的重要管理机构，在科研项目开展过程中发挥着资

助机构和科研团队之间纽带和桥梁的作用[19]。依托单

位对基础研究活动支持力度的大小、研究基础设施是

否完备、研究氛围是否浓厚对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有

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依托单位特征角度研究项目绩

效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0]。

依托单位的隶属关系差异、地理区位差异、学科

声誉差异和跨单位合作行为等可能会对科研项目绩

效产生影响。一般认为隶属于教育部的高等院校，

实力更加雄厚，受基金资助项目更多。已有研究也

发现，受基金资助较多的依托单位，其所承担的项目

绩效更高[10]。

H4-1：隶属于教育部的高等院校所承担的项目

绩效优于地方省属的高等院校所承担的项目绩效。

不同地区由于科研教育水平不同，受基金资助

的情况也不相同。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为科研项目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投入和

发展机会，其科研项目绩效也可能会相对较高。

H4-2：东部地区承担的科研项目绩效优于中西

部地区承担的项目绩效。

学科声誉是大学独一无二的“无形资产”，学科

声誉较好的单位科研实力较强，更容易受到资助。

已有研究表明，学科声誉越好，科技论文产出质量

越高[9]。

H4-3：依托单位的学科声誉同其所承担的项目

绩效正相关。

跨单位合作能够很好地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弥

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有利于为项目开展获得更多的

资源，从而有利于科研项目产出较高绩效[16]。

H4-4：跨单位合作的研究项目绩效优于没有跨

单位合作的项目绩效。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等院校科研人员主持的医

学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为基金委最年轻的科学部

——医学部于 2009 年 9 月成立，下设 8 个学科处 [20]。

已有研究对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等进行了分析，而

没有对医学进行研究，本文则填补了这一空缺。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主要资助以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研究者可以在资助范围内自由选择研

究课题进行科学研究。面上项目资助金额从几万到几

十万不等，资助期限一般是3年[21]。2010年面上项目

的资助期限调整为4年，资助强度也大幅提升。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2006年批准、2009年结题的

医学学科面上项目。2006年共授理 25 199项申请，

批准立项3863项，资助总金额为96 347万元，平均每

项资助金额为24.9万元。本文自变量数据来源于两

个方面：首先，在医学科学基金的配合下收集了2006
年全部医学学科面上项目申请书和结题报告信息，

获得项目负责人和科研团队的基本信息，以及项目

资助金额和依托单位的部分信息。其次，项目学科

分类、依托单位学科声誉、隶属关系和地理区位数据

主要是从互联网查询得到。

因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是2009年所有依托单位

为高等院校面上项目的部分结题信息，包括获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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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产出、博士生和硕士生毕业人数等。参照项目批

准信息并匹配申请书信息，通过数据筛查并剔除错

误数据，共得到样本875个。

2.2 变量测量

作为一个多维构念，科研项目绩效的测量是一

个技术难题，许多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其加以操作

化。本文采取客观数据收集方式来测量科研项目绩

效，以项目论文产出绩效作为项目绩效的主要衡量

指标。科技论文是科研项目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产

出，也是其学术创新性的重要体现，且论文产出较为

直接、客观和容易测量[9]。虽然项目获奖和人才培养

也是项目绩效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获奖案例较少而

人才培养信息存在冗余，未将其作为衡量指标。

本文收集科研项目论文产出的6个指标，包括国

际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国内一般期刊论文发表数量、

SCI检索收录论文数量、EI检索收录论文数量、国内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和 ISIP 检索收录论文数量。

相关分析提示各指标之间高度相关，如果逐个进行

回归分析可能不利于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解释，也会

导致信息冗余。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对上述变量之间

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并构造更具综合性和全面性

的科研项目绩效指数。为此，通过因子分析对上述

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索，以期获得能够反映

科研项目绩效的综合指标。

为了不影响因子结构出现偏误，通常在因子分

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通过正交转轴获得理想

的因子结构。方差累积贡献率在 70%以上较佳，但

60%以上的贡献率也可以接受。分析显示，上述变量

的相关关系较高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KMO值为

0.70，Bartlett球形度检验通过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都满足因子分析要求。以特征根值大于 1作为提取

