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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技术给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带来了重要创新机遇，主要表现在其有利于实现高校科研选题科学化，

避免重复研究，监督学术道德和诚信，实现研究数据共享复用，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要发挥其作用，需要

整合更多互联网数据平台，构建一体化科研管理信息数据平台，加强外部需求数据库和高校科研成果库建设、
匹配和对接，加强“大数据”宣传，推动科研人员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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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cientific Ｒesearch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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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brings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such as scientifically selecting research topics，avoiding duplication of research，supervising of academic ethics，a-
chieving reuse research data sharing and promoting university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To the end，we need to integrate
more internet data platform to build an integrated researc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ata platform. We also need to strength-
en the building，matching and docking of external demand databases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y. This is also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 big data" propaganda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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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应用
范围越来越广。当前人们使用互联网几乎涉及到社
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实现网络信息和数据通
信，获取新闻资讯，查询和共享网络知识与信息，
进行网上购物、网络游戏、在线娱乐和远程教育，
参与社交网络和网络自媒体互动等。随着互联网技
术应用的日益普及、深入和拓展，其存储的数据规
模越来越大，量级越来越高，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从而形成巨大的数据洪流 ( Data Deluge) 。人类真正
迎来了“信息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
代一方面给人类的数据信息存储和管理带来了巨大
挑战，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数据挖掘和复用的
巨大价值和机遇。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众多互联网企业也积极
探索大数据技术的商业化应用研发，而学术界也积
极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各个具体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
应用。当前，学界对大数据技术在商业推广、消费
需求预测、经济景况预测、流行病预防等领域的应
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大数据技术在

高校科研管理方面的应用研究极为少见。笔者认为
大数据技术对于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选题，避
免重复研究，监督学术道德和诚信，实现研究数据
共享复用，进行研究成果转化对接等方面具有极其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对大数据在高校科研管理
工作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探索大数据时代高校科研
管理工作创新的对策。

1 文献回顾

大数据问题受到了科学界和一些发达国家的高
度重视。早在 2008 年《自然》杂志便推出了大数据
( Big Data) 专刊，2011 年《科学》杂志也推出“大
数据处理”专刊，而美国一些知名数据管理专家则
联合发布了名为 《大数据的挑战与机遇》的白皮
书，国际知名智库麦肯锡则在 2011 年发布了题为
“大数据: 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前沿”的报
告［1］。有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大数据带来第 4 次科学
范式变革［2］，即从经验范式到理论范式再到计算主
义范式，再到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探索范式。即
使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有国外学者研究提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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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社会科学的理论［3］，该理论认为基于特定的社会
需求， 应 用 特 定 社 会 理 论， 对 数 据 足 迹 ( Data
Print) 进行社会解释。还有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借
助于社交网络和计算机分析技术，21 世纪的社会科
学有望实现定量化而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4］。《纽约
时报》撰文“大数据时代 ( The age of big data) ”向
普通民众宣传大数据技术和知识［5］。国际知名数据
科学 研 究 者 维 克 托·迈 尔 － 舍 恩 伯 格［6］ ( Viktor
Mayer Sch? nberger) 较早洞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他通过对大数据技术在大量商业企业、科学技术研
究领域的应用案例研究，指出大数据给生活、工作
与思维带来巨大变革。国内学者涂子沛［7］研究指出，
大数据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大数据”之“大”，不
仅仅是指容量之大，更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交换、
整合和分析，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
“大知识”、 “大科技”、 “大利润”和 “大发展”。
国内知名学者周涛［8］认为大数据正在带来商业和科
学的双重革命。国内数据信息领域的很多知名专家
纷纷撰文介绍大数据技术的概念、技术、价值、机
遇与挑战［1，9 － 10］。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大数据问
题的研究方面还处在较为初步的阶段，研究领域主
要集中在 ( 1) 商业推荐和经济预测领域; ( 2 ) 对
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影响; ( 3 ) 大数据存储、计算
和管理技术探索; ( 4 ) 大数据潜在社会问题研究
等。学界对大数据技术在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中的应
用研究还较为少见，仅有少部分学者开展了探索性
的研究: 如徐迪威研究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
管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通
过运用科学手段，最终以数据的形式得以存储、整
合、利用和分析，大数据在现代科技管理中愈显重
要。他还从比较专业的角度介绍了可用于大数据处
理的数据库软件和大数据之于科技管理的层次体系
结构的三个层次［11］; 许哲军和付尧［12］对大数据环
境下高校科研管理信息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大数据
技术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等现代信
息技术的有效结合，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大数
据方法在高校科研管理的科研评估、项目立项决策、
优化科研资源配置、科研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及科研
规划等多发面都可以发挥作用，为提高科研计划项
目的管理绩效，保障高校科研事业的良性、健康发
展提供了保证; 丛培民［13］从政策研究视角就大数据
对科研管理与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已有研
究对于探索大数据技术在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创新中
的应用具有一定启发价值和意义，但就其具体研究
内容和结论来看，还显得较为宏观，具有系统化程
度不高，可操作性不强等不足，还需要进一步进行
深入研究。

2 大数据技术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中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从巨大的数据洪流中挖

