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为了提高在校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在校青年

教师的科研能力，财政部2008年试点设立了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简称“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

金”），用以资助高校在校师生的科研工作。2009年
财政部正式在全国 92所部属高校投入基本科研专

项资金，并颁布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自高校基本科研

专项资金实施以来，各高校经过不断摸索形成了特

有的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与传统的科研

项目资金相比，高校科研专项资金的使用普遍存在

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又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

使得效率低下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为了确

保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能够被合理使用，提高资

金的使用质量，找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建立科学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显

得尤为重要。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我国高校基本科研

专项资金的使用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了高校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绩效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过程

绩效思想构建了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

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各指标权重，进一步引

入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水

平进行科学评价，为财政部对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

资金的绩效评价提供了科学方法，进而为找出高校

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提升

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水平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

关于绩效评价，大多国内外学者研究了绩效评

价的指标和方法。最开始的绩效评价方法是1928年
亚历山大·沃尔提出的用来评价企业财务绩效的综

合比率评价体系，通过计算各财务指标来对企业绩

效进行衡量。随着研究的发展，更多的绩效评价模型

被提出，包括六步程序绩效评价框架（Julnes，2001）、
绩效评价矩阵模型（Behn，2003）、四理论绩效评价

体系模型（Berman，2000）等。

关于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评价主要是

从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角度展开的。薛婷（2013）认
为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具有层次性，包括整体评价、分

类评价和分项评价；张成齐（2014）、申志东（2013）强
调资金绩效评价不仅包括对项目的绩效评价，还包

括对项目单位和部门的绩效评价。本文最终将项目

和单位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绩效水平。

三、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定义及其绩效内涵

（一）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定义

高效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属于专项资金的一种，

其划拨对象主要是部属的92所高等院校，资助的对

象主要是科研能力突出的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

研究生）及青年教师。规定中要求资助对象为 40岁
以下或正在国外进修的45岁以下的专家学者，其项

目采用自主选题形式（文新三，2014）。同时，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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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各高校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高校

有权将资金分配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不同学

科和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获取的资助

额度不同，各高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资助额度

的划分。

与传统的科研项目资金相比，高校基本科研专

项资金属于持续性的科研资助资金，财政部每年都

会划拨给高校，不需要高校单独申请，高校之间也没

有竞争性，但缺乏对资金的有效监管会导致资金使

用效率低下。因此，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可以定义

为财政部划拨给部属高等院校用于提升在校学生和

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的持续性自主资金。

（二）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内涵

把绩效的概念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可以

运用投入和产出效率进行评价。高校的投入包括多

个方面，有基础建设投资、人力成本投入以及科研经

费投入；而高校的教育产出主要表现在高校自身科

研能力的提升、高校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以及高校科

研创新给社会带来的公共效益等方面（马金辉，

2012）。因此，高校的绩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效

益，即在教育上的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也就是教育产

出能给社会带来的经济价值；二是效果，即教育产出

带来的社会效益（黎文娇，2016）。
同样从投入产出的效益和效果两方面来衡量，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即投入产出的比值，主要

通过受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

衡量；二是资金投入产出效果，如提升了高校人才培

养水平和高校整体科研实力，项目实现技术创新给

社会带来了公共效益等。但随着绩效观的不断发展，

绩效的水平不仅由最终的产出结果来衡量，而且过

程绩效越来越受到重视。绩效的产出影响因素有很

多，各个环节的绩效水平都影响着绩效的产出。因

此，根据过程绩效的思想进一步扩展高校基本科研

专项资金绩效内涵，包括管理绩效、使用绩效和投入

产出绩效等。

四、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影响因素问卷

调查分析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

绩效情况，为教育部进一步完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

资金的管理提供参考，本文设计了题为“高校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绩效影响因素调查”的问卷。问卷主要面

向高校青年教师以及在校学生，试图通过对高校基

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者的调查，了解各高校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真实情况，探寻高校基本