公因子的条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共获得 2个因子，

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64.314%。第一个因子包括国际

期刊、SCI、EI和 ISIP检索系统收录情况，方差贡献率

为44.511%；第二个因子包括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内一

般期刊论文，方差贡献率为 19.803%。参照已有研

究，分别将其命名为国际论文发表情况和国内论文

发表情况[22]。

项目负责人特征方面，年龄设为定序变量，66岁

及以上、56~65岁、46~55岁、36~45岁、35岁及以下等

依次取值为 5~1。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设女性编码

为0，男性编码为1。学历设为定序变量，博士、硕士、

学士分别取值 3，2，1。职称设为定序变量，教授、研

究员和主任医师等正高级职称取值为 3，副教授、副

研究员和副主任医师等副高级职称取值为 2，讲师、

助理研究员和主治医师等中级职称及其他取值为1。
科研团队特征方面，团队规模包括项目负责人

在内的科研团队人数。科研团队平均年龄指项目立

项时课题组成员的平均年龄。本文主要研究科研团

队年龄异质性和职称异质性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目

前主要采用变异系数或H指数进行衡量，都是其值越

大，异质性越高[17]。连续变量一般采用变异系数，分

类变量采用H指数衡量，因此年龄异质性采用变异系

数，职称异质性采用H指数衡量。

项目特征方面，将项目研究性质分为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两类，选择基础研究作为参照组，设

其编码为 0，将应用基础研究编为 1。项目资助金额

指项目批准立项的研究经费额度，采用实际数值衡

量。中医学、中药学和中医学结合研究方向的项目

绩效一般低于其他学科方向，选择学科八处资助的

项目为参照组，设立其他7个学科处的虚拟变量。

依托单位特征方面，选择地方省属高等院校（省

属高校）为参照组，教育部直属高校（部属高校）编为

1。地域分布方面，选择西部地区为参照组，对东部

和西部地区分别编码。学科声誉采用“中国大学研

究生院评价”医学学科评价结果[23]，评价为D+及其以

下的设为一般和较差，C及其以上的为良好，A级及

其以上的为优秀。将一般和较差作为参照组，对良

好和优秀等级编码。

2.3 假设检验方法

鉴于数据结构为截面数据，因变量为连续变量，

本文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OLS）对研究假设进

行实证检验。它允许同时将所有影响因素纳入分

析，以控制不同因素的区别作用，从而细致考察不同



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医学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实证分析 ·17·第07期

因素对因变量的独立效应。分别对不同因变量（国

际论文发表情况和国内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回归分

析并比较其回归系数和显著性，以验证研究假设是

否获得支持。

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

因此其大小在自变量的计量单位统一后是可以比较

的。统计显著性方面，一般将10%作为判断回归系数

是否显著的标准。因此，对于统计显著性水平小于

10%的回归系数，都将其视为会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

响。通常来说，多元回归分析将R2作为衡量回归模

型拟合优度的重要指标，F值是否通过统计显著性检

验也是衡量模型效果的重要指标。对上述指标都予

以报告，以全面评估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主要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

3 结果与讨论

3.1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样本项目的多个特征都

存在较大变异，项目绩效也存在明显差异，说明存在

进一步解释的空间（见表1）。相关分析表明，多数自

变量都与两个因变量显著相关且符合假设方向，但

也有若干自变量的相关关系不符合，如项目负责人

的学历同国内论文产出负相关，科研团队成员平均

年龄同国际论文产出负相关，提示需要对这些变量

予以关注。

3.2 回归分析

分析显示，四类因素对项目论文产出绩效的不

同维度产生不同影响，表明不同维度的项目绩效受

到不同因素的作用（见表2）。总体来看，关注的影响

因素对科研项目绩效作出了较高的解释，国际论文

和国内论文的R2分别为0.107和0.123，且F值均通过

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显著区

别于 0。负责人特征、团队特征、项目特征对国际论

文产出的解释更多一些，而国内论文产出主要受到

依托单位特征的影响。

项目负责人特征方面，年龄和性别对论文产出

绩效无显著影响。负责人的学历对项目绩效有显著

影响，其中学历对国际论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内

论文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负责人的学历越高，国外

论文产出绩效越高，国内论文产出数量越低。项目

负责人的职称对国际论文产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

响，对国内论文产出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项目

负责人职称越高，国际论文产出越多。

表1 描述性分析

表2 回归分析

类别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国际论文 -0.72 12.17 0.00 1.000 1.00 0.00 项目 

绩效 国内论文 -1.99 9.52 0.00 1.000 0.00 1.00 
年龄 28    76 45.14 7.283 -0.014 0.070** 
性别 0    1 0.70 0.457 0.025 -0.010 
学历 0    3 2.62 0.713 0.090*** -0.114*** 

负责人 
特征 

职称 0    3 2.64 0.586 0.089*** 0.093*** 
团队规模 5    22 8.28 1.638 0.110*** 0.154*** 
平均年龄 23.50 48.14 34.01 3.702 -0.116*** 0.117*** 
职称异质 0.18 0.75 0.62 0.092 -0.088*** 0.046 

