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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调查法分析挪威模型在科研经费分配和刺激科研产出方面的作用
以及我国在科研经费分配管理和实践中的问题，经过对比分析，产生了关于将挪
威模型基于量化指标的科研资金分配模式应用于中国的思考，在其必要性、可能
性和机遇方面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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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建制化以来，科研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科研资金的分配成为政府和科研
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政府希望科研资金可以刺激出科研工作者更大的科研积
极性，而科研工作者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更多资金的支持。在这方面，面
临的首要问题是该如何分配科研资金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而科研评估似乎成为
一个更加折衷的办法。在很多工业化国家中，科研评估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许多高校面临着问责和科研成果评价的问题[1]。这样的压力导致科研机构更加迫
切地需要一个相对合理、客观的科研评价系统来科学、合理地评价机构和科研工
作者的科研工作。这些并非是新的提法，科研成效一直都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为
了让资金花的有价值，很多政府设置了将科研资金分配与科研成果挂钩的科研评
价机制。挪威模型就是用于机构评价的一个科学计量学指标体系，挪威政府根据
挪威模型对机构基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对部分科研资金进行重新分配。
2 挪威模型
2.1 基于科研表现分配科研经费的早期实践
挪威模型并非第一个基于科研成果分配科研资金的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末
期，英国提出了欧洲最为先进的科研评价系统之一。从此，科研评价不再只是对
个人和项目的评价，还有机构层次的评价和国家层次的评价，并于 1986 年开展
了第一次科研评估试验，此后在 1989、1992、1996 以及 2001 年都进行了相应的
评估工作[2]。该系统根据科研成果对每个科研机构、大学等进行质量评级，时间
效果较佳，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也因为花费过高和指标考虑不全面受到一些
机构和专家的诟病。1979 年在荷兰一份白皮书建议对研究管理进行改革，促进
了整个国家科研管理系统的进化；1983 年，荷兰引进了被称作“条件资助”的
系统，旨在提高科研的效率和社会相关性。在该系统中，科研资金的分配根据研
究的质量来核定，而教育单位需要提交中期教育计划。1992 年，荷兰 13 所大学
的校长和教育部部长达成协议，荷兰大学协会（VSNU）对研究进行系统质量评估，
利用外部评估来进行内部质量控制。此后，该模式取代了原有的“条件资助”的
制度。1994 年，丹麦应用了一种全新的预算系统，这个系统区分了科研资金和教
育资金。该系统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基础拨款、基于表现的教育拨款、科研拨
款、其他活动拨款以及资本拨款（一般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此后，所获的金
额取决于教学的质量以及研究的收入。同年，芬兰教育部应用了一个被称为“成
果管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一小部分的预算是根据成果决定的[3]。在 20
世纪 90 年代，挪威的科研资金分配还没有采用绩效措施，使用的是分块资助，
教育和科研分别被资助。同样，当时在瑞典也没有基于绩效的科研资金分配机制，
只是在 1993 年通过的立法中提到，考试成绩是决定拨款的唯一指标[4]。
2.2 挪威模型的具体内容
2.2.1 挪威模型的构成
直到 21 世纪初，挪威政府看到了基于科研成果的科研资金分配模式对于国
家科研工作的巨大刺激作用。2002 年，挪威教育和研究部委托挪威高等教育机
构协会开发一个基于科研表现重新分配基础研究经费的系统，2003 年——2004
年间开发成型。该系统就是后来的“挪威模型”[5]。其主要应用于国家层次基础
科研资金重新分配，是一个基于学术出版物的文献计量指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6-7]
。
（1）结构化、完整的、可验证的、有效的，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记录数据库。
这是挪威模型应用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挪威模型是一个科学计量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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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计量对象就是这些科研信息。挪威构建了一个国家层次的科研信息系统——
CRIStin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in Norway)，大部分的科研
成果信息由系统从国际主要科研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 Scopus 等中自动
