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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高校科研管理的革新之路

王 琦
（福建警察学院 科研处，福建 福州 350007）

前言

更加科学完善的发展格局是高等院校未来科研管理
的主要发展趋势。而为了形成这一发展格局，必然需要一
流的科研技术管理人员、专业人士、教学人员及基础教学
设施。在世界新的竞争格局形成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奇迹
背后存在着较大的后发优势陷阱，这就为高等院校科研管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依据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情
况，对大数据环境下高等院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路径进行
适当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大数据环境下对高等院校科研管理的要求

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科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即从宏观、自然转化为微观、社会。首先，在高校内部专
业学科协同化发展的进程中，高校科学研究工作复杂程度
也不断提升，高校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对象确定、工具选
取过程中，也大多以数据作为指导依据。以数据为载体的
高校科研设计、课题论证，也为数据密集型研究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这种情况下，在高等院校科研管理
过程中，相关科研管理人员就需要利用数字化资源及网络
化信息交互模式，对高校科研项目发展规律、大数据时代
海量数据背后隐含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其次随着大数据环境中高校科研课题申报研究环境
的变化，对高等院校科学研究管理人员自身信息发现、分
析、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科学研究课题管控
目标虚拟化、科学研究需求管控深度知识化、科学研究信

息交互方式多元化[1]。
科学研究管控目标虚拟化主要是在实际科研管理过

程中，高校科研管理人员需要以互联网为基础进行科研课
题组成对象的高度协作管控，并对海量虚拟化数据进行全
面管理；而科学研究需求管控深度知识化则是在以网络为
载体的研究行为管控的基础上，从需求泛化、需求专深化
两个方面，对大数据背后隐含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
高校科学研究工作者独特研究特征，进行相应课题数据的
对比、纠察，以便为高校科学研究课题信息的及时获取提
供有效的帮助；科学研究信息交互方式多元化主要依据当
前高校科研多学科协调特点，不断整合多学科科学文献及
数据，为科研人员获得更加全面的科研数据及分析过程重
现提供支撑。

二、大数据环境下高等院校科研管理现状

（一）科研课题选择科学程度不足
在现阶段我国高等院校科研课题项目选择时，除国家

重大专项课题由国家重大技术攻关机构确定以外，如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等，其他均由纵向科研课题管理机构，
通过科研课题征集、遴选课题指南、选题申报或者自选课
题申报等过程进行。这种单一方向性的课题选择具有较大
的缺陷。再加上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管理机构或内部人员大
多需要负责科研目标确定、科研工作开展等工作。由于其
无法了解社会层面对科学知识及基础的需求，在具体科研
项目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无法掌握审核先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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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终导致高等院校科研与社会发展脱节。
（二）科研课题重复研究频发
在近期高等院校科研管理过程中，科研项目重复确立

情况的发生，不仅与高等院校科研创新精神背离，而且也
导致多种科研资源的大规模浪费。同一科研课题申报者对
同样的或者近似的科研课题获得多级基金资助，如国家
级、省市级等，或者针对某一热点科研信息，不同级别、不
同类型的基金项目对同一课题大量资助等问题的出现，带
来了大量的科研共性问题，导致科研经济资源浪费现象较
为严重。

（三）科学课题运行监督力度不足
虽然在当前高等院校科研过程中，可以通过论文成果

发表或出版查重软件对科研论文学术诚信进行检查。但是
在具体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申报阶段，并没有针对性的科研
课题学术诚信监督机制。这就导致部分高等院校科学研究
者在不正当目的的推动下，在课题申报阶段采取弄虚作
假、抄袭剽窃等恶意行为。再加上专家在函评、会评评审阶
段，大多将目光方针课题选择技术路线可行性、课题选择
创新性上，导致学术不断申请问题频繁发生。

（四）科研课题研究成果与外界实际需求脱节
由于高等院校科研队伍大多以自身研究兴趣或已有

研究基础为入手点，对外部事业机构、个体科研成果需求
或者企业机构科研需求不够重视，导致现阶段高等院校科
研成果转化速率较慢。再加上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人员
与外界信息交互频率较低，导致其与外界需求信息无法有
效连接，也制约了高等院校科研课题成果的有效转化。

三、大数据环境下高等院校科研管理路径探究

大数据环境下，多种信息的获取为高等院校科研课题
科学化选题及课题选题针对性完善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同
时通过大数据在高等院校科研课题查重验证中的应用，也
可以避免高等院校课题经济资源损耗，保证高等院校科研
课题申报顺利进行。

