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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地区科学基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设立以来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

过科学的方法对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进行分析有利于提高其使用效率与管理水平。基于此提出信息熵和 DEA 模型结

合的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 2005—2014 年结题的地区科学基金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地

区科学基金整体投入产出效率较高但规模效率有待加强，且逐年效率不稳定；不同学科之间效率值差距较大。对此提出江

西省需适当调整投入规模，综合考虑各学科固有特点，制定有利的科研政策来提高基金投入的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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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the regional science fund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regional  science  fund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 is helpful to improve its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roposes an input-out-

put efficiency evaluation method combining information entropy and DEA model，and sets up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put and

output efficiency of regional science fund and analyzes the data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fund that was completed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overall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science funds in Jiangxi province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but the scale efficienc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the annual efficiency is not stable and greater gap in efficiency

values was existed among disciplines. To this end，it is proposed that Jiangxi province should adjust the scale of investment appro-

priately and formulate a favorable research policy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vari-

ous disciplines so as to improv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fund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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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

称“地区科学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

目系列中快速发展的一个项目类型[1]。随着国家财

政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不断增长，我国地区科学基金

从 1989 年的 259.44 万元已增长到 2017 年的 160 801

万元，它对推动地区基础科学研究及培养和扶植地

区科技人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地区科学基

金的投入产出分析是衡量在一定的投入水平下，是

否取得了最大的产出。地区科学基金的投入产出分

析是科学基金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3]。

现有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基金的绩效分析大都

是从定性与定量这 2 个方面出发的。定性方面的研

究包括构建指标体系、分析利弊及设定评估方法等

方面。如孙凯、钱昊[4] 对原有的评价体系进行改进，

对指标进行量化，构建出能横、纵向相互比较的评

论体系。罗骏[5] 指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绩效评价质

量管理体系由目标体系、组织体系等 5 个体系组

成。杜元伟、王素素[6] 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构建

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绩效评价体系。我国地区科学

基金的统计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且信息不公开，

使我国对地区科学基金绩效定量评估的研究相对

较少[4]。而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有指标加权及数据

包络分析（DEA）等 [7]。其中，DEA 能兼顾横向、纵

向的比较不同决策单元的效率，应用最为广泛 [8]。

如邱泠坪[9] 采用综合 DEA 方法对 32 所高等农业

学校科研生产绩效进行了评估。王冬梅[10] 利用主

成分和 DEA 综合分析方法建立指标体系对高校基

金科研效率进行评价。郭平[11] 对湖南省中小企业

在“十一五”期间完成验收的创新基金进行了 DEA

效率分析。国内对自然科学基金的定量研究多是对

某一类项目的微观研究，缺少对地区科学基金的宏

观效率研究[12]。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多种绩效评估方

法，定性评价方法如专家评议法，评估结果受评估

人员和专家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且指标间关系不

明确。定量评价方法如 DEA 方法，对决策单元系数

的选取具有主观及随机性，将不同产出指标对效率

的影响程度同等看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最终效

率评价指数的准确性和公平性[13]。因此本文提出信

息熵和 DEA 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地区科学基金绩

效进行定量分析，实现了完全采用客观求权重的方

法评价地区科学基金的投入产出相对效率水平。

一、基于信息熵和 DEA 的效率评价方法

DEA 方法分为投入导向型和产出导向型，投

入导向型是固定产出下，追求产出最小化；产出导

向性是在固定投入下，追求产出最大化。最初的

CCR 模型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 Charnes [14] 基于

 “相对效率评价”概念提出的假设规模收益不变的

分析方法。在科研中往往都是通过提高投入资费来

增加产出，从而提高效率。因此本文采用投入导向

型的 DEA 方法对地区科学基金效率进行研究，即

CCR 模型。

信息熵和 DEA 的投入产出评价方法的原理是

首先根据自身的信息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再采

用 CCR 模型求解得到地区科学基金的各效率分

值，该分值反映了国家地区科学基金的投入产出效

率，具体步骤为：

1）指标权重确定。

e j （1）首先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 j = −k ∗
n∑

i=1

Pi j lg (Pi j) (1)

k = 1/ lnm pi j j i其中： ， 为第 项指标下第 个方案占的

比重。

W j （2）确定权重系数

W j =
1− e j

m∑
j=1

(1− e j)

