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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公共管理研究者使用实验法的现状与问题，并探讨了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未来前景。研

究发现，实验法是公共管理研究者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工具。但是，与其他兄弟学科相比，公共管

理研究者很少采用实验法。本文剖析了公共管理研究者很少采用实验法的原因及面临的障碍，概括了当前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基本状况与发展前景，并总结了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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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公共管

理学科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

本学科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尤以研究方法的

缺憾为甚。许多学者对公共管理的学科地位和研

究状况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不乏针对研究方法

的评估和批评。学者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公共管理

研究缺乏规范性，经验研究严重不足，很难为公共

管理实践提供知识和建议。[1][2]近些年来，伴随着公

共管理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培训班的普及以及

学者们的身体力行，经验研究方法的地位和应用

比例逐渐提升。[3][4]但总体而言，公共管理研究仍然

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实验法的

缺失。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及如何应

用实验法的争论不绝于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应用实验法。[5] 心理

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都热

衷于实验室实验，实验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更加为这种趋势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多地实

施实验研究的时候，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却极少

使用，并且这种状况几乎一直如此。[6][7][8][9][10][11]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公共管理研究是否需要实

验法？实验法能够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什么价值？

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公共管理学科为何应该

鼓励实验法？公共管理学者为何很少使用实验法？

哪些公共管理问题适合实验法？这些都是公共管

理研究方法亟待解答的重要问题。
本文首先对实验法的类型和优劣进行分析，

探讨公共管理研究与实验法之间的关系，指出公

共管理研究采用实验法的问题与障碍；其次，对已

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进行综述，明确公共管理实

验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特点与问题；再次，对中

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进展与优势进行评述；最

后，讨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前景，并得出本文的

结论。
二、为什么要开展实验研究

（一）其他研究方法的不足

公共管理研究者可以调用的方法工具箱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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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包括调查研究、文档分析、观察和参与式观

察等。互联网的兴起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

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12]通常来说，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或研究策略至少可以分为9种，包括：

正式理论/文献综述、抽样调查、实验室实验、实验

室仿真、实地调查（一手数据）、实地调查（二手数

据）、实地实验、判断任务、计算机仿真。[13]如果从更

为细致的研究工具与技术角度而言，那么公共管

理研究方法就会更多。[14]这些研究方法从各个面向

和角度，为研究人员描述、理解和解释公共管理现

象提供了利器。
上述研究方法可以笼统地划分为实验法和非

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以调查研究法为典型代表。
但是，调查研究面临非常严重的内生性问题（en-
dogeneity）：如因果关系颠倒（reverse- causality）、缺
失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选样偏误（se-
lection bias）等。[15]科学研究期望发现两个及以上变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调查研究可以建立相关关

系，但却无法验证因果机制。比如，通过一份问卷

调查而得到的变量，因为来自同一个来源和方法，

它们之间可能是伪相关。[16]调查研究的变量没有先

后顺序，有可能倒因为果而闹出笑话。调查研究无

法穷尽所有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甚至可能遗

漏非常关键的变量，并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与此

同时，受制于抽样策略的局限，调查研究还可能导

致选样偏差，而未能捕捉到真正需要研究的对象。
这些缺陷，都使调查研究获得的结论缺乏足

够的内部效度，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真正得以

被建立。尽管调查研究通过科学的抽样而使其研

究对象的统计推断程度较高，使其外部效度较强，

但是缺少内部效度的研究结论仍然是经不起推敲

的。
（二）实验法的特征与优势

尽管非实验法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们的使用

却并未受到局限。实际上，调查法在公共管理研究

中的地位是主导性的。[17]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

们需要加强实验法？一言以蔽之，科学研究旨在发

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制，而实验法是

揭示因果关系的核心方法。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

晚年坦陈：“如果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应对现代科

学的需求的话，那一定是佛教。”佛教讲求因果报

应，认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这恰恰是科学

研究所孜孜以求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三要素是：时间先后、共变、无干

扰变量。[15]首先，变量之间在时间上是先后发生的；

其次，变量之间存在共同变化的趋向，即有相关关

系；最后，变量之间的这种共变关系不是其他变量

导致的。实验法可以满足因果关系的验证要求，因

而是值得尝试的方法。
实验法的特征在于：控制 （control）、随机性

（randomization）、操控（manipulation）[15]。实验法通过

控制几乎所有可能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的因素，而

排除了其他变量的干扰，从而可以提取出研究者

所关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随机分组，

可以将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研究者所关注变量以外

的其他因素完全抹去，从而为考察变量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与此同时，实验法重在研究

