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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纵向科研项目统计与分析
——以安徽科技学院为例

程 亮
(安徽科技学院科研处，安徽凤阳233100)

摘要：对安徽科技学院2004—2008年度承担的各级各类纵向项目，通过统计分析项目级别、项目数

量、资助经费、项目类型和项目涉及的学科专业等有关信．E-，从科研立项的角度来探讨学校科訇f-C-作的发展

趋势和优势。为高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科技工作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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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工作的规模和层次已经成为影响一

个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成果的多少和档次

的高低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所高校究竟具备

什么样的科技实力。为充分认识我校的科研现状，

以年度科技统计报表为切入点对近年来我校的科

技统计数据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并针对主要数据进

行了的分析。

1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安徽科技学院2004—2008年度在

科研管理部门登记的纵向立项项目。统计以项目获

批时间为准，不考虑项目的启动和完成时间，其目

的在于限定统一的时间段．使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对登记在册的519个研究项目，按项目级别、

资助经费、项目类型和所属学科等进行统计分析。

项目级别采用通常的四分法，即国家级、省(部)级、

厅(市)级及校级项目。课题类型采用三分法，Ills-16即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也称之为发展研

究)3种。虽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在理论上有严格

的区分．12)卜·0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把握，鉴于此，

考虑到项目的具体特点．我们把后二者合并统计，

称之为应用与发展研究。学科分类主要参考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分类目录及代码》，并结

合我校的科研实际情况，按照农业科学、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入文社科4大类进行统计。农业科学类

主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兽医学、水产学等。自然

科学类主要包括数学、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力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工程技术类主要包括机械

工程、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等，人文社科类主

要包括管理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

历史学、教育学等。

2结果分析

2．1项目级别

十五期间我校共主持纵向科研项目519项，其

中国家级项目10项，占2％，省(部)级项目44项，占

8％，市级项目153项，占30％，校级项目多少312

项，占60％。见表17‘
表1 2004-2008年各年度各级科研项目敛

收稿日期·20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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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l可见，我校科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总

体来看，我校科研立项数目呈波浪式上升态势，成

绩斐然，科研项目来源渠道不断拓宽，国家级项目

数逐年增加，而且，省攻关项目、省自然基金、省年

度重点、省软科学项目等省级项目均实现了稳步增

长。2005年科技部农业成果转化资金项目获批．首

次实现我校国家级科研项目零的突破，2006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获准立项．打破了我校未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历史，标志着我校相关学

科已得到较大发展，科研水平得到较大提升。第二，

虽然近年来。我校在科研项目级别上取得了较大突

破，但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所占的比重偏低，

校级科研项目所占比重过高．说明我院整体科研水

平处于发展阶段，高水平的项目少。

2．2项目资助经费

表2各级科研项目获经费资助情况l万元)

年度 田家级 省(郜)短 市(厅)衄 枝级 小计

2Ⅸ)4 O 21．8 9．3 36．7 67．8

20晒 14 23 18．1 107．9 163

2006 210 75．8 68．1 68．3 422．2

加07 2髓 170．6 ∞．9 67．3 576．8

2∞8 233 94 42．1 118 487．I

小计745 3髓．2 188．5 398．2 1716．9

从表2看出，我校科研投入逐步加大，获经费

资助总额逐年上升。2004—2008年度，立项的519项

纵向项目共获经费资助1716．9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3．31万元顾．主要经费来源于国家级科研项目，其
中国家级项目经费占总经费的43％，省(部)级项目

经费占总经费的23％．市级项目经费占总经费的

1l％，校级项目占总经费的23％，而且自2006年以

来，国家级项目的资助额度每年都保持在200万元

以上．说明课题的申报质量在逐年提高。

2．3项目涉及的学科(专业)

表3各级科研项目涉殛的学科分布殛帙经费资助情况(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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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见，我校不同学科之间科研发展极不

