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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机构评价实践探索与思考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为例
胡铁华，冯晓赟，董照辉※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北京

摘

要

100081）

科技评价改革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科研机构评价是科技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

介绍了国外科研机构评价的典型做法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所评价体系的设计，总结了研究
所评价的实施效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视科研导向作用、科研评价导向要与发展目标相一致、
把握新时期的新导向、重视评价分析等一系列优化科研机构评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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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评价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管理

科研影响、科研环境三个大的方面开展评价。主

手段和工具，一直受到各国科研管理部门和科技

要变化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学科归并为生命和医

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同时也是备受争议和

学科学类、理工工程类、社科管理类、人文艺术

持续发展变化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各国政府

类四大学科领域，既考虑学科之间差异，又避免

及科研机构都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与本国科技发展

分类过细。二是注重衡量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与

相适应的评价制度和方法。中国农业科学院于

社会影响，引导科研成果在社会、经济、文化等

2012 年开始对院属研究所实行量化评价制度，有

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三是从单纯定性评价到量化

效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热情，推动了中国农业科

评估与专家评估相结合，解决定性评价主观性强、

学院科技产出快速增长。但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

公正性弱的争议。四是不以分数作为最终评价结

设社会主义新阶段，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

果，而是以代表不同等级的星级进行分档[1]。

于核心地位，这一历史性变化对全国科研机构提

1. 2

出了更高要求，科研机构的评价制度也必须随之

美国绩效管理评价体系

美 国 国 立 科 研 机 构 评 价 起 步 于 20 世 纪 60 年

调整。文章将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例，考察回顾

代，受各届政府执政目的影响，早期评价制度和

其研究所评价的实施情况，总结经验得失，以期

评价结果缺乏连续性、可比性和系统性。1993 年

为当前科研评价制度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美国国会通过了 《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

1

国外科研机构评价典型做法

1. 1

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科研评价体系
英国曾采用以同行评议为主的方式对高等教

育研究机构进行科研评价，但饱受主观性太强的

争议。从 2006 年开始，英国尝试对其科研评价体

系进行改革，直到 2014 年才确定采用 Research Ex⁃
cellence Framework （卓越研究框架） 的方式对高

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评价。该方式从科研产出、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奠定了联

邦机构评价的基本模式。2001 年为克服 GPRA 评

价中存在的机构间评估目标和具体评估指标不一
致 的 问 题 ， 又 提 出 了 《总 统 管 理 议 程》（PMA，
president's Management Agenda），从人力资源、竞

争资源、财政绩效、电子政府和绩效提升动议五
个方面对联邦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以红、黄、
绿 3 种颜色表征。2002 年在 GPRA 和 PMA 的评价

体系下，提出了针对项目评估的“项目评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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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形成了

表1

以 GPRA 为制度基础，以 PMA 为总体评估标准 ，

2020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一级指标

以 PART 为评估工具的评价体系 。
[2,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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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同行评议制度

整体上看德国研究机构的科技评价大都是采

1. 科研立项

1. 1 科研项目

2. 科研产出

2. 1 获奖成果

用同行评议方法，但评价内容与专家的构成上通

2. 2 认定成果与知识产权

2. 4 咨询报告

尔姆霍兹协会等研究机构对其下属研究所评价的

3. 成果转化

一般过程为专家先阅读研究所的状态报告,随后到
研究所实地考察了解情况，最后通过集体讨论形

4. 人才队伍

成评价报告。各研究机构对下属研究所的评价大
体都包括研究活动、管理与对外关系等三个方面，

5. 科研条件

但是评价的重点和专家的构成与研究所所处的学
科领域紧密相关。例如：马普学会是以基础研究

6. 协同创新

为主的机构，更加注重对研究质量和水平的评价
以及相近学科领域研究机构之间相互比较，研究
论文的数量和水平是其重要的指标[4,5]。

7. 国际合作

纵观英、美、德等国家研究机构评价的主要

2. 5 重大科研进展报告

3. 1 成果经济效益

3. 2 科技兴农

4. 1 高层次人才

4. 2 人才培养
5. 1 科技平台
5. 2 开放共享

5. 3 科研条件投入

6. 1 创新联盟

6. 2 联合攻关重大任务

6. 3 农业基础性长期性工作

7. 1 国际项目与经费

7. 2 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7. 3 学术交流与能力建设

做法，发现科技评价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长

7. 4 国际影响力

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一方面是推动经济社会

7. 5 农业科技“走出去”