, j = 1,2 · · ·m (2)

2）相对效率评定。

W j Yi将 与 代入 CCR 模型来求解各 DUM 的投

入产出效率。且经济含义为：

θ S + = S − = 0

θ S + , S − , 0

θ < 1

 （1）DEA 有效性。当 =1 且 时, 则称

该决策单元 DEA 相对有效。当 =1 且  

时，则称该决策单元 DEA 弱有效。当 时,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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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策单元 DEA 相对无效。

k =
∑

W j/θ k2）规模有效性。设 ,则 为决策单元

的规模收益值。

二、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一）国家地区科学基金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一般由投入指标和结

果指标组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地区科学基金

的投入主要包括项目数和资助经费两方面：项目数

是指投当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代表投入的

广度；经费指项目科研资金的投入，代表投入的深

度。因此本文采用项目数和资助金额作为地区科学

基金的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的选定也是根据研究内容及目的来

确定的。Moed[15] 将产出定义为直接结果或科学产

物。李新杰和李雄诒等[12] 提出产出指标包括硕博

士人才培养数量、项目数及发明专利授权数。郭

平、何昊城等[13] 则将创新基金对项目的支持资金

作为模型的输入指标，输出指标选取了创新基金项

目承担企业在项目完成后的企业成长情况。综合文

献的研究成果和本文收集到的数据结果，建立国家

地区科学基金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部分以地区科学基金为对象进行投入产出

相对效率分析，收集到江西省在 2002—2011 年期

间立项，到 2005—2014 年结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并引用科基金委网站中的

2005—2011 年期间立项，到 2008—2014 年结题的

全国自然科学地区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相关数据与之对比。需要说明的是科研活动投入与

产出之间具有滞后性[16]，地区国家科学基金研究期

限一般是 4 年，如果是 2006 年批准的基金项目，则

在 2009 年度报告中查询产出数据，其他年份以此

类推。

三、模型计算与分析

 （一）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基本情况

统计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 2002—2011 年间立

项、2005—2014 年结题的投入产出指标有关数据，

如表 2 所示。

 
表 1   国家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符号 指标

投入指标
X1 /个 项目数 /个

X2 /万元 资助金额 /万元

产出指标

Y1 /个 奖励 /个

Y2 /篇 著作 /篇

Y3 /篇 会议论文 /篇

Y4 /篇 期刊论文 /篇

 
表 2   2002—2011 年间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表

年份 项目数 /个 资助经费 /万元 奖励数 /个 著作数 /篇 会议论文数 /篇 期刊论文数 /篇

2002     5        77.5     2     9       6      29 

2003   10      158.0     2   12     34      37 

2004   16      319.0     6     8     58    186 

2005   29      594.0   10   10     70    335 

2006     5      895.0     7   13     92    460 

2007   57   1 274.0   23   14   162    650 

2008   75   1 396.0   27   38   184    794 

2009 103   2 505.5   25   18   261 1 006 

2010 136   3 265.5   25   22   270 1 424 

2011 199   5 012.0   62   20   306 2 059 

总计 671 15 546.5 196 164 1 447  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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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观察，对表 2 中的数据进行比例收缩处

理，并制作科研投入产出时序图，见图 1。从图中发

现随着科研投入项目数和经费逐年增加，增加均值

为 44.5% 和 51.7%，会议和期刊论文数量也是逐年

增加的，均值分别为 48.2% 和 53.2%，但科研产出

中奖励和著作数量呈波动趋势，著作平均增加值仅

为 8.3%。由此可见地区科学基金的投入增长在科

研产出上基本获得了同等比例的增长，而论著产出

的增长并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论著并不是结题的必

要需求，且论著的出版时间一般在课题结项之后。

对地区基金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如

表 3 所示，可以看出投入项目数和经费与产出（奖

励、会议、期刊论文）的相关系数都在 0.93 以上，强正

相关，而由于产出著作数量不稳定，相关性不是很强。

 （二）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整体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1. 综合效率分析