平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农业科

学，主要是农学、畜牧学、兽医学等学科优势明显，

研究特色突出，在立项的519项项目中，农业科学

立项197项，占项目总数的38％．在获资助的

1716．9万元科研经费中。农业科学获资助1308．4万

元，占总经费的76％。而且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全部来自农业科学。第二梯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科，这两大类学科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有一定的

实力，科研业绩稳步上升，发展态势良好，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第三梯队，工程技术，这类学科科研起步

较晚，技术基础相对薄弱，承担科研项目数量少，层

次低，主要是校级项目。而且科研经费严重不足。

2．4项目研究类型

表4立项项目研究类型数及获经费资助情况(万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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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见，第一，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构成

学校科研的主体。这类项目占立项总数的89％，其

经费占总经费的90％，这不仅与学校“以应用研究

为主，适度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定位相一致，

更重要的是为学校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储备了技

术、人才和力量。第二。基础研究偏弱。目前我国基

础研究投入普遍偏低，仅占研究与发展的6％，而世

界普遍水平在10—15％。四蝴我校的基础研究项目
仅占所有项目的1l％．科研经费占总经费10％。基

础研究体现了国家目标和学科前沿，[4180．-3-基础研究

的低投入直接影响着科研的发展方向和科研水平。

因此适当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科技人员参与

基础研究的意识。既是国家经济和技术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也是学校增强总体竞争实力的必然手段。

3讨论

我校是一所拥有近60年历史的省属本科院校．

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基础条件日益完善。近年来，广

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提

高科研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传

统领域的研究优势，另一方面，紧跟世界高新科技发

展动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使

学校科研立项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通过以上分

析。也暴露出科研发展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眼，提升学校科研水平。

3．1 实施人才兴校战略，加强科研队伍建设

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

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体制环境。

以提高层次为目标，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根据“用好

现有人才、稳住关键人才、引进急需和顶尖人才、培

养未来人才”的原则，全方位、多层次加强科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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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扩大队伍规模，改善队伍结构。加大对学科带

头人、学术带头人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对在科研

工作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学术带头

人要给予重点扶持。着力培养青年科技人才．鼓励

青年人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在创新中发

现人才、培育人才、凝聚人才，让更多优秀青年科技

人才脱颖而出。努力营造教9币积极从事科研工作的

氛围．依托研究机构和苇要科研项目，有效地组织

整合本学科的学术队伍，在研究工作中培养锻炼教

师的创新意识、团队精神和业务水平，造就更多的

学术骨干和优秀群体。尽快培养一支水平较高、业

绩突出、团结协作、具有奉献精神的科研队伍。

3．2加强合作．提高科研项目水平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科交

叉和科技日新月异。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学校不同学

科之间展开合作，更要走出校门，利用学校所处的

有利环境，积极和其他机构、专业交流合作，在合

法、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拘形式，广泛寻求合作，

以形成最大合力，提高科技竞争力。学校科研工作

要实现更大的突破就必须参与到高级别的科技项

目竞争中去，争取课题的立项和资助。协调好科研

课题立项中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之间的关系是科

研管理部门未来科研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lSlS--s

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发挥实验室对所在学科科研

工作的带动和辐射作用。积极组建研究所、研究中

心等研究机构，整合研究力量和方向，充分发挥科

研群体优势，依托现有的重点学科和传统优势，挖

掘有潜力的项目，给予适当倾斜，努力实现重点科

研项目申报上更大的突破。

3．3理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与发展研究的关

系。为学校科研打下坚实基础

基础性研究是学校科研的根基，服务于应用性

研究和开发性研究。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因为基础

性研究的支撑。能够迅速产出成果，产生明显的科

研和社会效益。因此，加强基础性研究，形成优势和

特色。使之成为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的协动力。为

科研水平不断发展增强后劲。

3．4加大科技投入。为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科

学研究提供有力保障

科研经费是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要

想科研出成绩必须为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

究提供不竭的驱动力，保证一定量的科研投人，并

通过加大投入鼓励教师进行科技创新，逐步提高教

师的科研能力。从而更好的推进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同时。应统筹管理，既要逐步完善相关的制度以

