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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刘飞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有助于开展学科评价工作。本文
在分析国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实际工作和发展的需要，初步拟定了医学二
级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建议我校附属医院应当试点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提高自身学科
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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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econdary Medical Disciplines
LIU Fei
(Library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830054, China)
Abstract: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sciplin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disciplines, which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omest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drafted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econdary medical
discipline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work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t last, it suggested that the hospital should pilot the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and
consistently improve the discipline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secondary medical disciplines; discipline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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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入信息化，科技发展迅速。为了紧跟世界

育的一个分支，学习知识的部门，一种教育方面的教

科技的发展变化，我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一系列

学艺术。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将学科竞争力定

发展计划，例如“211 工程”
“985 工程”等，以建设

义为“学术机构作为竞争主体在争取有关学科发展的

“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为目标。然而，

优势地位上所具有的资源利用能力”。学科竞争力可

学校建设具体化之后是学科的建设，只有在专业上领

以体现为不同高校之间在某同一学科竞争中表现出

先于对手，整体实力才能超越。国内在此方面已有诸

来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该专业学科所拥

多研究

[1-4]

。

医疗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随着医疗改革的不

有的科研实力及工作素养的集中体现。
对于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并无一个确定的概念，

断深入，医院的学科建设受到了医院管理者的高度重

一般学科根据自身情况及特点诠释并加以阐述。由于

视，加速了学科建设与发展。针对这些学科建设的新

评价指标体系脱离评价主体容易空洞，所以笔者在此

变化，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既能突出

尝试对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加以解释。学科评价指标体

重点学科建设，又能促进医学的整体发展，实现重点

系是通过将对学科发展有重要价值的一系列指标构

学科建设的目的，是学科建设者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成具有特定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其根本目的在于评

1 学科竞争力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

价学科发展的程度并借以不断推动学科的发展进步。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学科即教导或教

对学科竞争力进行评价，可明确自身的竞争力状况、
所处的竞争地位、优势和劣势，从而制定相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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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都对大学、研究机构进行

专项（2014xyfg）

了竞争力排名研究，如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基础医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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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内现有医学二级学科评价指标体系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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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更加全面多样，是我国学科评价指标体系研

选择、指标建立和权重设置等方面并不完全适合新疆

究中应当学习和借鉴的。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实际情况。比如北京大学医学部

2.2 国内医院学科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

建立的评价指标均为国家级（国家级优秀教师、是否

国内专业排名采用指标体系法，其中影响较大的

为国家级创新团队等），相对我校附属医院发展水平

体系有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武

起点较高。因此，有必要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适

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

合自身发展的指标体系，指导促进二级学科发展。

价报告》，浙江大学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教育部学

2 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学科评价排名，南方

目前，学科评价主要是指对一级学科整体水平

医科大学卫生事业管理教研室的军事医学学科综合

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排名。其方法也可应

评价指标体系，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制定的高校护

用于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

理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等。

世界范围科学评价的兴起，学科评价作为科学评价

目前国内对医院临床二级学科的系统评价鲜有

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国的实际工作中受到不同程

报道，但相关工作一直都在开展。例如国内多家医院

度的关注。

开展了医院临床重点学科评估工作，在北京、浙江、

2.1 国外医院学科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
[5]

江苏、四川、深圳、无锡等省市相继制定了临床医学

国外学科评估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初 ，最早应

重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各个地方的指标体系有较大

用于教育领域，逐渐广泛应用于卫生及其他领域。国

差异，评估指标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究其原因，可

外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综合排

能是立足各自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研

名和专业排名。综合排名相当于大学评价，专业排名

究方法。

[6]