团队 
特征 

年龄异质 0.06 0.50 0.25 0.069 0.059* -0.016 
研究性质 0   1   0.64 0.479 0.007 0.026 
资助金额 20   40   27.84 2.372 0.114*** -0.015 
学科一 0   1   0.14 0.349 0.005 -0.028 
学科二 0   1   0.13 0.333 -0.059 0.019 
学科三 0   1   0.09 0.293 0.101*** -0.019 
学科四 0   1   0.11 0.307 -0.040 0.012 
学科五 0   1   0.17 0.373 0.018 -0.044 
学科六 0   1   0.14 0.343 0.010 0.026 

项目 
特征 

学科七 0   1   0.09 0.280 0.133*** -0.155*** 
隶属教育部 0   1   0.61 0.489 0.082** -0.243*** 
东部地区 0   1   0.68 0.466 0.109** -0.073** 
中部地区 0   1   0.21 0.406 -0.083** 0.044 
声誉优秀 0   1   0.53 0.500 0.057 -0.194*** 
声誉良好 0   1   0.40 0.489 -0.045 0.075** 

依托 
单位 

跨单位合作 0   1   0.25 0.432 0.043 0.001 
注：N=875，***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前4列为描述性分析，后2列为相关分析 

模型一（国际论文） 模型二（国内论文） 
类别 变量 预测 

方向 B S.E. B S.E. 
年龄 + -0.071 0.060 0.009 0.059 
性别 + -0.021 0.072 -0.023 0.072 
学历 + 0.120 0.055** -0.098 0.055* 

负责人 
特征 

职称 + 0.116 0.065* 0.098 0.065 
团队规模 + 0.102 0.021*** 0.070 0.021*** 
平均年龄 + -0.033 0.010*** 0.007 0.009 
职称异质性 - -1.02 0.366*** 0.281 0.363 

团队 
特征 

年龄异质性 - 1.55 0.525*** -0418 0.521 
研究性质 + 0.050 0.069 0.068 0.068 
资助金额 + 0.041 0.014*** 0.001 0.014 
学科一 + 0.435 0.128*** -0.190 0.127 
学科二 + 0.270 0.132** -0.048 0.131 
学科三 + 0.704 0.141*** -0.208 0.140 
学科四 + 0.376 0.138*** -0.142 0.137 
学科五 + 0.392 0.122*** -0.216 0.121* 
学科六 + 0.468 0.127*** -0.155 0.126 

项目 
特征 

学科七 + 0.650 0.145*** -0.582 0.143*** 
隶属教育部 + 0.093 0.079 -0.309 0.079*** 
东部高校 + 0.173 0.107 -0.118 0.122 
中部高校 + -0.137 0.123 -0.002 0.076 
声誉优秀 + -0.142 0.144 -0.596 0.142*** 
声誉良好 + -0.139 0.130 -0.532 0.129*** 

依托 
单位 
特征 

跨单位合作 + 0.084 0.076 -0.111 0.076 
R2  0.131  0.146  

调整后的R2  0.107  0.123  模型 
参数 F值  5.560***  6.305***  

注：N=875，***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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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队特征来看，团队规模对国内外论文产出