发展所需的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国家
评价制度和方法的不断演进。

1. 2 科研经费

2. 3 论文著作

常存在较大差异。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学会、赫

之间、同行之间的强大科技竞争压力也必然推动

二级指标

考核的内容分拆成可量化的统计指标，对每项统
计指标给予一定的分值，类似于对每项工作给予

2 中国农业科学院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所评
价体系

一个“价格”，该项工作完成得越多或质量越高，

2. 1

以此方式对研究所的年度工作进行量化[6]。

指标体系框架
2012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改变以往院属研究所

述职汇报后定性评价的年度评估方式，建立了以

获得的分值累计越高。每个研究所所有统计指标
的单项累计分值加总，得到该研究所年度总分，
2. 3

指标体系设定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属 34 个研究所，覆盖作物、

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研究所评价体系及其实施制度。

园艺、畜牧、兽医、植保、资源环境、农业工程、

该体系将研究所的科研投入、科研产出、成果转

农经、信息等农业科研各大学科领域，每个领域

化、人才队伍、科研条件、国际合作、管理水平

的创新工作内容各不相同，因此，评价体系构建

等反映科研实力的年度工作成效，以可量化、可

的核心是指标选取，这是整个评价制度的基础和

考核的指标进行表征，构建了由 6 项一级指标、21

难点。中国农业科学院采取逐级分解的方式进行

项二级指标、87 项统计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构建：（1） 确立评价导向，将院层级确

评价指标根据创新导向和院所发展情况，每年度

定要考核的内容作为一级指标；（2） 确定评价内

进行适当调整。至 2020 年，该指标体系包含 7 项
一级指标、22 项二级指标、98 项统计指标，指标
体系框架见表 1。
2. 2

评价计分方法

该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是将研究所所有纳入

容，将一级指标下需要重点关注考核的内容分解
为二级指标；（3） 院所共同构建三级指标，即将
每个二级指标分解为一组可量化的统计指标。经
过三级分解，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既反映院级
层面的发展导向，又体现研究所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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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5

指标权重确定

分类评价的体现方式

指标权重赋值是构建研究所评价指标体系的

由于不同学科领域科研机构的创新工作存在

难点，既要体现每项指标的自身价值，又要体现

较大差异，分类考评一直是科技界重点关注的问

指标间的相对价值。在实践中，中国农业科学院
采取统计测算+专家赋值的定值方法。首先对统计
指标的近年数据进行统计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对
指标进行初始赋值，再由各学科领域专家、管理

题[7]。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系统，采取“全
品类计价”方式来解决分类问题，即将各学科领
域研究所的共性指标和个性产出指标都纳入指标
体系，既体现共性成果，也反映个性产出。例如，
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分属作物

专家及研究所对初始赋值进行研究、修改或再赋

和兽医两个学科领域，指标体系中既有标准类、

值。按照测算—调整—验证的技术路线，经多轮

专利类共性指标，也分别有作物领域的审定农作

研讨咨询和比对修正，最后确定指标权重体系。

物新品种和兽医领域的新兽药等个性指标。

表2

不同研究所在科研产出指标中的不同得分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统计指标

作物科学院研究
所产出项目

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产出项目

2. 科研产出

2. 2 认定成果与知识产权

审定(认定、登记)农作物新品种（个）

21

—

新兽药（项）

—
1

国家标准（项）

96

发明专利（项）

2. 6

对创新实力、发展速度和人均实力的衡量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评价体系从创新实

力、发展速度和人均实力 3 个维度，反映研究所的

创新发展情况。如前所述，研究所的年度总分是

展速度是指创新实力得分的增长率，由研究所当

3

25

制度，传达政策导向，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有效
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进而提升院所整体
创新实力。
3. 2

各统计指标得分之和，反映了一个研究所的整体
创新实力，体现了研究所之间横向比较结果。发

4

科技论文实现量质双升
2012—2020 年，如图 1 所示，SCI/EI 论文发文

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且 SCI/EI 论文发文数量占
论文总数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23. 4% 增长到 2020 年

量研究所与自身相比发展的快慢。人均实力是指

的 56. 6%，特别是 Science/Nature/Cell 主刊发表论

研究所人均产出情况，由研究所年度总分除以在

向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

年的年度总分与前三年平均分比较得出，用于衡

文大幅增加，论文质量显著提高，体现了评价导

职职工数得出，反映了全所人员的创新效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实施成效
该评价制度的实施解决了创新工作难以衡量、

评价标准模糊的问题，促使研究所明确创新目标，
聚焦创新任务，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同时，大部
分研究所依据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本所实际制定
了内部绩效奖励标准，有效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
新活力和创新动力，科研成果持续增加。
3. 1