者对所关注的自变量的操控或干预，即在一定范

围内调整自变量的取值，以观测它对因变量的影

响。
实验法的核心是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思维，

即始终秉持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假如此事没有发

生，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通过这样一种思维

方式，实验法旨在探讨特定事件产生的效应，以构

建变 量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 链 条。与 主 流 研 究 方

法———调查研究相比，实验研究通常可以控制许

多外部干扰因素，因此其内部效度较高。其次，实

验研究可以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调查研

究只能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三）实验法的分类

实验法的范围非常宽泛，而并非只有实验室

实验一种。基于不同的分类依据，可以将实验法做

不同的分类（如表1所示）。基于五个标准，能够区

分五种实验法。[9]与此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标准

来区分实验法与非实验法。比如，个案研究并不对

实验组与基线（或对照组）进行比较，而其他方法

都进行此类比较。调查研究的干预或自变量是内

生的，而实验法的干预是外生的。准实验是研究者

利用实践界已经发生的政策或管理实验而进行研

究，而它们的分组是非随机的，因此有别于其他实

验法。自然实验的分组是随机的，但研究者却无法

控制干预，因为它们往往是实践者所操作。与此同

时，调查实验的研究者可以控制干预，却无法控制

实验发生的环境，而只有实验室实验可以做到这

一点。
此外，我们可以从其他维度对实验法加以分

类。比如，实验场所可以分为实验室（lab）和实地场

景（field）。再比如，可以根据实验设计是否进行人

工操控、随机分组和控制而分为真实验（true）和伪

实验（pseudo）。通过这些区分，不同实验法所能验

证的因果关系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研究设计

能否控制干扰、随机分组并人为操控，以及研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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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真实性等，都有很明显的区别。实际上，5种实

验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情境现实性的强调程度和

处理方法，其次是满足因果关系推断的程度和方

法（如人工操控和随机分组）。
实验室实验采用人工设计的实验场景，尽可

能使其具有普遍性并对研究结果不产生显著影

响。实验室实验的优势最为明显，但劣势也一目了

然。以 动 物 实 验 为 例 ，Shimmura and Yoshimura
（2013）的研究显示，公鸡打鸣次数同光照刺激强

度和同伴打鸣录音强度都呈现相关性，但是二者

的效应都随一天的时间而发生变化。[18]此类实验可

以完全控制各种影响上述变量之间关系的其他因

素，从而可以精确估计这些变量之间的效应有多

大。实验室实验的缺点在于“非自然状态”，可能导

致被试的行为偏差，外部效度低。[19]针对人的实验，

可能因为身在实验室而感到拘谨，作出不同于正

常情境的行为反应。
实地实验则直接在现实场景中操控行为变量

进行研究，而准实验在现实场景中因势利导进行

实验研究，一般难以严格遵循实验设计要求。实地

实验是调查研究与实验室实验的折衷，可以在现

实场景中进行。但有时候它可能不满足实验室实

验的一些标准条件，因此就演变为准实验。通过随

机分组和控制组设置，真实验可以确保实验组和

控制组之间除了自变量处理不同以外，其他条件

都等同。准实验则需要在实验前确认威胁因果推

论的竞争假设，包括内部效度威胁、外部效度威胁

和实验实施威胁。
大量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实验被推出，为

研究者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20]准实验为什么

可取？准（quasi）意味着尚不及，比如“准新娘”、“准

女婿”。准实验的内部效度未必高，外部效度也未

必高，因为受制于特定场景的特殊性限制。但是，

准实验的确适合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以

大学生为被试的实验室实验相比，以公共管理

实践者为被试的准实验，更加能够贴近现实。
Grant与Wall认为，虽然准实验在兼顾内部效度

和外部效度的同时得出因果推论，但组织与管

理研究人员却低估了它的效用。他们总结了准

实验的5种优势：当随机分组和受控处理不可

能或违背伦理时，准实验可以增强因果推论；

能够构建关于时间和时间进程的更好的理论；

尽可能降低伤害、不公平、一言堂、欺骗等引发

的道德困境；促进研究人员与实践者的合作；

借助情境解释相互矛盾的研究发现。[21]采用倍

差法（DID）与净效应估计，可以对许多政策效

应进行评估。此外，操控的内生性、样本选择偏误

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倾向值匹配（PSM）、熵均衡匹

配等最新发展的技术予以处理。
此外，实验室仿真主要通过计算机仿真软件

进行动态推演，也可通过设置一些模拟的情况或

情景来尽可能逼近现实情境。还有学者将情景

（scenario）实验与真实实验加以区别，前者主要是

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区别于真实实验对态度和

行为的观测。
“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研究人员需要在

不同效用之间作出艰难的权衡（trade- off），而研究

人员对不同效用的偏好主要取决于所处学科的研

究范式及其个人的学术训练。选择不同研究设计

时的权衡，可以概括为“三角困境”（three- horned
dilemma），即在总体推广性 （population generaliz-
ability）、情境现实性（realism of context）和测量准