相当于学科评价，其评价方法均采用指标体系法 。

目前国内学者根据不同地域特点，不同单位、机

各专业排名指标略有不同，一般包括质量评价、学生

构的需求和要素建立了许多的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

素质、教师资源、科研活动等一级指标。

体系，其中具有特色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2.2.1

针对军医大学基础重点学科核心竞争力指标

估最早的国家 。通过学科评估，推动医院学科发展，

体系

吴慧媛 向本领域专家发放问卷进行调研，用

降低了医疗费用，提高了医疗质量，同时也为公众提

德尔菲法，依据专家对问卷内容的熟悉程度和对所需

供了诊疗信息。

评估项目的判断依据对每位专家进行加权，将得到的

瑞士是由政府成立评估机构对医院进行学科评
[7]

[8]

美国是由民间组织的评估机构对医院学科进行

结果通过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并加以分析，最

评价，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学后教育鉴定委员会下

后得出人才支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运行支撑能

设的专业鉴定团体委员会，它是全国性的、非官方性

力＞教学水平能力。

[7]

的评价机构 。

2.2.2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专业排行指标

段志光

针对护理学的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
[9-10]

陈慧、

针对护理学科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

体系共由 8 个指标组成：guardian teaching score

行研究。2008 年，他们主要采用德尔菲法对 37 位本

（卫报教育指数），teaching assessment score（教

领域专家进行了两轮调查问卷，通过运用综合评判法

育评估指数）
，spend per student score（人均学生

中的加权法和加成法构建综合评判模型，最终获得 5

花费指数），student∶staff ratio score and number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以及 24 个三级指标。在

of students（学生∶雇员指数比例及学生总数），job

5 个一级指标中，学术团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

prospect score （就业前景指数），reputation score

才培养＞支撑条件。鉴于护理学科本身的良好发展及重

（名望指数）
，value added score（附加价值指数）
，

要性，2011 年 3 月 8 日，国务院学位办将护理学从临

[6]

entry score（毕业比例） 。
欧美发达国家学科评价有政府出面组织的，有民

床医学的二级学科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级学科
2.2.3

针对生物医学科技竞争力的研究

[11]

。

薄晓明

[12]

间组织评估的，也有媒体借助自身影响力建立的指标

在研究时除了采用一般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时

体系，这些指标体系促进了医院或其他学科的发展，

所通常采用的文献研究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德尔

相比我国主要由高校研究机构来研究的学科评价指

菲法、综合评价法以外，还采用了指标分解法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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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科研创新