掘出个人的消费需求偏好、企业的技术需求、创新
合作需求等信息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些信息的获取
有利于推动科研课题选题来源的科学化和针对性，
为完善课题选题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另外大数据
技术还有利于在课题申报的过程中进行查重验证，
避免重复研究，节约课题经费和智力资源，避免浪
费。在科研课题申报的过程中，大数据技术还可以
应用于课题申报的学术诚信和道德监督。通过构建
和整合课题研究数据的共享平台，还可以实现已有
课题数据的共享复用，较少或消除重复调研和实验
的可能性，降低研究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
数据还有利于研究人员和机构挖掘技术需求和散播
已有研究成果，实现技术成果转化与技术需求之间
的对接，节约成果转化的成本，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2. 1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校科研选题科学化

科研项目选题是科研工作开展的起点，选题的
科学性直接影响到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创新性。当
前高校科研项目选题除了国家 “863 计划”、 “973
计划”等重大专项课题是根据国家重大技术攻关的
需要确定外，其他大部分纵向科研课题均采取科技
管理部门先征集选题，通过遴选确定选题指南，然
后让高校科研团队或科研工作者根据指南进行选题
申报，在申报过程中也部分支持自选课题申报。这
种科研选题的确定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体现
在选题来源具有一定的单一性缺陷，高校研究团队
或者研究人员，作为科研工作的主体，自己确定自
己的科研对象，然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难免会产
生科研选题对象和社会需求脱节或者难以把握最新
热点或前沿问题的可能性，进而使得科研工作及其
研究成果的社会经济价值大打折扣。应用大数据技
术可以挖掘出社会公众、工商企业、政府和事业单
位以及其他非盈利机构对科学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情
况，甚至能够辨别出哪些科学知识和技术需求是最
为迫切和社会经济效益极为突出的，从而提高科研
选题的针对性，实现科研选题的科学化。在大数据
时代，科研管理部门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课题的选取
上对科研人员做出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科研管
理人员可以搜集到当前科学界的热点问题、国计民
生亟待解决的重大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研究问题，
再进一步结合高校学科分类方向广泛搜集国内外有
关方向的信息资料，发现或搜集科学问题，并将这
些问题整理成科研课题以校项目的形式在校内发布，
根据申请者的实际情况组建重大课题预研团队，为
下一步提出课题建议、申报课题做好充分准备。

应用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帮助高校科研团队或研
究人员与外部企事业单位进行联合选题及协同开展
科研工作提供桥接平台，推动不同科研实体之间协
同创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降低科研工作
成本，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效益。大数据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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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科研工作中，更是可以发挥
极其重要的科研选题桥接平台作用。当前，一些企
业不了解高校的研究专长、实力和成果情况，找不
到自己觉得信得过的研究团队或者研究工作者来接
受自身委托，帮其攻克技术难题，往往都是通过熟
人牵线介绍的方式，寻找受托单位和受托人，大数
据技术对于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问题，
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2. 2 应用大数据技术避免重复研究

科学研究最核心的价值是创新，发现新问题、
提出新方法、攻克新难题或者完成新发明等，创新
是所有科学研究活动的立足之本，而科研过程中出
现的重复立项不仅与创新精神背道而驰，更是造成
人力、物力、财力各种资源的极大浪费。近年来，
国家对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高校科研项目数量和
经费逐年提高，但在实际科研管理工作中，重复立
项的问题较为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同一申
请人针对同一 ( 或相似) 科研课题获得国家级、省
部级、市厅级或校级等多个级别或多类基金的资助，
往往一项研究成果的资助基金项目有很多项，刘荫
明等［14］对 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部分研
究论文成果研究发现，60% 有 2 ～ 4 项基金资助; 二
是针对某一热点问题，大家 “蜂拥而至”，各级各
类基金项目针对同一课题资助的总量非常大，造成
严重的重复研究问题，浪费科研经费和智力资源，
如 2003 年“非典”时期，在各级政府科研主管机构
立项的课题多达 1 000 余项［15］; 三是不同级别、不
同区域之间针对一些相同或者具有很大共性的问题，
重复资助研究，也带来巨大资源浪费。

基于大数据技术，可以整合挖掘不同层级、不
同类别和不同区域之间科研选题申报和立项情况，
结合科研选题申报高校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特长与
特色，监控科研项目重复立项风险，避免重复研究，
节约科研经费，减少资源浪费，在不同高校之间也
可培育不同的研究特色和研究专长，形成各自特色，
实现差异化发展。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在组织本单位
科研人员申报各级各类项目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
技术对科研课题申报进行把关，避免重复研究，降
低科研成本，节约资源。
2. 3 应用大数据技术监督学术道德和诚信

2009 年 7 月，中国科协发布了 “全国科技工作
者调查”报告，分别有 43. 4% 和 45. 2% 的科技工作
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和 “弄虚作假”现象相
当或比较严重，55% 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
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一次学术不端行为［16］。虽然
当前在研究论文成果发表、研究成果出版等方面应
用查重软件，实现对论文、著作等成果学术道德和
诚信问题监督。但在课题申报过程中，尚未采用相
关技术手段进行学术道德和诚信的监督，这一环节

