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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 课程模块 核心内容 教师 时间
1 方法论导论

科学哲学

介绍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并探讨研究方法论的关键概念。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概念进行解读。
马亮 9/12

9/14

2 方法论流派 介绍逻辑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

建构主义等方法论流派。
马亮 9/19

9/21

3 研究问题、研究综述与研

究评价

探讨如何提出一个有趣、重要和可行的研究问题。

探讨如何收集文献、述评文献，以及如何评价一项研究的质量和贡献。
马亮 9/26

9/28

4 变量的概念化 讨论概念的定义，以及怎样概念化。 钟玮 10/10

10/12

5 变量的测量 介绍变量的尺度、类型、测量方式，以及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钟玮 10/17

10/19

6 理论与理论构建

因果关系论证

介绍什么是理论，以及如何建构理论。

比较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探讨因果关系的论证方法。
马亮 10/24

10/26

7 实验设计 介绍实验室实验、准实验、自然实验、调查实验等实验设计。 马亮 10/31

11/2

8 调查设计 介绍问卷调查的设计策略和技巧。 马亮 11/7

11/9

9 二手数据分析 探讨二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策略。 马亮 11/14

11/16

10 质性研究设计 介绍民族志、扎根理论、叙事学、现象学、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 马亮 11/21

11/23

11 混合研究设计 探讨如何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起来使用。 马亮 11/28

11/30

12 研究计划书

论文写作与发表

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

介绍研究计划书和开题报告的撰写技巧。

讨论如何写作、报告和发表论文。

介绍研究伦理注意事项，以及学术规范要求。

马亮 12/5

12/7

13 学生成果展示 请课程学生口头汇报研究设计或开题报告。 马亮

钟玮

12/12

12/14



引子：空气监测的自然实验
西安环保局官员为政绩用棉纱
堵空气采样器 多人被带走 《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

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

沈苏南, 马军, 袁言. 空气质量监测站离你有多远？.2016-06-22,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news_detail.aspx?id=18308



为什么是实验法？

• 因果报应：爱因斯坦与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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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法的特征和优势

• 调查研究面临非常严重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
– 因果关系颠倒（reverse-causality）
– 缺失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
– 选样偏误（selection bias）等。

• 可以建立相关关系，却无法验证因果机制。
– 因果关系的要素：时间先后、共变、无干扰变量。

• 实验法的特征：内部效度VS外部效度
– 控制（control）
– 随机性（randomization）
– 操控或干预（manipulation）

• 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思维
– “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面临的障碍
(Bozeman & Scott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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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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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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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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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中缺少实验方法等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由此阻碍了
实验方法在公共政策与管理领域的应用。



Margetts, H. Z. (2011). Experiments for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3(2), 189 - 208.



实验法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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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lom-Hansen, Morton, & Serritzlew (2015)



实验设计的类型

• 经典实验设计（classical 
experimental design）
– 随机分组、前测、后测、实验

组、控制组。

• 前实验设计与准实验设计
– 经典实验设计的各种变形

• 所罗门四组设计（Solomon 
four-group design）
– 消除前测效应。

• 因子设计（Factorial designs）
– 两个及以上自变量的交互效应

。



资料来源：
Shimmura, T., & Yoshimura, 

T. (2013). Circadian clock 

determines the timing of 

rooster crowing. Current 

Biology, 23(6), R231-R233.

实验室实验
（动物）

图C、D

纵坐标：公鸡打鸣次数
横坐标：
• 光照刺激强度
• 同伴打鸣录音强度
• 时间



实验室实验（人）/自然实验

资料来源： Cameron, L., Erkal, N., Gangadharan, L., & Meng, X. (2013). 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cience, 339(6122), 953-957.

利他主义 信任 可信任度 冒险意识 竞争力

白色：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出生（1976、1978）
灰色：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出生（1980、1983）



实验室实验（人）/自然实验
种大米与集体思维、忠诚、互信？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et al.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603-608.



调查实验
James, O., & Van Ryzin, G. 

G. (2015). Incredibly 

good performan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ource and level effects 

on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携程梁建章的实地实验：
在家办公更有效率吗？

Bloom, N., Liang, J., Roberts, J., & Ying, Z. J. (2015). Does working from home work?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1), 165-218.