为比较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与全国其他科学

基金的投入产出效率，分别以 2005—2011 年立项

的全国地区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科学基金及青年基

金作为决策单元，运用信息熵和 DEA 相结合的投

入产出效率评价方法进行分析，由于结果较为复杂

和多样，仅给出简单且重要的部分结果（表 4、表

5）。

由表 4 可知，全国地区科学基金的综合效率值

为 0.931，略高于青年基金，但与面上项目相比，各

项效率值均较低。可见全国地区科学基金在技术水

平及规模上虽略强于青年基金，但与面上项目有一

定的差距，同时也说明地区科学基金在科研产出上

的潜力巨大。因此在基金管理中，应合理分配各基

金的资源，适当增加地区基金的投入。

综合表 4、表 5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1）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整体效率较高，规模效

率偏低。平均综合效率值为 0.960，略高于全国，且

平均资助金额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以较低的投入取

得了较高的产出。同时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综合效

率不为 1 是由于其规模效率低导致的，仅为 0.960，

可知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对资源利用率较高，但在

规模上还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表 3   投入产出项相关系数表

相关分析 项目数与奖励 项目数与著作 项目数与会议 项目数与期刊

相关系数 0.943 0.514 0.950 0.998

显著性（双侧） 0.000 0.129 0.000 0.000

相关分析 资助经费与奖励 资助经费与著作 资助经费与会议 资助经费与期刊

相关系数 0.934 0.442 0.934 0.993

显著性（双侧） 0.000 0.201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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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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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在 2002—2004 年，2006—

2008 年效率值均等于 1，DEA 相对有效，综合效率

达到最佳；在 2005 年、2009—2011 年综合效率值

小于 1，DEA 相对无效。如 2005 年江西省地区科学

基金综合效率值为 0.992，意味着只要投入当年的

99.2% 就能达到现有的科研产出水平，其原因可能

是投入的急剧增加，而产出跟不上投入增加的速

度，导致其投入产出效率有所下降。

3）2009—2011 年来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效率

不稳定，且 2009 年效率值最低。由表 5 可知 2009—

2011 年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一方面由于科研产出的

滞后性，部分产出还未发表、出版，导致还未被统

计；另一方面，自 2009 年开始，基金委激励政策刚

开始实施及产出滞后性，国家地区基金资助经费数

虽一直在提高，但产出并未有相应大幅度的提高[17]。

2. 模型分析

1）技术有效性评价。技术有效性是指输出相对

于输入而言已达最大，即该决策单元位于生产函数

的曲线上，表现为 CRS 值为 1[18]。从表 5 来看，2002—

2004 年、2006—2008 年技术相对有效，即科研投入

得到了充分的利用。2005，2009—2011 年 DEA 绩

效系数均未达到 1，DEA 相对无效，但其纯技术效

率均为 1，综合效率不高是因为规模效率低导致

的，说明这四年的地区科学基金在管理上是有效

的，但存在投入规模不当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2）规模有效性评价。规模有效是指投入量处于

最合适的投入规模，即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的最佳状

态[19]。2002—2004 年、2006—2008 年规模有效，此

时规模收益不变，达到了最大产出规模点。2005 年、

2009—2010 年规模收益递减，说明在项目和经费

投入上的规模效率开始下降，也说明对地区基金科

研产出的考核和激励效果有待加强。

3）DEA 效率的改进。分析 DEA 无效单元的改

进，可以利用前面提到的投影定理计算出改进值如

表 6 所示，在 DEA 评价相对无效的年份中，2009—

2011 年均存在科研投入项目经费使用效率偏低的

问题，由于使用的是投入导向型的 CCR 模型，在

2009—2011 年科研投入分别减少 154.399、114.873、

430.238 万元，著作分别增加 6.881、12.08、27.815

篇，会议论文在 2010 年及 2011 年增加 64.448、145.682

篇才能达到 DEA 相对有效。

 （三）不同学科的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按照不同学科统计江西省从 2002—2011 年立