确性（precision of measurement）三个效用之间的权

衡。[13]例如，抽样调查满足了总体推广性，但却在现

实情境性和测量准确性方面较差。与之相比，实验

室实验对行为的测量准确，但在推广性和情境现

实性方面较差。实验室仿真的测量准确性和情境

现实性都较高，但其推广性低。实地实验的测量准

确性（及行为变量的控制）和情境现实性较高，但

其总体推广性很低。
三、缺失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研究

总体来看，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国内外对公

共管理期刊论文研究方法的评估都显示，实验法

很少被研究人员采用。
Perry和Kraemer对1975—1984年间《公共行政

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期刊289
篇论文的分析显示，138篇为非经验研究，截面相

关分析为78篇，案例研究为56篇，受控实地实验或

实验室实验仅为3篇，而且研究方法在这段时期的

研究方法
实验组与

基线比较？

干预是

外生的？

分组是

随机的

研究者对

干预控制？

研究者

控制环境？

实验室实验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查实验 是 是 是 是 否

实地实验 是 是 是 是 否

自然实验 是 是 是 否 否

准实验 是 是 否 否 否

调查研究 是 否 否 否 否

个案研究 否 否 否 否 否

表1 实验法的分类与比较

注：资料来源：Blom-Hansen，Morton，& Serritzlew（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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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对稳定。[22]

Houston与Delevan对1984—1988年间6份国际

公共管理期刊218篇论文的分析指出，61篇属于经

验研究，其中84%为相关分析，实验法共计6篇占

10%（2篇为前实验，1篇为准实验，3篇为实验）。[23]

如果说上述研究时间较早，那么最近的分析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Wright等对6份公共管理期

刊1996—1998年间随机抽取的143篇量化研究论

文的分析表明，55.2%的论文采用问卷调查，其次

是二手数据分析（35.7%），实验室实验仅占7%。这

些论文报告的3211项测量指标中，多数为问卷调

查和二手数据，实验研究只有0.1%。[24]

Pitts和Fernandez（2009）对四届公共管理研究

会议（PMRC）的论文进行评估，发现仅有定量的占

36.2%，仅有定性的占29.3%，定量和定性数据都有

的占10.1%，而没有数据的占24.5%。但是，他们却

只字未提实验研究，表明在其综述的论文中实验

法很少被使用。[25]

最 近Groeneveld等 人 对 4份 公 共 管 理 期 刊

2001—2010年的1605篇论文分析，其中包括1171
篇或73%的实证研究，其他27%都属于不使用数据

的概念性论文。[26]在这些实证研究中，29.2%的仅

有定量数据，37.9%的仅有定性数据，而5.9%的包

括两种数据。定性研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但

定量研究却日趋凸显，并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六成以上的研究都使用的是调查数据，表明其在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Margetts（2011）的综述显示，在其检索的四份

期刊中，1960—2009年间只有35篇论文在标题或

主题中出现“实验”一词，而其中只有10篇可以称

得上使用了实验法。[7]在长达50年间，公共管理实

验研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递增，尽管1990年代

初学者们的呼吁振聋发聩。
另一项检索显示，1992—2013年间共有236篇

论文的标题或主题中出现“实验”一词，但只有31
篇实验研究论文在主流期刊发表。[15]不难发现，国

际公共管理学界对实验法的利用很少，实验法尚

未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主流。
（二）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研究

与国际学界相比，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对实验

法的使用更是少得可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公共

管理学界在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刚刚起步，更

遑论实验研究的使用。
何艳玲对1995—2005年间中国7份核心公共

管理期刊发表的2729篇论文进行研究方法评估，

对资料收集方法的分析显示，96.7%的论文（2638

篇）属于非经验研究，其次是实地访谈（65篇，占

2.4%）、问卷调查（19篇，占0.7%）和参与式观察（6
篇，占0.2%），仅有《管理科学学报》发表的1篇论文

采用实验法，所占比例不足1%。[1]

Cheng与Lu对2002—2006年中国5份核心公共

管理期刊2210篇论文的分析表明，在1585篇理论

分析或应用基础研究中，90.4%的论文（1433篇）为

质性研究，1.5%的（23篇）为量化研究，8.1%的（129
篇）为混合研究。81.8%的论文（1296篇）是非经验

研究，7.3%的（116篇）为案例研究，6.2%的（98篇）

是截面或相关分析，仅有1.1%的论文（18篇）为受

控实地实验或实验室分析。[27]