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影响因素。

（一）问卷的内容及发放形式

1. 调查问卷内容。我们设计了“高校基本科研

专项资金绩效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内容，试图从基

本科研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探寻高校基本科研专项

资金绩效管理的现状，问卷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1）被调查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被调查人的

学校名称、学校性质以及填写人的个人身份，主要用

于了解填写人的基本信息，方便问卷回收后进行分

类汇总统计。

（2）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情况，主要考查

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及实施情

况、基本科研项目的组织程序以及基本科研项目的

遴选是否公开透明等。

（3）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主要涉及

对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的宣传和规划情况、高校基本

科研专项资金的调拨与执行情况、填写人是否申报

过基本科研项目及其对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真实使

用情况的调查。

（4）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意在了解

各高校是否设置了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

是否有基本科研项目的专项验收考核制度以及各高

校是否重视对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该部

分也包含了对被调查者参与过的基本科研项目绩效

水平的调查。

在问卷的最后设计了一道开放性的问答题：“您

对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希望通过对上述四个部分问题的调查，深入了

解当前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状况，由此分

析得出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影响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关键因素，

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及建议，促使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得到有效利用，真正达到促进高校科技

创新的目的。

2. 调查问卷发放形式。“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

金绩效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发放形式分为两种：一

是纸制的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主要针对 211、985高
校中申报过或参与过基本科研项目的青年教师或在

校学生，他们对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真

实情况更了解，也是问卷调查的核心对象。共发放

115份问卷，最终全部回收，回收有效率 100%。二是

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问卷收集，该方式针对

所有高校的师生群体，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调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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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共

性问题。最终在“问卷星”平台上共收回 167份有效

问卷。

以上两种问卷发放形式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

282份，这种设计保证了调查样本的完整性和针对

性，保证了结果的可参照性，在分析高校基本科研专

项资金绩效情况时可以结合具体情境选择恰当的问

卷汇总结果。

（二）调查问卷的汇总统计分析

1. 填写人员基本情况。“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

金绩效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主要面向高校的师生群

体，回收的282份有效问卷中，填写人多为研究生和

青年教师，本科生和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其中，65%
为研究生，16.4%为青年教师，7.5%为本科生，5.6%为

高校管理人员，5.5%为博士生。填写问卷的282位被

调查者主要来自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中 211、985高
校师生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地方直属高校。具体的

问卷填写人所在高校的性质统计如图1所示。

2.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情况。为了解高

校对基本科研项目的重视程度，我们在调查问卷中

最先对被调查者所在高校对基本科研项目的宣传及

规划情况进行了询问。当被问及“贵校是否对基本科

研项目的相关事项进行过宣传”时，发现74%的高校

进行过宣传，但仍有26%的高校未进行过宣传。当被

问及“您是否知晓贵校基本科研项目的相关规划”

时，46%的人回答知晓，而一半以上的人并不知晓所

在高校的科研项目规划。当被问及“贵校是否有针对

不同资助对象（教师、学生）的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时，有 61.75%的师生表示所在高校有基本

科研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剩下的被调查者表示没

有或者不清楚。

对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的组织程序进行调查的结

果显示，多数高校将项目管理的重点放在了项目立

项及其评审上面，对任务书的签订、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问题处理并未给予重点关注，对项目的验收及评

价流于形式。有的被调查者指出：“应强化基本科研

项目的申报审核，加强项目的过程管理和结果考

核”。当被问及“贵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资助的科研

项目是否通过校内公开评议、公示等方式进行遴选”

时，有 93.8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说明多数高

校在基本科研项目的遴选上的确保证了公开、公正。

为了解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管理现状，我

们针对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管理效果设计了对

应题项。当被问及“贵校是否有不按管理制度使用基

本科研专项资金的情况”时，接近47%的被调查者给

出了近似肯定的答复；当被问及“您认为贵校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效果如何”时，被调查者