抓取信息更新生成，少部分的科研记录由科研人员自己生成，比如各类会议、讲
座信息等。同时，每个机构设置由专门的科研信息审核人员负责审核科研人员自
己生成的科研信息。
（2）具有权重系统的出版指标，使特定领域的出版传统在各个领域的出版物
上具有可比性。根据 Gunnar 教授的研究，挪威高等教育部门 2005 年——2012 年
间各领域在 CRIS 中实际收录的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书籍以及连续出版物与各
个领域在 Web of Science 和 Scopus 中对应收录的比例差异很大，生命科学、自
然科学在两个数据库中收录比均占到 70%以上，工程科学在两个数据库中收录比
占到 60%左右，但社会科学仅占 40%以下，人文科学占 30%以下。这样一来，如果
只按照 Web of Science 和 Scopus 统计，就会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不公平。
所以，根据两个学科的成果发布特点，挪威模型将本土的期刊、连续出版物以及
书籍也纳入成果计量范畴，因此需要一个完善的权重指标，使得计算结果对各个
学科和机构都相对公平。
（3）机构资金分配的标准。基于 CRIStin 数据，利用相应的科学计量指标计
算赋分，得到每个机构的科研表现。最后，基于科研表现，采用资金分配的标准
实际分配基础资金。挪威模型重新分配的资金在整个科研基础资金总预算中占比
不到 2%，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却是最具争议的一部分，一方面因
为计量指标不同而变化，也会因为机构侧重点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2%的比
例在挪威国家科研基础资金中也是很大一笔经费。
2.2.2 挪威模型中出版物的计算
挪威模型通过出版物指标衡量机构的出版表现，为了使得各不同领域具有可
比性，该模型用了一种简单的文献计量方法来平衡各领域不同的出版模式（比如：
人文科学出版的书籍较多，而且在作品中本地语言使用较多。相对而言，自然科
学领域发表的期刊文章更多，且多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8]。计算模型由两个维
度构成（见表一），横向是等级，纵向是出版物类型。
表一 出版得分
出版类型
Level1
Level2
期刊文章
1
3
选集中的文章
0.7
1
专著
5
8
Level1 代表了特定领域较为普通的发布渠道，包括各种语种的出版物都给予
同样的分值，Level1 由注册管理机构与国家出版委员会合作决定。而 Level2 则
是领域内十分权威和精挑细选的发布渠道，因此也被赋予更多的权重。Level2 代
表的是某特定研究领域占世界出版总量的前 20%的期刊或书籍出版商，Level2 中
的期刊和书籍出版商由国际学科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委员会协商决定。在左侧出版
类型中包括了三类：期刊文章、选集中的文章和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得分
计算过程中对合著文章的处理，最初的模型对合著文章的处理是直接用分数，比
如一篇文章由 3 位作者合著，那么每位作者计 1/3 篇文章。在后来挪威模型的评
估中发现，这样的方式处理合著文章对于那种合作较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十
分有利，但是对于合著较多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明显不利。为了改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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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平方根分数，同样的 3 位作者合著一篇文章，现在每位作者计 1/√3篇文
章。实践证明，平方根分数的算法较好的解决了之前直接分数赋值带来的研究领
域间差异过大的问题。
2.3 挪威模型的推广及评价
2.3.1 挪威模型的推广
挪威模型的出版计分方法在 2004 年开始被采用。2006 年，该模型首次用于
政府预算拨款实践中，根据 2005 年各机构的出版表现得分，重新分配了约 2%科
研经费的预算。挪威模型在挪威得到成功运用，极大地刺激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
性，很快吸引了挪威周边国家的注意。2009 年，丹麦和瑞典引进挪威模型；2015
年，芬兰引进挪威模型。挪威模型的推广应用，并非直接迁移使用。各国具体情
况的差异，挪威模型在各个具体应用环境下也有所不同。2003 年，比利时的弗兰
芒地区在基于科研表现分配科研资金预算方面已经走在欧洲前列，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 BOF（Bijzonder Onderzoeksfonds/University Research Fund）政府科研
[9]
资金分配体系 。但是，由于当时的系统主要根据 Web of Science 平台数据，
受到地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学者批评。2008 年当地政府通过了修订 BOF 系
统 的 法 规 ， 为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书 目 数 据 库 VABB-SHW （ Vlamms Academisch
Bibliografisch Bestand voorde Sociale en Human Wetenschappen）的建立提
供了法律依据。VABB-SHW 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挪威的 CRIStin，不同的是 VABBSHW 专为人文社科领域设计。2000 年以来 VABB-SHW 收集了大量弗兰芒地区大学