吴训等比较了中国台湾和大陆公共管理期刊

论文的方法使用状况，发现大陆在使用各类实证

研究方法方面落后较多。[2]在其统计的1998—2008
年间，高达90%的大陆论文没有使用任何正式的研

究方法，而台湾的比例则为10%，两者刚好颠倒过

来了。与此同时，大陆高达78.2%的论文没有使用

任何数据，而台湾的比例为41.8%。他们将研究方

法分为实证分析、历史研究、描述性研究、逻辑分

析、行动研究和其他方法，可能实验法是属于“其

他方法”，而其比例在大陆和台湾分别占2.8%和

11.3%。
由此可见，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极少采用规范

的经验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使用不足，更遑论实验

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国内外公共管理研

究都很少应用实验法。
（三）兄弟学科的实验研究

如果单就公共管理研究较少采用实验法还难

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与本学科关

系紧密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应用实验法的

情况。与公共管理学科紧密相关的其他兄弟学科

（如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在过去对实验法的

使用并不擅长，但现在却发生了明显的改观。这些

学科的研究者们都在积极使用实验法，并逐步确

立实验法的地位。
传统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数学模型 （如博

弈论）和计量经济学，与实验法几乎无缘，但1960
年代以来以，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L. Smith为

代表的一批学者却将之引入经济学殿堂。2002年，

他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实验研究方法在经

济学中奠定了坚实的地位，而他们的努力也催生

了大批学者利用实验法研究经济问题，并创立了

实验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如今，主流经济学界已

接受实验研究的贡献，经济学实验研究也越来越

多。因此，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实验法在经济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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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比例，但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越来越多

研究的出现，表明“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不断侵入

其他领域的同时，也在接受包括心理实验法在内

的其他学科的融合。
与公共管理学一样，政治学对实验法的应用

也远远不够。对多份政治科学期刊的分析显示，研

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统计方法在政治学居

主导地位 （约占60%），正式模型较稳定 （约占

20%），案例研究日渐萎缩（约占30%）。与此同时，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成为趋势，而实验法越来越受

到推崇。[28]

在公共舆论、选举参与和投票等领域，实验法

的应用越来越多。特别是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Elinor Ostrom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研究对实

验法等多元研究方法极为推崇，为实验政治学的

拓展提供了动力。因此，正如Kinder和Palfrey所言：

“显然，实验将不会统领政治研究，它也不应如此。
然而，虽然纯粹的实验政治学既非现实也不必要，

但建立在多种经验方法———实验居于其中的重要

地位———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我们值得追

求的。”[29]此外，鉴于其低成本、可重复和预测性强，

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采用实验室仿真进行政

策模拟研究，考察战争、冲突和博弈等复杂议题。
Scandura与Williams对3份顶尖期刊在1985—

1987年（347篇）和1995—1997年（385篇）发表论文

的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时发现，管理研究采用最多

的是实地调查（50%~70%），其次是正式理论/文献

综述（20%左右）。1985- 1987年的实验室实验、实
验室仿真和实地实验的比例分别为：10.7%、0.6%
和3.9，实验法总计15.2%；而1995—1997年的比例

分别为4.9%（与此前相比显著降低）、1.7%和2.2%，

实验法总计8.8%。[13]由此可见，管理研究应用实验

法的比例在10%左右，总体高于公共管理研究。
对《管理学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在2000—2009年间发表的237篇微观

组织行为研究的分析显示，15%的研究采用实验

室实验，且最近10年一直相对稳定。[30]但同样值得

注意的是，AMJ在2007—2009年的实验研究论文投

稿率和录用率均为6%，表明管理实验研究总体来

说仍然偏少。[31]

上述比较显示，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兄

弟学科使用实验法的热情与日俱增。同它们相比，

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同

公共管理学科紧密相关的其他学科可以且在积极

使用实验法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公共管理学科

也有类似的潜质。

四、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障碍与进展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面临的障碍