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团队规模较大的项目

论文产出绩效较高。团队平均年龄对国际论文产出

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国内论文产出无显著影响，说

明年轻团队倾向于发表国际论文，其国际论文产出

也较高。团队异质性对国际论文产出有显著影响，

而对国内论文产出无显著影响。职称异质性对国际

论文产出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团队成员间职业经

验的差异越小，越能产出高水平的国际论文；年龄异

质性对国际论文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年龄异

质性较大的团队国际论文产出较高。

从项目特征来看，研究性质的差异对项目论文产

出无显著影响。项目资助金额对国际论文产出有显著

正向影响，而对国内论文产出无显著影响，说明资助金

额较多的团队拥有更多的资源，国际论文产出较高，但

国内论文产出则未必相应提升。学科间差异对论文产

出有显著影响，其他7个学科项目在国际论文产出方

面都显著高于中医，而中医项目在国内论文产出上显

著高于学科五（肿瘤学）和学科七（药理学），表明中医

项目在国际论文产出上显著低于其他学科，而在国内

论文产出上并不低于其他学科。

从依托单位特征来看，隶属关系对国内论文产

出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国际论文产出无显著影响。

部属高校项目与省属高校项目在国际论文产出方面

无显著差异，但省属高校项目在国内论文产出上显

著高于部属高校。地理区位对论文产出无显著影

响，表明地理位置对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较低。学

科声誉对国际论文产出无显著影响，但对国内论文

产出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跨单位合作情况对论

文产出无显著影响。

3.3 简要讨论

本文的分析结果证实多数研究假设，但也得到

与预期不符乃至相反的结果。研究发现，国内外论

文产出受到不同因素组合的影响，表明科研人员的

国际化倾向与其科研绩效有关，而他们对项目绩效

的作用十分明显[22,24]。负责人特征方面，年龄和性别

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学历与职称的影响则

显著且符合预期方向。作为“量大面广”、旨在推动

心知探索和源头创新的面上项目，与项目负责人的

人口统计特征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国外研究也显

示，男女科学家的绩效差异随时间而缩小，而且其差

异多数可以由其他因素加以解释[25]。

团队特征方面，所有团队特征变量均与国际论

文产出显著相关，而仅有团队规模同国内论文产出

显著相关。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和职称异质性与项

目绩效负相关，其实反映了目前多数科研项目“师徒

合伙”的现实特征。国内论文发表的压力远低于国

际论文，其依赖于团队特征的程度也较低，因此与团

队特征的关联性也随之降低[24]。

项目特征对国际论文产出的影响显著，而对国内

论文的影响不明显，表明国际论文发表对项目特征的

依赖性较高，特别是资助金额对国际论文产出影响最

为显著。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在论文产出

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高校在绩效考核和

职称评定中都将论文作为核心指标，而两类项目都必

须对其重视，导致二者差异较小。最后，中医研究注重

国内论文发表而难以在国际发表论文的现实，集中反

映在不同学科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依托单位特征对国际论文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而对国内论文产出具有明显影响，表现为隶属教育

部和学科声誉较高的高校承担的项目在国内论文产

出方面反而比隶属地方和学科声誉低的高校更差。

这同部属高校比省属高校更加强调研究型大学建设

和科研绩效有关，而论文发表的国际导向在其中也

具有重要影响[26]。跨单位合作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不

显著同最近研究结果吻合，虽然资助计划日益注重

合作，但实际上它与独立负责人的资助绩效没有显

著差异[27]。虽然科学合作有利于科研创新，但受制于

跨单位合作的障碍，合作绩效没有凸显。

4 结 论

本文以医学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样本，从项目

负责人、科研团队、项目自身和依托单位等四个方面

对科研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

现，国际和国内论文产出受到不同因素组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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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主要受负责人、团队和项目特征影响，后者则受

依托单位特征影响。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科研项

目、团队及组织管理理论，深化了科研项目绩效影响

因素的研究并提供了新的证据。本研究在实践上为

科研团队更好地开展科研活动和提高项目绩效找到

了依据；为资助机构加强项目资助、评估等管理活动

提供了借鉴，有益于资助机构提高资助效率；为依托

单位管理科研项目、加大项目支持力度和保证项目

产出等也提供了参考。

根据以上结论，资助机构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应有

效识别申请人的学术特征，在确保评审公正性的前提

下向学历和职称较高的申请人“倾斜”，从“源头控制”

上提高项目绩效。其次，根据资助目的不同，选择对所

有依托单位“普遍资助”还是对部分依托单位“重点资

助”将会影响资助效果，因为依托单位对项目绩效的影

响显著，而加强依托单位管理也是提高项目绩效的重

要手段。再次，项目负责人在研究过程中组建规模较

大、各层次人才结构合理的年轻团队将有助于提高项

目绩效。最后，在项目后评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

间差异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以客观

反映不同学科项目的真实绩效。

本研究未探讨上述因素对科研项目绩效的作用

机制，未来可以通过负责人、团队成员和项目管理人员

等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探索[10]。其次，本研究结论

还可以在其他学科和资助机构检验，以证实研究发现

的稳健性和普适性。最后，未来可以考察国内外论文

产出质量（如期刊影响因子）和更广泛影响（如引用、成

果转化），并对二者关系及其整合进行探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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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nts of Science Project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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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determinants of science project performance, taking the archival data

from the general program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ciences (DH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ublications are influenced by distinct configura-

tions of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paper output is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attributes of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teams,

and projects, whereas domestic paper output mainly depends on characteristics of affiliat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Ed-

ucational levels and professional titles of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affect project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while gen-

der and age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The size, average age, and heterogeneity of team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

ated with project performance. Amount of grants and discipline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roject perfor-

mance, though the nature of research not. The affiliation and disciplinary reput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sig-

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omestic publications and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nd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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