项、2005—2014 年结题的国家地区科学基金数据，

如表 7 所示。

1. 综合效率分析

运用信息熵和 DEA 相结合的方法对表 7 中数

 
表 4   不同类型基金的投入产出平均效率值

项目类别 crste（技术效率） vrste（纯技术效率） scale（规模效率） 平均资助金额（万/个）

全国面上项目 0.985 0.993 0.992 37.410

全国青年基金 0.898 0.957 0.936 21.053

全国地区基金 0.931 0.979 0.950 30.879

江西省地区基金 0.960 1.000 0.960 23.420

 
表 5   江西省地区自然科学基投入产出效率评价值

年份 crste vrste scale 变化

2002 1.000 1 1.000 无

2003 1.000 1 1.000 无

2004 1.000 1 1.000 无

2005 0.992 1 0.992 ↓

2006 1.000 1 1.000 无

2007 1.000 1 1.000 无

2008 1.000 1 1.000 无

2009 0.835 1 0.835 ↓

2010 0.890 1 0.890 ↓

2011 0.888 1 0.888 ↓

mean 0.960 1 0.96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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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8 所示：

1）数理、信息及管理科学基金综合效率值为

1，DEA 相对有效。表明这三类地区科学基金的投

入得到了充分利用。如想进一步提高投入产出效

率，应考虑进行创新。

2）化学、生物、地球科学等五类学科综合效率

值小于 1，DEA 相对无效，仅地球学科和材料与工

程学科 DEA 值高于平均值 0.753，说明这两类学科

只要在投入及产出方面稍作调整，即可达到效率值

为 1。其中，医学科学效率值最低，仅为 0.384；一方

面因医学从业相关人员工作的性质，用来科学研究

的时间较少，导致产出量小；另一方面因为医药学

科发表的大部分是 SCI 以上的高质量期刊，数量上

相对较少，且因其学科特点著作数偏少，导致综合

效率偏低。

2. 模型分析

1）技术有效性评价。由表 6 可知八类学科的纯

 
表 6   DEA 改进表

年份 项目数 /个 资助金额 /万元 奖励 /个 著作 /篇 会议论文 /篇 期刊 /篇

2002 0       0         0           0             0           0       

2003 0       0         0           0             0           0       

2004 0       0         0           0             0           0       

2005 0       0         0           0             0           0       

2006 0       0         0           0             0           0       

2007 0       0         0           0             0           0       

2008 0       0         0           0             0           0       

2009 0 −154.399 +1.247   +6.881       0           0       

2010 0 −114.873 +3.883 +12.080   +64.448     0       

2011 0 −430.238   0       +27.815 +145.682 +22.277

 
表 7   江西省不同学科地区科学基金投入产出数据

项目学科类别 项目数 /个 资助金额 /万元 奖励 /个 著作 /篇 会议论文 /篇 期刊 /篇

数理科学   44.0 1 026.0 11.0   7.0   73.0    975.0

化学科学   75.0 1 765.0 23.0   7.0 123.0    912.0

生物科学 170.0 3 908.6 27.0 35.0 217.0 1 285.0

地球科学   25.0    596.0   8.0 10.0   47.0    283.0

材料与工程科学 111.0 2 803.0 45.0 21.0 320.0 1 341.0

信息科学   60.0 1 331.0 33.0 28.0 287.0    812.0

管理科学   46.0    964.9 36.0 29.0 177.0    603.0

医学科学 139.0 3 138.5 11.0 27.0 200.0    785.0

 
表 8   不同学科类别的地区自然科学基金投入产出效率评价值

项目学科类别 crste vrste scale 变化

数理科学 1.000 1.000 1.000 无

化学科学 0.658 0.713 0.923 ↓

生物科学 0.457 1.000 0.457 ↓

地球科学 0.754 1.000 0.754 ↑

材料与工程科学 0.770 1.000 0.770 ↓

信息科学 1.000 1.000 1.000 无

管理科学 1.000 1.000 1.000 无

医学科学 0.384 0.408 0.941 ↓

平均值 0.753 0.890 0.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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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率的平均值较高，规模效率低导致整体水平