对于一些公共管理研究人员而言，实验室实

验就像电子显微镜一样，很难在其研究中应用。对

实验室实验的误解使公共管理研究人员一想到实

验室实验，就将其与比格犬、信鸽或迷宫中的白鼠

联系在一起[32]。目前国际公共管理学科采用实验研

究方法的论文还很少。为推动公共管理研究采用

实 验 法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曾在1992年不惜使用两期版面出版由

Bozeman主编的专辑“公共政策与管理中的实验设

计”，专门探讨实验研究，[33]但此后采用实验法的研

究仍然凤毛麟角。
如果追溯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缺位，

需要回顾Herbert A. Simon与Dwight Waldo两位巨

擘对公共管理学科传统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分野

对后来公共管理研究走向的影响。Waldo强调公共

管理的价值取向，推崇规范研究，回答“应该是什

么”的问题；Simon则主张对公共管理进行科学研

究，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我们检索的

结果也显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最早的论文之一

就是由Simon等完成的。[34]公共管理学科在二人之

后的发展主要延循Waldo的思想足迹，但Simon的

影响却一直没有消遁，甚至表现出后来居上的态

势。在今天来看，两者的影响此消彼长，并没有分

出胜负，反倒使公共管理学科呈现出多元化的趋

势。Meier作为二人的学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顾，

主张重回公共管理学的科学与实证传统，[35]而实验

法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Bozeman和Scott（1992）对公共政策与管理研

究中的实验室实验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公共管理

实验研究面临的障碍。两人认为研究人员之所以

不愿意采用实验室实验，原因在于如下方面[6]：

（1）公共政策与管理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的

可信度（credibility）甚至比严谨性和客观性更为重

要，因此研究人员宁愿为了获得研究结论的可推

广性而牺牲研究的严谨性与内部效度。
（2）与实验室实验相比，研究人员自然会偏好

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因为后者既实现了实验的严

谨性及因果关系的验证，又满足了研究的现实关

联性。
（3）由于上述原因，公共管理研究没有实验的

传统，公共管理研究者也缺少足够的实验法训练。
在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中缺少实验

法等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由此阻碍了实验法在

公共政策与管理领域的应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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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人员倾向于将团队、
组织和政策作为分析单元，而很少将个人作为分

析单元，即关注宏观而非微观层面的研究。对个人

的实验研究较为容易，而对团队和组织的实验研

究则很难，技术难度也阻碍了研究人员使用实验

室实验。
Margetts也指出，强调现实主义和实际解决方

案、关注组织而非个人，以及伦理和设施等方面的

挑战，可能是阻碍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

的主要障碍。[7]但是，她也强调，这些所谓的“障碍”
并非不可逾越，实际上许多都已或多或少被消解。
公共管理研究人员不应以这些障碍为借口而逃避

使用和接受实验法，而应同其他学科一道，推动实

验法的更广泛使用。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进展

为了更为系统地评估公共管理研究对实验法

的应用及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我们在ISI Web of
Science以“experiment”为标题或主题进行检索。①

在社会科学引文指数（SSCI）源期刊中，1900年至

今共获得20300项纪录，其中论文14014篇。对论文

进行学科精炼，发现论文数量最多的5个学科或研

究方向依次是：实验心理学（3466篇）、商业经济学

（3391篇）、教育学（1474篇）、政治科学和法学（960
篇）和其他学科（619篇）。

公 共 管 理 论 文 为348篇 ， 排 名 第16位 ，占

2.48%。尽管由于公共管理学源期刊数量较少（46
份），实验研究论文也相应较少，但从绝对数量和

占比来看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仍然屈指可数，远低

于其他相关学科的水平。从年份分布来看，2010年

以前都未超过10篇，但此后则均超过10篇。虽然各

年波动较大，但2000年以来实验论文数量表现出

平稳递增的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论文（1990—2015）

资料来源：作者在Web of Science检索的结果。
我们进一步对公共管理源期刊的实验论文进

行分析，发现发表实验论文最多的期刊依次是：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9篇）、

PAR（16篇）和Public Administration（13篇），其他均

低于10篇。从作者所属的国家或地区构成来看，美

国最多（占43.1%），其次是英国（10.9%）、加拿大

（5.2%），其他都低于5%。来自中国大陆的仅有8篇

实验论文，占2.3%，表明中国公共管理学者发表的

实验论文很少。
鉴于公共管理实践和研究中通常都将“实验”

用于政策实验、试点或试验，所以真正使用实验法

的论文可能更少。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真正使

用实验法的论文不超过100篇。多数研究为公共政

策评估或计划/项目评估，采用自然实验考察特定

政策的效应和影响。例如，对财政转移支付、人口

迁移、经济激励等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将政策干

预对象与控制组进行比较而识别政策效应。一些

研究严格按照实验设计要求进行随机分组和政策

干预效应估计，但由于许多政策业已实施或未采

取随机分组，许多研究都是事后进行的自然实验，

属于准实验，通常难以剔除非实验因素的干扰。为

此，有学者提出需要改进实验设计方法，以便对政

策效应进行更加稳健的估计。[37]