给出了如图2所示的答案。总体来看，被调查者所在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效果比较

好，但对资金管理的合理性还有待提升。

3.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首先我们

对被调查者“近五年是否申报过基本科研项目？是否

成功？”进行了询问。其中，50.27%的被调查者未申报

过基本科研项目，42.08%的被调查者申报过基本科

研项目并成功，剩余 7.65%的被调查者申报过基本

科研项目但未成功。那些申报成功的基本科研项目

的主要类型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以看出，青年教师

申请的科研项目涉及各个类型，研究生的基本科研

项目以自由探索类为主，本科生参与基本科研项目

的较少，科技创新以竞赛类为主。

然后，我们对那些申报过基本科研项目并成功

的师生对于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当被问及“您申报成功的项目是否按照预算管理

程序及时发放基本科研专项资金”时，97.40%的被调

查者表示资金及时到位，仅有 2.60%的被调查者表

示资金未及时到位，可见多数高校基本按照预算管

理程序及时发放了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当被问及“您

认为基本科研专项资金能否及时到位对项目运行有

无影响”时，5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影响，33%的被调

查者认为影响较大，6%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较小，

图 1 问卷填写人所在高校性质统计

相关科研机构
0.54%

教育部
直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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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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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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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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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实施效果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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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被调查者认为完全没影响，3%的被调查者表示