不高。数理、信息和管理科学的三项效率值均为 1，

DEA 相对有效。生物科学、地球科学及材料与工程

科学的综合效率值小于 1 是由于其规模效率小于

1 导致的，说明这三类学科对基金的管理、资源利

用上是相对合理的，但存在投入规模不当的问题。

2）规模有效性评价。从规模效率角度看，数理

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学科的投入结构是相对

恰当的，规模效率为 1；化学科学、生物科学、材料

与工程科学及医学科学学科的边际产出均小于边

际投入，规模报酬处于递减状态，这四类学科应控

制好地区科学基金的投入规模，不应盲目扩大；地

球科学的边际产出大于边际投入，规模报酬处于递

增状态，表明适当增加投入有助于提高其综合效率。

3）DEA 效率的改进。使用 DEA2.1 软件计算改

进值如表 9 所示。观察表中 DEA 相对无效的学科，

发现化学科学与医学科学的资助经费需分别减少

15.348、38.342 万元，在实际情况中存在许多报账

难及不确定因素，不可盲目地缩减投入，可适当调

整不同学科间投入比例；在产出方面，化学科学学

科著作与会议论文不足、医学科学部奖励与会议论

文不足，为提高效率，应鼓励其多参加国内外会

议，及时调整产出重心。

四、建　议

 （一）建立地方科学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合理配置

资源

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整体效率较高但不稳定，

平均规模效率偏低，为 0.96，表明江西省地区科学

基金在资源分配及投入比例上存在问题，对此，一

方面应建立以效率为本的基金项目申报制度，合理

分配资源，对于连续两个周期产出高效的项目团

队，可增加其下个周期的申报数量，而对两个周期

持续效率低下的团队，则要适当的削减；另一方面

应建立有利于提高产出的地区科学基金绩效评价

体系，从质和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价和考核，让不同

地区科学基金通过对比发现各自的不足并及时改

正；从整体上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二）完善科研人员激励制度，增加科研产出

从 2009 年开始江西省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经费

数大幅度提高，产出量却未大幅度提高，导致江西

省地区科学基金效率持续波动，可见原有的激励制

度有待加强。因此应建立一个完整的激励制度，提

高科研人员对产出的能动性，通过绩效支出形式提

供激励，对有突出表现的科研团队给予奖金及荣誉

称号奖励；同时设定年度学术交流会，让各研究团

队分享经验与心得，取长补短，从而增加科研产出。

 （三）设置专门报销岗，降低报销限制及成本

从 DEA 效率改进值可知，DEA 相对无效的年

份及学科均存在投入过多的现象，在实际情况中，

由于科研经费管理存在很多约束，造成报账困难，

课题结题时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未能使用，特别是化

 
表 9   不同学科类别自然科学基投入产出效率改进值

项目学科类别 项目数 /个 资助金额 /万元 奖励 /个 著作 /篇 会议论文 /篇 期刊 /篇

数理科学 0     0           0           0           0       0 

化学科学 0 −15.348     0       +12.738 +13.928 0 

生物科学 0     0           0           0           0       0 

地球科学 0     0           0           0           0       0 

材料与工程科学 0     0           0           0           0       0 

信息科学 0     0           0           0           0       0 

管理科学 0     0           0           0           0       0 

医学科学部 0 −38.342 +21.280     0       +56.114 0 

· 38 ·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



学科学及医学科学，在其研究中需引进费用较高的

大型先进器械来辅助研究，且难以通过传统的报销

渠道进行报账，因此各单位可设置专业的报销岗，

适当放宽报销政策，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可以对经

费的合理使用进行管制。

 （四）对不同学科量体裁衣，给予“科研假”

各学科基金因不同原因导致投入产出效率差

距较大。地球科学 DEA 相对无效是因为其规模效

率偏低导致的，医学科学因其自身学科特点投入产

出效率最低，仅为 0.38，因此不同学科类基金因其

特点与现状不同，应制定不同的措施，才能有效地

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如对地球科学扩大支持规模，

引进和培养基础研究领军人才，发挥范围经济和规

模经济提升总体效率；对医学学科，医院可根据情

况给予科研人员一定的“科研假”，并在科研期间

保证其福利待遇，尊重科研人员的付出，以增加产

出数量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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