就公共管理实验室实验研究而言，具有以下

特点。从研究主题来看，公共管理实验室实验关注

决策、计算机应用、公共服务动机和公私部门差异

等问题，招募被试进行决策加以研究。相关的研究

问题包括：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对政府信任的影

响；政府绩效信息使用对公民偏好、预算决策、管
理焦点等的影响；通知方式对公众参与率的影响；

电子政府对政府响应力的影响，等等。由此可见，

这些研究都是关注个人的行为，对于团队乃至组

织的行为还没有触及。从研究被试来看，公共管理

实验室实验的被试主要是学生，但也有一些研究

采用MPA等具有公共管理实践经验的研究生或公

务员进行研究，以增强实验的真实感和现实性。也

有一些研究采用实验室仿真，比如对气候变化进

行研究，但公共管理与政策的环境复杂且难以模

拟，其应用还较为有限。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前景

人们常常批评实验室实验：存在“被试效应”；
雇用志愿者和有局限性的被试；缺乏外部效度；实

验场景的现实性不足，等等。[6]但其他研究方法也

同样顾此失彼，在提高外部效度的同时，可能降低

了内部效度。推崇实验法，并非让研究人员成为方

法论创新的冒险者，而是成为方法论尝试的探索

者。虽然实验室实验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它却富有

趣味。因此，实验法并非万灵药，但也不是一无是

处，我们应该辩证地审视实验法在公共管理学科

每年发表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论文数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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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的前景。
以公共管理领域较为热点的研究领域———公

共服务动机为例，Wright与Grant指出，尽管许多国

家的研究都证实了公私部门职员的公共服务动机

差异以及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但由

于多数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获取的截面数据，存在

严重的内部效度问题，且因为缺乏情境真实感而

很难说服实践者。[38]他们建议采用实地实验或准实

验，考察特定因素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变化，以及公

共服务动机对其他行为和结果的影响。
实际上，公共管理学者“妖魔化”实验法，主要

是针对实验室实验。但是，实验室实验在公共管理

研究中很少被使用，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在帮

助公共管理者理解决策和动机等方面，实验室实

验有很大的价值。[10]尽管实验室实验被诟病缺乏外

部效度，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可能没有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在感和实用性，但是就知识积累和学科

发展而言，它的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8]

Bozeman与Scott指出，与其他领域的实验研究

相比，公共政策与管理实验也采用类似的做法，例

如：雇用学生作为被试，为增加被试参与实验而提

供激励，模拟现实情景，等等。但他们认为公共政

策与管理领域的实验室实验不应亦步亦趋地遵循

心理学研究，而应该寻求与众不同的路径。对此，

他们提出了如下建议[6]：（1）与心理学实验相比，为

求现实关联性，公共政策与管理的实验场景应该

更加符合现实情况，虽然这样可能导致实验设计

更为复杂，实验效应反而不如心理实验。（2）实验

室实验可能适用于个人和特别小组，对于真实的

团队和组织则不适宜。（3）与其采用心理实验常用

的欺骗被试和操控手段，角色扮演可能是公共政

策与管理领域实验研究的首选。（4）为了增强实验

的现实关联性，可以邀请决策者和公共管理人员

参加实验，并可以比较学生被试与实践者被试在

实验表现方面的异同。（5）将实验室实验法与其他

实地研究方法综合使用，有利于获得更为稳健的

研究结论。
五、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进展

如果我们将视野推开来，去审视公共管理与

政策相关的实验法研究，就会发现在中国情境下

的实验研究已越来越多。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的大

量自然实验和准实验，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趣

的启示。围绕各类公共政策与管理改革，许多学者

进行了准实验和自然实验研究。比如，政府推动节

假日小客车免费通行，有学者就此研究了该政策

是否导致了空气污染的攀升。[39]还有学者以重庆市

为例，研究了目标责任考核实施以后，区县政府是

否对空气污染数据造假以逃避问责压力。[40]此外，

有学者对河南省的省直管县改革进行评估，考察

其对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41]最近，笔者使用自然

实验法研究了广东省大部门制改革对区县政府绩

效的影响。[42][43]

Cameron等（2013）研究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

的行为影响，以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出生（1976、
1978）和实施后出生（1980、1983）的两个人群为研

究对象，在实验室进行各种行为实验，发现独生子

女是“小皇帝”，在信任、利他主义、冒险精神和竞

争力等方面都比非独生子女表现更差。[44]