还有待加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部分科研
人员为了获得课题资助，在申请书阶段就有抄袭剽
窃、弄虚作假的不端行为，而专家评审 ( 无论函评
还是会评) 一般只对选题的新颖性、技术路线的可
行性、观点的创新性等进行评价，对申请书内容是
否存在抄袭现象无从得知，这就导致学术不端的申
请人得以立项。同时由于其能力有限，虽然申请到
课题，但无法结题，甚至有些研究人员采取弄虚作
假、抄袭剽窃的手段试图发表研究成果，以达到结
题的目标，这给管理工作带来了不便，更影响了学
校的学术声誉。科研人员与评审专家及科研管理人
员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的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通
过科技信息查重等技术，可以就为科技立项、鉴定、
报奖等任务开展查新服务，但是课题的申请书确被
排除在科技查新范围以外。应用大数据技术，高校
科研管理人员在课题申报阶段，就可以对申请书进
行学术道德和诚信进行监督，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发生。
2. 4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研究数据共享复用

科研项目研究工作的开展，大多要进行科学试
验、统计数据收集整理、人物访谈、问卷调查或填
写调查等数据采集和获取工作，然后基于相关研究
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最终达到得出研究结
果或结论的目标。这些已经采集获取的研究数据要
么随着项目的结题而灭失消亡，要么仅仅局限于从
事项目研究的团队成员之间进行共享复用。而研究
团队以外的其他研究者，如若进行同类研究，需要
用到该研究数据时，往往还得重复采集数据，造成
科研经费和资源的巨大浪费。魏淑艳［17］认为，一方
面海量的科学数据躺在部门数据库内睡大觉，另一
方面其他部门科研人员却难以得到急需的资料，甚
至被迫对已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重复采集，科技资
源的浪费与闲置十分严重。这就需要我们出台相关
制度并构建研究数据共享复用平台，一旦一项科研
项目已经完成，其在开展研究过程中所采集和获取
的原始数据必须提交并整合到研究数据共享复用平
台，从而使得其他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时共
享复用。这对于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不同层级、
不同类别和不同区域研究项目之间数据共享复用，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既可节约数据采集获
取的成本，又可加快项目研究进展的速度，既提高
了效益又提高了效率。
2. 5 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高校研究成果转化

开展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能够丰富和
拓展科学知识或者实现技术创新突破，为人类知识
探索或技术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研究成果一旦完
成，就应及时向社会推广应用或者进行传播扩散，
从而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当前，科研工作开
展过程中，从科研课题选题开始，就多从高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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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研究兴趣、研究团队已有研究基础为出发
点，较少关注外部政府、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对科技
成果的需求，因此研究成果与外界现实需求脱节，
成果转化比例很低，转化速度很慢。另外，高校科
研工作者与外部潜在需求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较少，
有时即使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对于解决政府、企事
业单位或个人的科技成果需求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往往也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不能及时实
现成果转化。针对这种情况，科技管理部门和高校
科研管理部门可以推动建立外部实体科技需求数据
库和高校科研成果数据库平台，应用大数据技术实
现二者之间的匹配和对接，推动高校科研成果的快
速及时转化，切实发挥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经济
效益。

3 对策和建议

笔者认为，虽然大数据技术在应用于高校科研
管理创新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要真正发挥其作用，
还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整合更多互联网数据平台资源，为科研大
数据形成提供基础。要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科
研管理创新工作，就必须首先构建和形成大数据平
台，没有这个平台，所谓大数据技术只能是空谈。
在互联网数据平台资源的选取上，可以考虑包括专
利数据、文献数据库、搜索引擎后台数据库、社交
网站数据、网络自媒体数据库、电子商务平台数据
库、网络文库、网络百科等。

( 2) 构建一体化科研管理信息数据平台，实现
数据互通和共享。当前，虽然各个层级、各个类别
和各个地区都建自己的科研管理信息数据平台，但
各个平台之间都具有专用性，平台与平台之间没有
实现数据互通和共享功能，从而形成各自的信息孤
岛，难以实现数据挖掘、复用和共享功能。这既不
利于消除重复研究，也不利于学术诚信监督。这些
专属数据平台，只有实现互通和共享，才能真正形
成大数据平台，发挥大数据技术在高校科研管理工
作中的作用。

( 3) 加强外部需求数据库和高校科研成果库建
设、匹配和对接，加速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科技管
理部门和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积极推动外部科技需
求数据，搭建数据平台，并与自身的科研成果库对
接、匹配，实现外部科技需求与高校科研成果之间
的有效对接，减小信息不对称，加速高校科研成果
的转化速度，快速实现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经济
效益。

( 4)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加强 “大数据”宣
传，推动科研人员转变观念。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加强大数据观念的宣传力
度，推动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转变观念，要从
“兴趣驱动”和 “问题驱动”逐步向 “数据驱动”
的观念转变，不管是研究工作的选题，还是研究的
数据来源，要更多从 “大数据”的思维出发，基于
“数据驱动”的理念，进行选题，开展研究，从而
提高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更好发挥科研工
作的社会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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