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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科技资源评价是对科技资源的质量、性能、相互关系等的评价，是解决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

低效的问题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标准为开展科技资源评价提供参考模型，科技资源评价方法对不同的科

技资源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科技资源的质量、性能等的评价，这是科技资源共享的基础。本标准有助于提

高科技资源有序共享效率，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和专业化协同，支持协同创新。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中关

村四方现代服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浙大联科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新建、代风、顾复、纪杨建、陈芨熙、孙洁香、张国成、魏晨雨、周一行、

王志强、杨青海、洪岩，刘守华、吴奇石、廖伟智、阴艳超、甘大广、侯爱琴、乔飞、翟翔、居文军、

方云科、陈风华、厉力众、朱代斌、郑范瑛、吴颖文、马步青、张今、刘杨圣彦、王昉、马超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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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的参考模型。 
    本标准适用于科技资源共享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

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

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科技资源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从事现代科技服务和科技活动所需的资源，包括专业科技资源和业务科技资源。 

3.2  

专业科技资源 profess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专业科技资源是指开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

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技服务所需的资源，包括论文、专利、标准等。 
3.3  

业务科技资源 busine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业务科技资源是指开展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价值链协同、整合等业务活动所需的资源，

包括业务流程资源、产品使用数据、供应商数据等。 
3.4  

科技资源评价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对科技资源的质量、性能、相互关系等的评价，以促进科技资源的有序共享。 

3.5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对科技资源的特性、内容和要求的规范。 

3.6  

科技资源用户评价 users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由用户根据其使用科技资源后的体验和满足度对科技资源进行的评价，是一种事后评价。 

3.7  

科技资源专家评价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专家评价又称同行评议，是由领域专家对科技资源的价值或重要性进行评价。 

3.8  

科技资源智能评价 Intelligent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通过分析科技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对科技资源的价值和关系、科技资源提供者和评

价者的水平等进行评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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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 Evaluation of Application Benefi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对科技资源在应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评价，适宜于对除基础学科外的其它学科的

科技资源的评价。 
3.10  

科技资源引文分析 Citation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利用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作

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中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

计量分析方法。 
3.11  

科技资源检测评价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evaluation 
采用传感器、仪器等对科技资源的性能、质量等进行检测，对科技资源的生产过程进行监测，

由检测数据进行评价，适宜于软件、硬件、产品等科技资源的检测评价。 

4 缩略语 

无。 

5 科技资源评价方法体系框架  

图 1 为一种科技资源评价方法体系的参考架构，包括：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科技资源用户评

价、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科技

资源检测评价等，利用不同方法，针对不同的科技资源的特点，进行全面的评价。科技资源从专

业维度划分，可分为专业科技资源、业务科技资源等；从内在特征维度划分，可分为知识、数据、

产品、人才、软件、硬件等。图 1 中的科技资源引文分析方法主要适合知识资源评价，科技资源

检测评价主要适合产品、软件、硬件等的评价，其它评价方法适合各种科技资源的评价。对这些

不同类型的科技资源的统一评价，有助于科技资源的统一搜索和集成。 
 

 

对象科技资
源的特性、
内容和要求
的规定

由用户根据
其使用科技
资源后的体
验进行评价

由领域专家
评价科技资
源的价值或
重要性

用数学及统
计学的方法
对科学期刊、
论文、著作
等的引用与
被引用现象
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科
技资源使用
过程中的各
种数据，对
科技资源进
行评价

对科技资源
在应用中所
产生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进行追踪和

评价

采用传感器、
仪器等对科
技资源的性
能、质量等
进行检测

科技资
源评价
方法

解释

科技资源
专家评价

科技资源
评价指标

科技资源
用户评价

科技资源
智能评价

科技资源
引文分析

资源应用
效益评价

科技资源
检测评价

支持

 

图 1 科技资源评价方法体系的参考架构 

 