推动形成竞争发展的创新环境
图1

研究所评价克服了以往主观评价方式缺乏数
据支持、研究所之间难以比较等缺点，客观反映
研究所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水平，形成了竞争发展
的良好局面。各研究所据此新建或完善所内考评

3. 3

2012—2020 年论文数量

品种、专利等成果翻倍增长
2012—2020 年，如图 2、图 3 所示，审定农作

物新品种年均增长率 17. 3%，国审农作物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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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 48. 2%。 授 权 发 明 专 利 年 均 增 长 率 14. 3%，

4. 2

长率 46. 2%，国家标准占比 45. 8%。

题，目前虽然也发展出了影响因子、H 指数等质量

新兽药证书年均增长率 14. 7%，标准制定年均增

难以衡量成果质量
如何衡量科技成果质量一直是科技评价的难

指标，但远远少于数量指标，且很多创新成果和
成效仍然难以量化表达。这导致科研人员过分关
注具体指标的完成数量，忽略创新质量，甚至有
些工作与自己本职岗位工作不一致[8]。
4. 3

工作难以全部合理量化
科技创新链条长，创新工作内容多，量化指

标难以全面反映创新贡献。例如，对公益性农业
科技创新工作来说，转化工作一直是量化的难点。
一些公益性、基础性工作，如种质资源收集、鉴
图2

2012—2020 年审定农作物新品种和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新兽药

国家标准

300

考核难以充分反映其重要性。

5
5. 1

250
（个）

定和保藏，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源头，但量化

优化科研机构评价的思考
重视科研导向作用

20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

150

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

100

来”[9]。评价制度是科技管理的重要手段，发挥着
重要的导向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实践也证明，

50

评价往哪走，资源就会往哪去，引导科研走向。

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年份

图3

4

2012—2020 年新兽药和国家标准数量

科研管理部门要切实重视科研评价的导向作用，
利用好、发挥好评价指挥棒的作用。
5. 2

科研评价导向要与发展目标相一致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该评价制度初期，以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存在的问题

明确的考评指标和考评标准，引导科研人员加快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业科学院

创新步伐，多产出创新成果，是符合当时的发展

作为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需要在更高起点上满

阶段的。但随着中国农业科学院整体创新能力和

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科技需求，对照这一新

水平的大幅提升，进入追求创新质量，引导产出

形势新要求，现有评价体系在实践上存在一些亟

重大科研成果的阶段，需要根据发展需求，建立

待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的评价制度。评价标准要由追求数量转向追求

4. 1

科技创新质量，由追求短平快转向瞄准重大突破

指标体系过于繁琐
该指标体系类似于全工作类别计价的方式，

逐渐出现了指标分类过细、指标数量过多的问题。
指标过细会导致较多关注具体工作，忽略整体协
同发展，缺乏对重大任务和重点突破的引导。同
时，一年一评容易导致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不
利于引导开展长期持续性研究。在操作层面，指

持续攻关。
5. 3

把握新时期的新导向
2021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求是》 专

门撰文提出，我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过去 40 年，从跟跑到并跑，在某些

领域实现了领跑。但总体来看，在基础前沿领域、

标填报、数值核对、统计计算等各环节，都带来

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有很多差距。新时期，我

了很大工作量。

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是在基础前沿探索、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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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重大产品创制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焦

对评价结果的分析研判。大部分评价仅发挥了排

点是要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引领我国农业

名次、分层级的作用，没有发挥通过评价进行分

科技实现率先跨越，支撑我国现代农业的持续发

析诊断、推进创新工作不断提升的目的。在评价

[9]

展 。反映在科技评价，就是要突出引导针对核心

中对获得好成绩的对象，要进行奖励激励，也要

前沿、关键技术和重大问题的持续攻关与重大突

分析其优秀的原因，总结形成经验。成绩不理想

[10]

破的创新目标导向 。

的，更要深入分析其原因，找出发展薄弱点，明

5. 4

确需强化的学科领域和方向，形成系统的改革发

重视评价分析和结果应用
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提升我国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全国各级农业科研机构都对
[11]

展政策，进而全面提升整体创新能力。
评价是永恒的主题，没有尽善尽美，也没有

科技评价进行了改革创新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

适用所有机构的评价制度，要根据需求和目标加

当前的评价往往是重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忽略

以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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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TAKING INSTITUTES EVALU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A CASE
Hu Tiehua，Feng Xiaoyun，Dong Zhaohui※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ypical evaluation methods of foreig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quantification-based institute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The practical effects and problems we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tching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goals, grasping the new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and analyzing evaluation results.
Keywords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institute evaluation；orient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
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