不清楚。

当被问及“您参与过的基本科研项目的专项资

金使用情况是否与预算保持一致”时，有48%的被调

查者选择了“一致”，5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较为一

致，存在后期调整”。可见，高校对基本科研项目劳务

费预算的控制做得并不到位。当被问及“您是否按申

报要求完成了基本科研项目时”，在申报成功的被调

查者中约92%的人表示能按要求完成。在回答“您完

成的项目创新性如何时”，57%的被调查者回答具有

较大创新性，35%的被调查者回答具有良好创新性，

8%的被调查者则回答创新性一般。

总的来说，在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使用过程

中，资金一般都能按时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规范

的现象，而且高校对资金的使用绩效不够重视。

4.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情况。为了

展示现行基本科研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客观情况，

这里选取 118份重要调查对象的问卷进行统计分

析。这些被调查对象为申报或参与过基本科研项目

的青年教师或在校学生，他们参与过基本科研项目

从申报到验收评审的全过程，对项目的绩效评价情

况更有发言权。

首先我们对高校是否设置了基本科研专项资金

的绩效目标以及各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绩效评价的组

织机构进行了询问。当被问及“贵校是否设置了明确

的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时，接近63%的被调

查者表示所在高校有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目

标，剩下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或者不清楚。

当询问被调查者“贵校是否有相应的管理指导

小组负责对基本科研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59%的

被调查者给出了肯定答复，并明确了青年教师的项

目绩效评价由高校科学技术发展院进行，研究生申

报项目的绩效评价主要由研究生院负责，而本科生

申报的科研项目主要由团委（教务处）进行绩效评

价；有 10%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高校没有专人负责

科研项目的绩效评价，其余被调查者对相关情况并

不知晓。可见，仍有高校对基本科研项目的绩效评价

机构及人员并不明确。因此，有的被调查者建议：“为

避免各类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应建立专职专项审核

机制，组织专门部门开展工作，制定合理标准，建立

系统性绩效评价机制”。

当被问及“贵校是否有基本科研项目完成情况

的中期检查”时，86%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高校有中

期检查，14%的被调查者给出了“没有”或是“不清

楚”的答案。当被问及“贵校对基本科研项目的最终

完成情况是否有相应的验收考核制度”时，98%的被

调查者给出了肯定答复，只有 2人不清楚是否有项

目考核制度，这说明多数高校对基本科研项目的验

收考核比较重视。询问被调查者“若有验收考核制

度，贵校对基本科研项目的考核指标是什么”时，被

调查者给出的答案如图3所示。

为了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参与过的基本科研项

目的绩效状况，我们对被调查者进行了如下询问：

“您参与过的基本科研项目是否通过了相关考核”、

“您参与过的基本科研项目是否有经济效益或社会

效益”。统计得出，87.76%的基本科研项目全部通过

了验收考核，仅有 12.24%的基本科研项目存在未通

过考核的情况；并且有 85.71%的被调查者坦言自己

参与的基本科研项目的确有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

益。这说明现行验收考核制度下多数基本科研项目

能够通过考评，达到了项目预期效果。当被问及“您

认为贵校对基本科研项目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是否

重视”时，6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重视或非常重视，

但仍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高校对科研项目

的绩效评价并不重视，评价体系存在缺陷或评价流

表 1 申报成功的基本科研项目类型统计

申报人类型

I青年教师

II研究生

III本科生

申报项目类型

基础学科研究项目

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交叉培育研究项目

创新团队研究项目

新教师与自由探索研究项目

基础学科研究项目

优秀博士培育类

国际交流类

自由探索类

科技创新竞赛类

创新团队培育类

学生自主申报类

班级类

占比

28.57%
47.62%
7.14%

11.90%
4.76%

27.66%
0.00%
2.13%

70.21%
50.00%
0.00%

50.00%
0.00%

39.6% 46%
20.7%

12.9% 7%

发表论文数量

学术专著数量

项目创新性

申请专利数量

项目所转化的现实效益

图 3 高校基本科研项目考核指标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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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过于“形式主义”。我们询问被调查者“您认为贵校

的基本科研专项资金是否达到了促进高校科技创新

的目的”时，80%的人回答“未达到，尚有改进空间”，

18%的人回答“已达到”，剩余 2%的人回答“距离该

目标较远”。

总的来说，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水平

仍有待提高，各高校仍需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发挥促进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

5.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影响因素。我们

向被调查者提出“您认为下面哪些因素对基本科研

项目专项资金绩效的影响较大”时，被调查者给出了

图4所示的答案。

由图4可知，高校专项资金使用分配的合理性、

高校基本科研管理办法、专项资金到位的及时性是

118位重要调查对象认为影响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

效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影响高效基本科研专项资

金绩效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将在调查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选取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并适当地对指标体

系进行扩展。

五、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一）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效基本科研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指标构建

1.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层

级结构。根据问卷调查情况可得出高校基本科研专

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存在一些问题的结论，为绩效

评价指标设计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科学的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并确定相应的

评价方法。对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不

仅要注重最终的成果，还要衡量整个资金运行过程

的绩效，因此评价指标的构建主要从资金的管理绩

效、使用绩效和投入产出绩效三个维度来构建（周绍

妮、文海涛，2013）。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投入和

产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的项目注重人力投入，有

的项目注重物力投入，因此项目的产出衡量指标有

的可以量化，有的是不能直接量化的。根据指标性质

和实际问卷调查情况中的资金管理及科研资金在使

用过程中的现状及其绩效影响因素，进一步构建三

个维度的二级评价指标。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绩

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完

善性、资金合理使用率、基本科研项目管理流程规范

性和科研项目分配合理性；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

主要包括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到位效率、基本科研项

目完成率、基本科研项目技术创新度和基本科研项

目验收合格率等；资金投入产出绩效包括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其评价指标有基本科研项目成果经济

效益转化率、带动社会资金投入率、培养人才完成率

和产生科研成果数等。

运用层次分析法将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设为目标层A，资金管理绩效、资金使用绩效和