围绕一些政治经济事件，学者们考察了它们

对各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对北京奥运

会与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赛事政

治”导致的空气质量改善是不可持续的。[45]还有学

者以“两会”来研究政治经济周期与矿难的关系，

发现中国各地的“两会”召开期间矿难明显减少。[46]

有学者以“秦岭—淮河”确定的冬季供暖分割线，

研究南北居民的预期寿命差异。[47]还有学者验证了

大米理论，发现南北文化差异导致了合作意愿的

不同。[48]

针对自然发生的灾害或灾难，学者们开展了

许多研究，以评估它们的经济社会影响。对于

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一些学者追溯了它产生

的长期人口健康影响。[49]对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

学者们考察了它对企业捐赠的影响。[50]

与此同时，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的实地实验和

调查实验也越来越多。Distelhorst和Hou（2013）的

实地实验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居民诉求政治响

应的种族歧视。他们使用“神秘客”的方式，化名给

各地市长电子邮箱写信了解“低保”政策。结果发

现，普通汉族人的名字如李俊德、张朝阳、王志宏

等的回复率可以达到43.8%，而穆斯林姓名如巴拉

提、热合曼、艾尔肯等却只有29.7%，两者相差

14.2%并呈统计显著差异。与之相关的研究，还包

括群体事件的威胁对地方政府响应力的影响研

究。[51]

（二）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机遇

实际上，在中国情境下开展公共管理研究，既

有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也有无穷无尽的话题可

资研究。随着循证政策、绩效问责与第三方项目评

估的日益兴盛，实地实验的春天可能来临。当越来

越多的公共项目或计划需要后评估，当越来越多

的政策出台后需要追责或回溯时，实验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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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绝佳的方法，也为学者们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

场域。
与此同时，中国的体制优势也为实验法的应

用提供了条件。中国每天都在进行各种项目试点、
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它们都为自然实验、实地实

验与准实验的开展提供了难得的场景和机遇。例

如，中国各地各级和各类政府部门每天都在开展

大量管理试点和政策实验，[52]这些都为公共管理研

究者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与一个成熟而定型的

发达国家相比，身处快速转轨和发展时期的中国

有更多的变化，这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创造了难

得机遇。
谁有能力做实验？朱苏力认为，公安局长有权

去考核派出所长的报警响应力。比如，他们可以假

装报警，然后看110热线的反应速度。[53]相对来说，

普通学者没有政府官员的权力，无法开展这种实

地实验。此外，缺少资金支持的学者很难有财力开

展大规模的实地实验。比如，携程网的创建者梁建

章开展实地实验，研究在家办公对热线服务人员

工作效率的影响，而这项研究花费不菲。[54]但是，通

过与实践者的合作，并说服他们这些实验的价值

与功用，就可能赢得更多的实验研究机会。有时

候，学者可能需要一点点运气，以把握这些稍纵即

逝的事件和政策等外生变量。
实际上，许多实验研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

么困难或无法执行。比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3级广告系硕士生就开展了“语言的力量———凭

借公益广告语的力量改变市民及游客的不文明行

为”的实验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观察不

同形式和内容的宣传标语对横穿马路、践踏草坪

和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是否产生了阻止效应。②

此类实验研究发现对于城市管理而言具有很强的

启示价值，因为这种“轻推”（nudge）的成本最低，

但效果却不容忽视。[55]

（三）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挑战

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还较少使用，尽

管最近已有一些学者在身体力行地推动其应用
[56][57][58][59]。然而，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实验室实验还

有较多的误解和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

验研究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的征稿启事

对实验研究就做了明确说明，虽然没有关闭实验

研究论文发表的大门，但却对学生被试的实验做

了限制。③[60]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实验法只是在

实验室进行的，而并未意识到其身边发生的大量

改革和试点都是可以纳入实验研究的。推进实验

室实验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特别需要转

变研究人员的固有观念。对于理工科背景的高校，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实验法较容易接受；而文

科背景的高校则由于规范研究传统较重，还需要

较大程度的观念转变。由此可见，增加学科交叉和

融合，促进文理科的交流和互动，对于推动实验法

的普及和应用大有裨益。
实验法要求科学的实验设计，需要专门的方

法论训练，而这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科所普遍缺乏

的。采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讨会、工作坊或研究

方法培训班等形式推动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

学科中的应用，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更

为重要的是在各级学科课程体系中设置实验法相

关的课程，或者采用实验法进行教学。
此外，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是推动实验室实验

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多所高校积极推动文科实

验室建设，并探索了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的建设。
未来亟待将公共管理研究实验室建设提上议事日

程，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另外，引进和开发

适合特定公共管理问题的实验软件，也是推动实

验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关键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不能“大干