人文社科领域的书目，将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专著、编著、书中的文章或章节
以及不属于期刊专题或编著的会议文献。目前，更多国家正在关注或学习挪威模
型，以期根据挪威模型的前期经验，形成本国独具特色的科研资金分配体系。
2.3.2 挪威模型的评价
2012 年比利时弗兰芒区对挪威模型进行了评估，取得较好评价。同年丹麦
也对挪威模型进行了评价，因为 2012 年是丹麦使用挪威模型的第三年，因此总
体上的表现和不可预估的影响都还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在与每个大学对
话时，找到了一些模型可以改进的想法[6]。2013 年挪威高等教育机构协会委托丹
麦奥尔胡斯大学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心对挪威模型进行评估，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评
估挪威模型的客观性和刺激科研产出的有效性。本次评价十分细致，评价结果报
告长达 114 页，从多个角度出发评价挪威模型，以下具体说明[10]。
（1）从国际视角来看挪威模型的客观性、覆盖范围、激励结构以及合理的平
衡得到认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合理的系统。
（2）从出版物指标的影响来看（表一出版得分提到的出版指标），报告中提到
挪威模型显著提升了出版的数量，但是关于该指标对其他出版参数的影响无法判
断。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挪威模型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出版参与度，
也就是刺激了未发表过文章或其他形式出版物的研究者开始出版行为，根据报告
统计 2004-2012 年出版研究者的数量增加了 3 倍。但是，对于出版者之间的平均
出版行为的推动作用似乎没有那么明显，根据报告数据，这期间 Level1 大概增
加了原来的 20%，Level2 大概增加了原来的 10%。这从侧面反映出挪威模型对于
已有出版行为的研究者激励作用不如对未有出版行为的研究者明显。
（3）从出版指标的性能来看，报告主要关注了出版得分体系、出版物提名过
程（本土出版物的评选）、出版渠道的分类（两个层次）以及指标的学科中立性。
报告研究分析发现，关于出版渠道的等级划分为几层是最佳存在很大的争议，出
版渠道等级划分是一个十分复杂、不透明和有争议的过程。特别提到的是指标计

chinaXiv:202106.00113v1

算中对合著的计算，当时挪威模型用的是直接分数的形式，后来改进成了平方根
分数。
（4）从出版指标在机构层次的使用来看，机构层面上来看很多问题都会被特
别强调，因为在个别层面没有很好的地方模式来构建激励机制。出版指标在大学
各个学院内部使用时差异很大，具体来说该指标对人文和社科领域学者得到更大
重视。反映出该指标在学科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因此也并非完美的学科中立。
总体来说，尽管挪威模型在 2013 年的评估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挪威的应用
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挪威模型在挪威被改进沿用。从三次评估来看，挪威模
型并不是完美的。但是毕竟任何指标也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是利弊相互权衡的。
也许最大的优点也正是最大的缺陷所在，因此不必过度批判挪威模型的一些不足
之处。
3 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与分配
3.1 科研经费管理政策
为加强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财政部、科技部于 2006 年共同制定了《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和《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财教[2006]159 号、160 号、163 号和 219 号，
以下简称《经费管理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根据我国科研活动规律和财政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将经费（指课题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同时在
范围划分、预算编制和评估评审、资金拨付和结存结余经费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
求[11]。同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中指出应“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
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12]。
政策一经发布，得到了各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与落实，但在实际落实工作中，相
关问题也逐渐显现。陕西专员办于 2011 年提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亟待规
[13]
范” ，指出许多存在的问题如：需要学校自筹配套的科研资金大多不能及时到
位，项目预算的编制存在不科学之处，课题之间的经费相互挤占等；2015 年，时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在有关工作会议中指出，我国在科研经费
管理方面存在管理职能弱化、个别科研人员使用科研经费较随意等问题，因此在