科技资源评价的目的是： 
（1）促进科技资源的集成 
注：面对海量的科技资源，通过评价可以知道科技资源的价值，可以帮助企业快速集成有价值的科技资源。 

例：谷歌、百度通过 PageRank 算法，使用网上反馈的综合信息的评价来确定某个网页的重要性，使网

页的价值排名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打败了雅虎。 

（2）促进科技资源的交易 
科技资源交易的前提是要清楚知道科技资源的价值，这就需要科技资源评价。 
（3）促进知识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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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准确及时的知识评价就没有公平的激励，就会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积极性。 
例：华为公司的事业是不让“雷锋”吃亏，这里首先要发现“雷锋”是谁，这就是人才评价问题，然后在找到“雷

锋”后给予公平的激励。 

（4）促进科技资源的供需匹配 
通过科技资源的评价，给出科技资源的各种评价指标，提高科技资源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和成

功率。 

6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及建立方法   

（1）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定义 
对科技资源的特性、内容和要求等评价的规范。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是一个体系，指标内容可以逐层细化，以适应不同的需求，如质量指标下

可以分合格率、可靠性、返修率等。一般细化到可以计量分析为止。这里已经有一些国家标准可

以参考。 
（2）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需求 
在科技资源评价前，需要建立统一的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否则就无法进行相互比较。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需要确定评价内容，如数量、质量、成本等，需要科学合理、容易评价。 
许多情况下，科技资源评价指标需要确定评价指标范围，如合格率要求、成本要求等。 
（3）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建立方法 
不同的科技资源，其评价指标有很大的不同。并且科技资源评价指标需要得到相关科技服务

组织、企业与用户的认可，所以需要基于互联网的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建立、维护和应用平台。 
为了方便面向不同应用的科技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协同建立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参

考模型及基于网络的参考模型库。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时需要注意： 
（1）目的性：从促进科技资源集成、交易共享的目的出发选取指标。 
（2）系统性：各评价指标之间应有逻辑关系，能够反映科技资源特征的内在联系；各评价指

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共同构成科技资源评价的有机整体。 
（3）典型性：评价指标应具有代表性，在描述科技资源评价特点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准

确地反映科技资源的价值。 
（4）动态性：科技资源在不断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也应具有可维护性，以满足科技资源评价

与时俱进的需要。 
（5）可操作性：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够满足科技资源评价的实际需求，应以定量指标为主，定

量定性评价相结合，兼顾对不可量化因素的间接表达、分析和评价，并且应具有数据采集和计算

的可操作性。 
图 2 为一种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架构框架。按照通用指标、面向科技资源大类和小类的部分

通用指标进行分类。限于篇幅，这里对科技资源评价指标不展开介绍。科技资源通用指标主要是：

有用性、先进性、可获得性、性价比、成熟度和质量，其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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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

知识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

数据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

软件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

硬件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

产品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

……

有用性 可获得性

精准找到需要的科技资源 促进科技资源的优胜劣汰

质量性价比通用
指标

提高科技资源的共享效率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大类
指标

专利评价指标体系

标准评价指标体系

文献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管理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技术工人评价指标体系

小类
指标
（部
分）

先进性

评价
目标

成熟度 环境友好性

 
图 2 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架构框架（只给出部分小类指标） 

（1）有用性：科技资源当前的使用价值和未来的潜在价值。 
（2）先进性：科学技术强调先进性，因此科技资源要反映这一特点，有的科技资源可能暂时

用处不大，但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就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 
（3）可获得性：科技资源越容易获得，越有使用价值，这里包括科技资源获得的便捷性、及

时性，以及使用的便捷性。 
（4）性价比：科技资源在同样性能的情况下的价格越便宜越好。  
（5）成熟度：成熟度代表可应用性。在同等情况下，成熟度高的科技资源应用价值就大。  
（6）质量：科技资源质量表现为可信性（包括可靠性）、完整性、规范性、简明性等。质量

高意味着科技资源应用中出错的概率低。 
（7）环境友好性：科技资源的建立和使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有些科技资源的有用性比较容易评价，如硬件、产品等资源。有些科技资源的有用性则很难