快上”，而且特别需要注意防止违背研究伦理。由

于实验研究对被试或研究参与者的侵入程度和干

扰性较强，因此需要慎之又慎。比如，实验中对研

究对象采取“欺骗”等伎俩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

应在实验后予以告知，以避免研究对象产生困惑。
再如，许多公共政策实验不能侵害研究参与者的

切身利益，否则将可能导致非常强烈的道德困境。
由此可见，借鉴其他学科的实验研究伦理并发展

公共管理特有的研究伦理规范，可能也是未来实

验研究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六、结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

科有必要更为充分地包容和利用实验法，使之为

公共管理研究服务。正如Bozeman与Scott在结论中

指出的那样[6]：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实验室实验在公共政策

与管理研究中大有前途。这一论断并非建立在目

前状况的基础之上。虽然已有的少数公共政策与

管理实验饶有兴趣而令人鼓舞，但这些研究数量

太少，议题过于分散，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研究传

统。我们对实验室实验前景的信心并非来自其成

就，而是来自对它的需求。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在

累积性、严谨性和理论性方面常常欠缺，实验法在

改善这些方面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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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他们的论断直至今日仍然振聋发

聩，值得深思。时隔10年，Margetts也表达了类似的

忧虑，并大声疾呼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时代已经

到来。[7]

总体来说，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对实验法的

使用率很低。尽管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缓慢增长，

但是与其他兄弟学科领域（如心理学、政治学、经
济学和管理学）相比，公共管理远远落后。可喜的

是，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学者开始与心理学、经济

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同行合作，针对公共管

理问题开展实验研究。可以说，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方法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随着学者们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公共管理实

验研究也日益增多。2015年的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发表了一期专刊，共有10篇实

验研究论文。[9]此外，PAR也在组织一期专刊，以探

讨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使用。[11]有趣的是，

与美国主流的调查研究相比，欧洲学者在实验法

的引入方面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实验研究也在催

生越来越多的合作研究，因为公共管理学科缺少

对实验法的训练，而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

合作，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实际上，上述许多实验研究都可以成为公共

管理学者的研究话题，但却被其他学科的研究人

员捷足先登。如果公共管理学者不能够开展具有

竞争性的实验研究，那么被其他学科的人“抢饭

碗”是迟早的事情。换句话说，公共管理学者的确

需要“练好内功”并有“看家本领”，否则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地”被其他强势学科不断蚕食

和侵吞。
（本文初稿曾于2015年5月19日在大连理工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宣读，题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感谢王欢明的邀请，与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本

文修改亦有帮助。文责自负。）

注释：

①检索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论文所属的研究方

向由数据库自动生成，这可能区别于期刊的学科归属。
②例如，他们在在厦门大学白城校门口调整一处

交通警示标语，发现不同语气的交通警示标语会导致截

然不同的影响。对照组没有设置标语，其横穿马路比率

最高 （70.02%）；实验组分别使用祈使语气的传统标语

“请走天桥”、“仅多花9.4秒”和简单粗暴的“你丑你横

穿”等三种。结果显示，传统语气的标语劝阻几乎无效，

横穿率达69.78%；第二种语气的标语略有效果，横穿率

将为60.96%；而“简单粗暴”的效果最明显，横穿率大幅

下降到40.12%。参见：黄晓波，交通警示标语“简单粗暴”
更有效？厦门网，2015-06-15，http://www.xmnn.cn/dzbk/
xmrb/20150615/201506/t20150615_4522465.htm.

③“《管理世界》杂志投稿须知”在第2条“基本要

求”中指出：“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

与定量研究方法，但所有的研究方法都须遵循严谨的学

术规范。如果是实验研究，我们一般不接受以本科生做

[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除非该实验样本相对于其研究

问题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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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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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A） research conducted by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discuss the prospect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the Chinese PA research. We find that experimental methods are advantageous
in identifying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but they are few adopted in the PA research in comparison to other peer dis-
ciplines. We analyze the barriers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used i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ir usage in PA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of experimental PA in China.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perimental method； Research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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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index system for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results based on 38 department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his paper uses the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within three lev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ly，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index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ublic satisfaction； secondly， the objective indicator of “achievement of
objectives”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satisfaction； and thirdly， such resulting indicators as “voluntary disclosure”，
“disclosure based on application” and “response to result” become key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public satisfaction towards gov-
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 the teachings of this research， designing the index system， especially on matching the subjec-
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should follow the “results - satisfaction” orientation， as well as taking thos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ublic as key indicators.
Key words：Regulations 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bjective evaluation；
Public satisfaction； Empiric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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