资金投入产出绩效设为一级指标层B，用因素X1、

X2和X3表示；进一步用二级指标衡量一级指标，构

成二级指标层C，具体的评价指标层级结构如表 2
所示。

2. 高效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权

重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分为两部分，即一级指

标对目标层的影响权重和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影

响权重，两个权重的加权平均数便是二级指标对目

标层的综合权重。本文拟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来

计算各个权重，并通过一致性检验来判断矩阵的合

理性。通常引入 1 ~ 9的标度来构建判断矩阵，具体

如表3所示。

目标
层

（A）

高校
基本
科研
专项
资金
绩效
评价

一级
指标层
（B）

资金
管理
绩效

（X1）

资金
使用
绩效

（X2）

资金
投入
产出
绩效

（X3）

二级指标层（C）

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完善性（X11）

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合理使用率（X12）

基本科研项目管理流程规范性（X13）

基本科研项目分配合理性（X14）

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到位效率（X21）

基本科研项目完成率（X22）

基本科研项目技术创新度（X23）

基本科研项目验收合格率（X24）

基本科研项目成果经济效益转化率（X31）

基本科研项目成果带动社会资金投入率（X32）

基本科研项目培养人才完成率（X33）

基本科研项目产生科研成果数（X34）

高
校

组
织

机
构

设
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管
理

办
法

专
项

资
金

到
位

的
及

时
性

高
校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分
配

的
合

理
性

高
校

对
基

本
科

研
专

项
资

金

绩
效

的
重

视
程

度

资
金

管
理

与
使

用
者

的
主

观
意

识

基
本

科
研

项
目

的
考

核
情

况

图 4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影响因素调查统计

表 2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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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邀请相关绩效评价领域

的10位专家按照标度进行打分，进行分数统计并取

每个分值的平均数。最终得出一级指标层和二级指

标层的判断矩阵，如表4 ~表7所示。

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和特征值，所计算出的特征向量便是指标

对应的权重，根据特征值计算一致性比率CR来对

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当CR≤0.1时则认为判断矩

阵具有满意一致性，否则重新构建判断矩阵。最终

计算出来的四个矩阵特征向量分别为：ω1=
（0.1047，0.2583，0.6370）T；ω2=（0.0837，0.1385，
0.5450，0.2328）T；ω3=（0.0537，0.1151，0.5918，
0.2394）T；ω4=（0.5889，0.0498，0.2383，0.1230）T。一