评价，如知识、人才、数据等资源，需要进行协同评价、生命周期评价、基于效益的评价等。 

7 科技资源用户评价及实施方法  

（1）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的定义 
用户评价是由用户根据其使用科技资源后的体验和满足度对科技资源进行的评价。科技资源

用户评价是一种事后评价。 
（2）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的需求 
对科技资源的价值、质量和服务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的是用户。 
科技资源评价的目的是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科技资源共享是指通过共有或共用的方式使科技

资源稀缺方（用户）获得所需资源，所以科技资源共享必须以资源稀缺方（用户）的需求为起点，

以满足资源稀缺方的需求为归宿点。因此用户评价是科技资源评价的最基本的方法。 
例：研究者通过开放存取期刊、预印本网络出版、中国科技论文在线(Sciencepaper Online)网站等发表研究

成果，“先发表，后评审”“线上协同评审”“动态公开评审”机制，让读者评价，增加了评审的透明度，提高了评审的

效率，使学术优先权的确立和资源共享时滞大大缩短，减少了评审中出现的不端行为导致了学术优先权确认的不

公现象。 

（3）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的实施方法 
1）需要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科技资源用户评价平台，方便用户评价。该平台集成到用户使用科

技资源的系统中，用户使用了科技资源后立即就能做出评价，并且平台也将提醒用户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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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要提供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和评价术语，引导用户对科技资源做出规范化的评价，以便对

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 
3）需要对科技资源用户评价全过程进行监控、统计和分析，防止各种投机取巧的现象发生。 
例：科技资源用户与科技资源提供者的关联关系的识别。如果科技资源用户评价涉及利益，不可避免就会有

人为了利益进行各种投机取巧。这可以通过对科技资源用户评价全过程进行记录监控，获取各种用户行为大数据，

并结合其它数据，如科技资源分享者和用户的关系数据等，然后进行大数据的相关性统计和分析，从中可以发现

投机取巧的现象，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4）许多用户很忙，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评价，需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用户在使用科技资源

后的第一时间开展评价，否则时过境迁，评价的准确性会降低。另外需要对积极认真参与评价的

用户给予一定的激励。 

8 科技资源专家评价及实施方法  

（1）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定义 
专家评价又称同行评议，是由领域专家评价科技资源的价值或重要性。 
（2）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需求 
许多科技资源的评价对相关科技知识要求较高，需要相关专家进行评价。如人才资源、知识

资源等。我国主要采取同行评议进行项目申请、职称评定、科研成果评价等。 
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挑战是： 
1）专业技术的对口。现在科技发展很快，专业越分越细，许多科技资源的评价，需要细分领

域的专家参与。 
2）许多专家很忙，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评价。 
3）专家评价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多。 
4）专家评价中利益输送、相互帮忙等现象现在越演越烈。 
（3）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实施方法  
1）不同的专家由于自己所擅长的细分领域的不同、科技水平和素养的不同，对科技资源的评

价结果往往是不同的。因此针对不同的科技资源需要找到对应的专家进行评价，并给予不同领域

和水平的专家不同的评价权重。 
2）需要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科技资源专家评价平台，方便专家评价，并对积极认真参与评价的

专家给予相应的激励。 
3）由相关专家对科技资源通过阅读、实验、试用、分析等后进行科技资源进行的评价。科技

资源专家评价有事前、事后的评价。 
4）需要提供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引导专家对科技资源做出规范化的评价，以便对评价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 
5）需要对科技资源专家评价全过程进行监控、统计和分析，防止各种投机取巧的现象发生。 

9 科技资源智能评价及实施方法 

（1）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的定义 
科技资源智能评价是通过分析科技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对科技资源的价值和关系、

科技资源提供者和评价者的水平等进行评价。 
（2）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的需求 
科技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文献的下载量、阅读量、引用量、评价等，可以用来对

科技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可以帮助解决用户和专家评价中的问题，如专家很忙，没有时间进行评