实地实验

资料来源：
Distelhorst, G., & Hou, Y. 

(2014). Ingroup bias in 

official behavior: A 

national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 203-230.

普通人姓名 穆斯林姓名
李俊德 巴拉提
张朝阳 热合曼
王志宏 艾尔肯

政府信息披露率



一项6100万人的实地实验！
RM Bond et al. Nature 489, 295-298 (2012) doi:10.1038/nature11421



Bond, R. M., et al. (2012). A 61-

million-person experiment in social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Nature, 489(7415), 

295-298.



中国与比较情境下的自然实验

• 公共政策与管理改革
– 节假日小客车免费通行与空气污染
– 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的价值观（Science）
– 目标责任考核与空气污染数据造假（重庆）

• 政治事件
– 北京奥运会与空气质量（赛事政治）（陈玉宇等）
– 两会政治经济周期与矿难（聂辉华）
– 冬季供暖与南北居民预期寿命差异（PNAS）
– 大米理论与南北文化差异（Science）

• 灾害或灾难
– 大饥荒与人口健康
– 汶川地震与企业捐赠
– 俄罗斯大火与普京支持率
– 东京核泄漏与民众抗议



自然实验：奥运蓝及其影响
The Effect of PM10 (10 μg/m3) on Mortality by Different Age Groups

He, G., Fan, M., & Zhou, M. (2016).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mort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79, 18-39.



自然实验：冬季取暖的健康代价

• 北方供暖地区的悬浮
颗粒浓度高55%左右。

• 北方民众的平均寿命
减少约5.5年。

• 北方民众的出生预期
寿命减少约3年。

• 共计让北方约5亿人减
少25亿年寿命。

Chen, Y., Ebenstein, A., Greenstone, M., & Li, H. (2013).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32), 12936-12941.



准实验为什么可取？

• 准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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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准实验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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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共管理实践者的准实验，

更加能够贴近现实。

• 如何解决非随机分组偏差？
– 采用倍差法（DID）与净效应估计，可对许多政策效应进行评估。
– 为了解决操控的内生性、样本选择偏误，可以使用两阶段选择模型、倾

向值匹配（PSM）、熵均衡匹配等方法。

• 实例：
– 省直管县改革（河南）
– Wang, W., Zheng, X., & Zhao, Z. (2012). Fiscal reform and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42(2), 334-356.

– 大部门制改革（广东）
– Ma, L. (2016). Does super-department reform improv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in China?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8(3), 369-391.



中国情境下的实地实验、准实验
或自然实验

• 实地实验
– 携程网与在家办公的绩效影响
– 政府网站与公民诉求响应
– 种族歧视（维族姓名：就业招聘；政府信息公开）

• 谁有能力做实验
– 朱苏力：公安局长考核派出所长的报警响应力
– 携程网老总梁建章实地实验（在家办公、计划生育）

• 循证政策、绩效问责与第三方项目评估
– 实地实验的春天？

• 中国的体制优势、项目试点、政策实验与创新扩散
– 实地实验、自然实验与准实验的春天？



结语

• 总体来说，公共管理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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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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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偏好、预算决策、管理焦点
等）

– 公众参与（打电话是否提高市政会参与率？）
– 政府响应力（电子政府的响应更佳？）



下一次课程研讨的论文清单

1. Lee, G., Benoit-Bryan, J., & Johnson, T. P. (2012). Survey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essing mainstream journals with a total survey 
error frame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2(1), 87-97.

2. Jakobsen, M., & Jensen, R. (2015). Common method bias in public 
manage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18(1), 3-
30.

3. Wong, C. S., Peng, K. Z., Shi, J., & Mao, Y.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odd number and even number response formats: 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ese respondent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8(2), 379-
399.

4. Van De Walle, S., & Van Ryzin, G. G. (2011). The order of questions in a 
survey on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Lessons from a split-
ballot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89(4), 1436-1450.

5. Enticott, G., Boyne, G. A., & Walker, R. M. (2009). The use of multiple 
informant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Data aggregation using 
organizational echel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2), 229-253.



谢谢！

http://liangma.weebly.com

Email: liangma@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