致性比率分别为：CR1=0.0332，CR2=0.0189，CR3=
0.0657，CR4=0.0882，结果显示四个判断矩阵一致性

比率均小于0.1，满足判断标准，通过一致性检验。将

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

出二级指标的综合权重，如表8所示。

通过层次分析法对二级指标权重进行排序，可

以发现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X31，X23和X33，表明对

高校科研资金绩效评价起决定作用的是基本科研项

目经济效益转化率、基本科研项目技术创新度及人

才培养效率三个指标，而其他指标在评价中仅起到

辅助作用。

（二）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模糊综合评

价

前文构建的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

标中有的难以量化，为了科学地对高校基本科研专

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将定性

指标定量化从而进行综合绩效评价。具体的绩效评

价步骤如下：

1. 确定评价指标集合论域 U。选取指标集U=
｛u1，u2，…，u12｝，其中 ui（i=1，2，…，12）表示进行绩

效评价的12个二级评价指标。

2. 选择评价值集合论域V。V=｛v1，v2，…，vm｝，

其中 vj（j=1，2，…，m）表示指标评价的等级。评价等

级的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即 V=｛v1，

v1，…，vm｝=｛优秀，良好，一般，较差｝。进一步对评

一级指标

X1

X2

X3

权重系数

0.1047

0.2583

0.6370

二级指标

X11

X12

X13

X14

X21

X22

X23

X24

X31

X32

X33

X34

权重系数

0.0837

0.1385

0.5450

0.2328

0.0537

0.1151

0.5918

0.2394

0.5889

0.0498

0.2383

0.1230

综合权重系数

0.0088

0.0145

0.0571

0.0244

0.0139

0.0297

0.1529

0.0618

0.3751

0.0317

0.1518

0.0784

表 3 标度1 ~ 9的定义

表 4 一级指标层比较判断矩阵A-Xi
A
X1
X2
X3

X1
1
3
5

X2
1/3
1
3

X3
1/5
1/3
1

表 6 二级指标层比较判断矩阵B-X2i

B
X21
X22
X23
X24

X21
1
3
7
5

X22
1/3
1
5
3

X23
1/7
1/5
1

1/4

X24
1/5
1/3
4
1

表 5 二级指标层比较判断矩阵B-X1i

B
X11
X12
X13
X14

X11
1
2
5
3

X12
1/2
1
4
2

X13
1/5
1/4
1

1/3

X14
1/3
1/2
3
1

B
X31
X32
X33
X34

X31
1

1/7
1/4
1/5

X32
7
1
5
4

X33
4

1/5
1

1/3

X34
5

1/4
3
1

表 7 二级指标层比较判断矩阵B-X3i

标度

1

3

5

7

9

2，3，6，8

倒数

定义

Xi因素与Xj因素同等重要

Xi因素比Xj因素略重要

Xi因素比Xj因素较重要

Xi因素比Xj因素非常重要

Xi因素比Xj因素绝对重要

以上两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

若Xj因素与Xi因素比较，判断值为 aji=1/aij，aii=1

表 8 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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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级进行量化，将四个等级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依次取值为4、3、2、1。
3. 确定权重分配模糊向量 A͂ 。A͂ =（a1，a2，…，

a12），其中 ai（i=1，2，…，12）表示12个指标对应的权

重，即前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所得出的指标权重系数，

反映了评价指标对绩效的影响程度。

4. 对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形成模糊评价矩阵 R͂ 。

R͂ =

é

ë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r11 r12 r13 r14
r21 r22 r23 r24⋮ ⋮ ⋮ ⋮
ri1 ri2 ri3 ri4

上式中，R͂ =（rij），i=1，2，…，12，j=1，2，3，4。其
中 R͂ 的每一行 R͂ =（ri1，ri2，ri3，ri4）表示的是对每一

个指标的评价结果，反映的是指标隶属于四个等级

的程度，即元素 rij表示的是第 i个指标属于 j等级的

大小程度，并且 0≤rij≤1，每个指标的四个隶属度之

和为 1，即模糊评价矩阵每一行之和为 1。隶属度大

小反映的就是该评价指标与四个评价等级之间的模

糊关系，也即两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关系的大

小程度。

5. 进行模糊变换。运用模糊公式 B͂ = A͂·R͂ =
（b1，b2，b3，b4）进行模糊变换，该式中符号“·”表示

一种模糊运算，即模糊向量 A͂ 中每个权重系数与模

糊矩阵 R͂ 每一列的每个数模糊相乘（∧），然后将 12
个模糊相乘结果进行模糊相加（∨），按照模糊相乘

取最小值、模糊相加取最大值的原则进行模糊运算，

最终得出的结果 B͂ =（b1，b2，b3，b4）就是对被评对象

的模糊综合评价。

6. 结果 B͂ 的综合评价。将结果 B͂ =（b1，b2，b3，

b4）进行归一化得到模糊变换结果 B͂' =（b1′，b2′，

b3′，b4′），其中 bj'=bj bj。最后，根据 B͂' =（b1′，

b2′，b3′，b4′）的结果对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

效进行评价，具体有两种评价方法：

（1）最大隶属度法。模糊综合评价的最终结果

B͂' =（b1′，b2′，b3′，b4′）反映了指标综合评价对评价

等级Vj（j=1，2，3，4）的隶属度，所以隶属度最大的评

价等级即可作为最终的高校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等

级，即bk=max（b1′，b2′，b3′，b4′），则绩效评价等级为

对应的Vk。这是一种绩效评价定性的表示方法，能

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等级，

前提是 B͂的每个分量不能相同。

（2）加权平均法。评价值集合论域Vj（j=1，2，…，

m）中各元素均可量化，用 f（Vj）表示每一个等级对

应的分值，则 b= bj′· f（Vj）就是对高校基本科研

专项资金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数。这是一个可以量化

的结果，可进一步用于不同高校间基本科研专项资

金绩效同等级水平下的定量比较。

六、总结

本文基于实际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了高校基本科

研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现状，并总结出影响高校

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评价

指标进行了完善和扩展，构建了高校基本科研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方法，为提升高

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提供了科学依据。

要进一步提高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绩效水

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完善高效基本科研

专项资金的内部控制。对资金进行定期审计，保证资

金得到合理使用，健全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监督检

查机制。②搭建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管理的合理化框

架。③完善基本科研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体系。推进

合理、有效的科研成本核算机制，做好基本科研专项

资金的投入产出分析，逐步建立科研成本支出与科

研成果回报相结合的绩效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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