价等。随着数据量的增加，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通过对科技资源的相关人员（科技资源提供者、评价者和用户等）的行为数据的分析，开展

科技资源提供者和评价者的水平、关系等的智能评价，可以帮助识别一些投机取巧现象，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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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评价更为科学。 
（3）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的实施方法 
1）获取科技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用户行为数据。 
2）采用大数据方法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实现科技资源的价值和关系的智能评价。 
3）采用大数据方法对用户行为数据和用户发布的科技资源进行分析，对科技资源提供者和评

价者的水平及领域进行智能评价。 
 

10 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及实施方法 

（1）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的定义 
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是对科技资源在应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评价，适宜于对除

基础学科外的其它科技资源的评价。 
（2）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的需求 
1）科技资源共享的目的是支持科技创新，其中的技术创新的目的是要使创新成果得到应用，

产生效益，因此需要对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进行评价。 
2）科技资源共享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此进行评价可以促进科技资源共享。 
3）科技资源应用活动可能产生环境问题，需要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3）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的实施方法 
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是对科技资源在应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评价，适宜于对除

基础学科外的其它学科的科技资源的评价。 
1）科技资源应用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包括价值创造、利润增加、成本节约、交货期缩短、质量提高等。 
社会效益包括对生态环境、产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对员工和用户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等。 
2）科技资源应用经济效益可以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可以通过直接计量的方法得到。 
间接经济效益是由于科技资源应用提高了创新能力、管理水平等，间接获得经济效益，难以

通过直接计量的方法得到。所以对间接效益要进行科学合理分析。 
3）科技资源应用效益可以分为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对长期效益要进行跟踪分析，如产品生命周期效益分析等。 
社会效益往往是一种长期效益，需要进行科技资源的生命周期评价。 
 

11 科技资源引文分析及实施方法 

（1）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定义 
科技资源引文分析主要是指利用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

对科学期刊、论文、著作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中的数量特

征和内在规律、对科技资源的价值和影响力进行评价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2）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需求 
新的科技资源是从以前的科技资源发展过来的，可以通过科技资源的引用关系反映这一发展

关系。为了说明科技资源的创新性，需要对现有的相似的科技资源进行引文分析。 
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挑战是： 
1）有些学术小圈子相互引用和吹捧，以提高引用率，皆大欢喜。 
2）文献引用有正面、负面和中性引用等。正面引用中对所引用文献的价值评价程度也是不同

的。负面引用是指出所引用文献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这里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中性引用是列

出在某领域中相关的文献，即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至于研究成果如何不作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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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综述性文献容易被引用。 
4）有些专业性很强、比较冷门。 
5）我国许多论文和专利的引用不规范。 
（3）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实施方法 
1）在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同时，对引用者和被引用者的关系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可能的投

机取巧现象，设立引用权重，其与引用者的领域和水平有关，与引用者和被引用者的关系有关。

引用者和被引用者之间没有密切关系的引用、一流专家的引用等的权重就要大些。 
2）文献引用要进一步规范、要让引文分析系统容易辨别正面、负面和中性引用。 
3）引文分析系统要对综述性文献的引用、冷门专业文献资源等的引用进行智能识别，采取科

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使引文分析更加公平合理。 

12 科技资源检测评价及实施方法 

（1）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的定义 
采用传感器、仪器等对科技资源的性能、质量等进行检测，对科技资源的生产过程进行监测，

由检测数据进行评价。适宜于软件、硬件、产品等科技资源的检测评价。 
（2）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的需求 
产品、硬件、软件等科技资源的性能、质量等可以直接采用检测仪器等进行精确测量，从而

得到比较准确的评价结果。科技资源检测评价需要经过认证的、获得一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和检测

人员进行。科技资源检测评价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对科技资源生产过程进行监测，更可以从源头

保证科技资源的质量。 
（3）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的实施方法 
1）要有能够进行检测的仪器，这些仪器在规定的时间需要进行检测标定。 
2）要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来进行科技资源检测。 
3）要根据检测结果出具规范的科技资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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