保证科研经费正常使用．又要做好各部门之间经费

使用的协调工作，避免重复投资。另外。加强与企业

或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也是解决学校科研经费不

足的一个重要途径，两者相互依托、取长补短，这样

既可以扩大经费来源。又可以吸取先进经验、推进

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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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ertical Research Projec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嬲肌Example

Cheng Liang

(Research Department，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Fengyang 233 100，China)

Abstract：The vertical proj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categories assumed by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from 2004-2008 are collected for the study．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tel—

evant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levels，the quantity，the funding，categories and subjects or disciplines con-

ceming the projects，the developing trend and the advantages of researches in coU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probed in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iti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

search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especially in local colleges．

Key words：Research projects；Statistical analysis；Research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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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7(2)
    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湖南省中南大学、国防科大、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11所高校申报的具有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150个"十五"重点学科的

学术队伍结构、各学科的科研经费情况及论文和专著的发表情况.结果表明:中南大学、国防科大、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4所"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的各项统计指标均优于其他省属院校.这与人才、经费和成果密切相关.

6.期刊论文 易彤.YI Tong 《情报学报》1983～1985、1993～1995、2003～2005年载文作者群的统计分析 -情报科

学2008,26(1)
    本文选取《情报学报》自1982年创刊以来的典型年度1983～1985、1993～1995和2003～2005年的数据为统计源,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通过对发文量

、各级科研项目论文篇数、发文单位、作者年龄、职称、学历、性别、合作现象、活跃作者、作者的成长历史等进行统计与分析,揭示《情报学报》的成

长和发展历史,从某一侧面说明了期刊质量、作者队伍等情况.

7.期刊论文 蒋海萍 1997～2004年医药卫生科技查新项目统计分析 -华夏医学2005,18(5)
    医学科技查新工作是医学科技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提高科研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减少医学科研项目低水平重复,推动医学情报事业的发展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1].1997年桂林医学院图书馆情报服务室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授权为广西科技成果检索查新机构.现对情报服务室1997年来

受理的542项查新项目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8.期刊论文 郭建宏.钱莲文.吴承祯.洪伟.宋萍.GUO Jian-hong.QIAN Lian-wen.WU Cheng-zhen.HONG Wei.SONG

Ping 福建省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增长率及其空间关联分析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5,27(5)
    在估算1987～1997年福建省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省1987～1997年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增长率,结果显示这一时期福建省森

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增长率普遍较高,除局部县、市增长率为负值之外,大部分地区增长率均为正值.并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这一时期福建省森林生

态系统公益价值增长率的空间关联关系,1987～1997年福建省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增长率可分为福建省南部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高增长率区域、福建

省东部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较高增长率区域、福建省西北部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较低增长率区域及部分沿海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公益价值低增长率区

域,最后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

9.期刊论文 唐蔚 2000～2003年广西医药卫生查新课题统计分析 -广西医学2005,27(2)
    查新工作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科学性和技术性,对提高科技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减少科研项目低

水平重复和科技成果评审失准、增强投资效益有重要意义[1].广西区医学情报研究所于1987年开展此项业务工作,1992年被广西自治区科委确定为广西自

治区医药卫生科研定点查新单位,负责广西医药卫生专业科研课题查新咨询工作.通过对我所2000年至2003年完成的1928项查新课题进行统计分析,从一侧

面对广西医药卫生科研状况做出评价.

10.期刊论文 葛虹 《中国药物与临床》杂志2001-2004年上半年刊载基金资助论文统计分析 -中国药物与临床

2004,4(10)
    基金资助项目是经有关专家严格筛选和反复论证而确定的科研项目,它研究起点高,立意新,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创造性和探索性,代表了国内各学科

领域中主要的科研发展水平和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刊载基金资助论文的数量、比例能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一本期刊质量的高低和它

的影响力,是期刊能否站在科研前沿的一个指标[1.2].为了评估<中国药物与临床>杂志(以下简称<杂志>)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对2001年12月创刊以来至

2004年上半年所刊基金资助论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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