出台的新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针对主要问题进一步
明确了在资金使用中不得开支的内容，还将逐步采取提取比例与依托单位信用评
级挂钩的方式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管理[14]。从管理层面来看，我国科研经费管理
政策一直都在摸索之中。目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要
在科研方面走在国际前列，我国科研管理机构亟需一种稳健、有效刺激科研发展
的科研经费分配方案。
3.2 科研经费分配实践中的问题
中国科研资金的分配主要采取课题申报的制度，并且大部分科研经费通过竞
争性分配模式下达，在申报程序中先对课题进行预算，再通过相关部门、单位的
审批，同时配有对应的评审制度，最终实现科研经费的分配。而项目的结项基本
都依附于科研成果，但目前的这种分配模式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且量化的目标
也存在争议，尚未形成完善的评价体系与绩效，这就引发了许多实践中需要完善
的关键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四点：
（1）量化评价指标的构建。现行的科研经费分
配模式大部分是由科研人员或是科研机构进行主动申请的，但缺少统一的量化评
价指标，没有固定的计算模型，这使得科研经费的分配工作缺少一定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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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影响因素比重较大，也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2）科研成果的质量评
估。有许多课题需要较长时间的研究与探索，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适量的科研成
果，但部分科研人员为尽快提高影响力，就会发生“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现象，
为快速产出科研成果，完成课题结项，而忽视成果质量，违背科研的初衷；（3）
评审体系的建立。目前我国在科研经费分配方面虽然有相应的评审体系，但存在
客观性不强、独立性不高的情况，这也使得部分通过的课题其实际开展的意义并
不大，埋没其他有价值的课题等。
（4）课题进展的监管。在研究进展中，实施适
当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极大地督促科研人员和有关单位将科研经费落到实处，
真正应用到科学研究中，而不是为解决预设的经费花销，将经费“乱用”，浪费
国家财产，甚至影响国家整体科研的发展。
4 挪威模型应用于中国
4.1 必要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迫切需要一个透明、系统和高效的科研资金分配方案。
其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科研有更多新的需
求，因而迫切需要更加有效的方案刺激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二是我国正面临着发
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压制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对本土科研人员
的培养和激励，而直接有效的激励方式是科研资金的支持，这也要求一个公开、
透明和可量化的科研资金分配系统；三是从我国政府对科研资金的管理出发，需
要一个实现全国科研管理、发展和规划的信息系统，可以根据系统数据形成便捷、
高效和更具激励作用的科研资金分配机制。
4.2 可能性
从可能性上看来有三点，一是我国网络技术发展迅速，科研机构网络平台完
善，可以利用后台融合技术整合网站建立统一管理的科研数据系统；二是我国正
在建立完善科研评估体系，各科研机构都有相应的科研评估系统，还有专业科学
计量学家和计量团队的建立和实践为我国科研经费基于科研表现分配提供专业
理论指导；三是我国行政体制的优势，便于快速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科研数据系
统和相应的科研经费分配系统。
4.3 良好机遇
2017 年 4 月 17 日，中国科技部和挪威教育与研究部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共
同举办“中国——挪威科技合作日”。中国作为东道主，中国科技部长王志刚以
及相关科技论坛专家出席会议，挪威代表团由挪威教育与研究部长伊瑟琳·尼伯
大臣率领，成员包括挪威教育科研及管理机构的 200 多位管理者和科学家。主会
场上双方就 7 个主题包括“中挪重点领域对接”、“科技政策”、“技术合作”、
“创新研究”、“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交流、探讨。挪威模型的主要缔造者 Gunnar
Sivertsen 教授介绍了挪威科研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经验，指出“挪威模型”
在国家科研信息采集、科研基金分配、科技评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次活
动的机会，Gunnar Sivertsen 教授受邀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深入讲解、探讨
挪威科研资金分配系统中科学计量指标（挪威模型）的设计及使用，这为挪威模
型在中国的科技评价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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