系、验证体系、讨论与展望。所得研究结果为科研平

自主创新能力是根据国际国内发展变化以及现

台（学科、学位授予学科、实验室、科研设备）＞科

实需求，及时调整学科方向，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并努

研投入（人力投入、经费投入）＞科研产出（论文、

力推动技术进步。所以，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产出

著作、教材、发明专利、获奖、学术交流）＞科研效

数量不可避免地成为衡量学科竞争力的标准之一。科

益（效益水平）。可以看出，薄晓明主要是从科研角

研创新指标应包括论文产出量（科技论文及会议论

度分析和评价科学竞争力。笔者认为，科研成果固然

文）、个人著作、教材、发明专利及获奖数量，论文

可以显示一个学科重要程度，但科研团队、人才培养

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收录数量、论文影响

等软实力同样不宜小觑。

因子都应当是科研创新指标中考察的一部分。

3 医学二级学科竞争力主要评价指标

3.4 人才培养

笔者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支撑和提振学科竞争力

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

的要素应该定为主要评价指标，目前较为适合医院发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

展的医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应该由科研

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学校的本质需要

投入、支撑条件、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

就是教书育人，机构的教学成果可以较为直接地显示

5 大指标构成。

出对于未来医务工作及未来医务工作者的学习、工作

3.1 科研投入

和发展起到的帮助，人才培养的成果与否可以凭借机

在众多资源之中，人才应当处在关键地位。学科

构在本领域内拥有的导师团队，本科生学业水平以及

竞争力是衡量其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学科

研究生数量等。医学教研单位不仅肩负了科研和治病

的发展其内在因素是依赖于每一个个体的人，人才这

救人的任务，还承担了为国家未来的医疗事业贡献人

种特定资源是构成机构科研能力及实践水平的切实

才的重要责任。

基础。将团队成员中有多少学科带头人、两院院士、

3.5 学术交流

长江学者以及科研骨干作为评价的标准之一也并不

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了解国内外最新研

稀奇。除此以外，科研投入还应包括每年获批的国家

究方向，使研究机构能够及时准确地跟踪前沿热点，

级、省部级项目经费，院系建设经费、设备采购及更

较为快速地将资源调整到需要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这

新经费都应列入科研投入项目中。医学设备价值高，

直接关系到未来成果的价值。学术交流对于同行之间

更新缓慢，但是科学研究是建议在严密的观察分析之

隐性知识的沟通，对于推动本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

上的，而这又必须依赖先进的仪器设备，所以，十分

极作用。

有必要将设备仪器的采购经费列入科研投入之中。

4 评价与展望

3.2 支撑条件

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医学二级学科

支撑条件指二级学科在平时工作和科研过程中

发展很快，建立医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有

的物质基础，有精密仪器、尖端设备，才能够支撑更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所列出的由 5 大主要指标所

加复杂以及极其细微的操作或实验。这些条件包括了

构建的指标体系应当是目前较为适合我校自身发展

实验室（国家、省部级各类实验室）、科研设备（可

的医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以用设备价值折算）以及国家省部级重点学科、一级

首先，建立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综合考

二级学位授予点、博士后流动站等政策和教育价值。

察该学科的发展，对于重点学科，投入是否足够；对

除此以外，机构是否拥有整套的管理体系和规范化的

于前沿领域，领导是否足够重视；师生在教育教学和

制度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实验中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等方面都可以进

应当指明的一点是，之所以将经费投入和科研设

行度量评价，这样才可以加强优势学科、巩固传统学

备分割开来是因为其有本质的区别。科研设备是科研

科、补齐劣势学科，最终达到综合全面发展，对于院

单位已经购置的，可以产生效益，但是会随着时间的

校的整体竞争力将有很大的提振。

增长价值逐渐变低；经费对于设备的投入意味着新的

其次，当前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很多，笔者建

设备购置，是一个长期计划，对未来的科研可以起到

议我校应当考虑继续跟踪国内相关研究，再根据我

促进作用。

校实际情况加以修订，逐步缩短我校与国内顶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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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间的差距，真正促进我校医学二级学科的发展
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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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是准确
和可测量的，这样才可以真正落实到指标体系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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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国际中医药大会（第一轮通知）
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规划，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国中医
科学院将于 2015 年 11 月 7－8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2015 国际中医药大会”。此次大会旨在为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中医药专家提供广泛交流、沟通、成果转化的平台，共同分享中医药学当前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奠定进一步合作的基础。
“2015 国际中医药大会”将邀请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约 20 个国家及地区的世
界知名大学、前沿性研究机构、国际组织的知名中医药研究和临床领域的专家，以及国内各高校、医院、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会并演讲。此次会议主要活动为开幕式、主旨报告和针灸、中药、临床、文化 4 个分论
坛。
会议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会议主题：交流、合作、发展。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论文事项：⑴截稿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⑵投稿方式：论文统一经大会官方网站在线提交；⑶格式：
论文及摘要一律采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格式；⑷内容：应征论文必须数据可靠、内容详实、文责自负；⑸
正文字数不超过 5000 字，中文或英文，并请提交 400 字以内的英文摘要；⑹审核：由“大会学术委员会”遴
选论文，并编辑成大会论文集；⑺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参会人员发放参会证书；⑻会议论文
将择优刊登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杂志上；⑼论文一经选入作为大会发言者，须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前向大
会提供演讲幻灯片（PPT），幻灯片原则上不超过 20 张，并制作中英文双语版本。
联系方式：注册报名、论文投稿、住宿预订请登录大会官方网站：http://2015iccm.csp.escience.cn。
会务联系人：蒋兆媛、张帆、张子隽（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合作处）；E-mail: gjhzc_cacms@163.com；
电话/传真：010-64016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