（一）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科学化选题
在高等院校科研管理过程中，科研项目课题选择是整

体科学研究的重点工作。在科研课题选择阶段的科学性、
有效性直接影响了整体项目的运行效果。针对高等院校科
研课题选择的现状，在具体科研课题选择过程中，高等院
校相关部门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公众、政府机构、事
业单位、工商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
求进行挖掘研究，通过判定现阶段社会经济效益最突出、
社会各模块需求最迫切的科学研究课题，可达到科研课题
选择科学化、有效性的目的[2]。

在大数据环境下，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管理机构
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在课题选择阶段，与高等院校科研工
作人员进行沟通，确定相关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倾向及研
究课题建议。并根据收集到的现阶段科学界热门问题、基
础社会民生急需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问题、国内外新发现
的科学问题等信息，结合现阶段高等院校科研项目类型划
分，进行统一整合。通过将现阶段热点科研课题集中整理，

可以高等院校内部项目的形式在高等院校内部网站上公
开展示。同时结合科研项目申报人员具体科研倾向及科研
能力，进行大规模科研课题预先研究队伍的创建，为后续
科研课题优化及申报监督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

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科学研究队伍及具体科学研究工
作人员，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与社会层面事业单位或者
企业单位进行联合科研课题选择。通过多元化科研实际主
体间合作协同，可在充分发挥各方科研优势的基础上，通
过科研各项资源交互共享，进一步降低科研工作难度，提
高高等院校科研工作实效。

（二）高等院校科研课题针对性完善
创新是高等院校科研工作开展的根本价值理念，其主

要存在于新难题攻克、新方法发明、新问题发现等各个过
程中。在现阶段高等院校科研管理工作进行中，随着国家
对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关注程度的上升，高等院校科研
项目数量不断增加，高等院校科研经济资源也随着时间的
增长不断上升[3]。因此，为了避免高等院校科研经济资源浪
费，在实际科研项目课题确立之后，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管
理机构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将不同层级、区域、类别的科研
课题申报进行针对性分析。同时依据自身在科研项目中优
势及内部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倾向，对科研项目进行实时
动态监控，从根本上降低高等院校科研项目重复研究问题
发生概率。在这个基础上，高等院校也可以协同区域外其
他高等院校，有针对性的培育多元化研究专长及研究特色
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开展多层次、差异化科研队伍建设，保
证科研资源的充分应用。

在具体大数据技术应用过程中，高等院校科研管理机
构可依据嵌入式理论，以高校科研课题所需信息资源为载
体，通过 Web、云计算、语义网等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课
题产生、特点、进展与社会层面需求进行有机结合，将高校
科研课题融入到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考察。而通过在社会
环境中科研课题整体流程的运作，也可从课题选定、申报、
评审、解题等各个过程，为多维度信息可视化管理提供依
据。首先，在大数据嵌入式科研过程信息管理过程中，高等
院校科研管理人员可在整体数据资源中嵌入语义导航体
系，将高校内部科研团队人员与系统交流信息进行关联连
接，为触发式数据信息的应用提供依据；其次，为了给高等
院校科研人员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人
员可以用户情景为依托，进行开放式信息资源服务获取平
台的构建。在具体开放式信息资源服务获取平台构建阶
段，主要在模块化组装理念的指导下，利用协同化数据信
息管理、数据信息关联组织的方式，依据科研人员阶段科
研情景需求，自动提供适应性服务信息；再次，为了保证大
数据信息使用价值，在实际信息获取过程中，高等院校科
研管理人员可利用可视化技术，以科研人员体验为入手
点，进行动态多维信息资源服务的提供，为大数据隐藏价
值的挖掘提供定向分析服务。

（三）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系统性监督
首先，为了保证课题申请评审环节课题评审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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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科研管理人员、科研课题申请人员信息的对等性，在实
际科研课题管理过程中，科研课题管理人员可利用科技信
息查重技术，对科研鉴定、基金项目申报、科研课题项目确
立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督检查。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大数
据技术在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申请环节，对科研课题申报人
员的学术道德、学术诚信进行全方位检测，从根本上规避
科研课题学术恶意行为发生。如利用我国科学研究协会对
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报告，严格避免“弄虚作假”前科人员
进行科研项目申报，并加大对“抄袭剽窃”行为的监督管
制，保证高等院校学术的诚信性。

其次，高等院校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在正式开展过程
中，通常需要在试点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前期数据统
计收集整理。同时结合专业科学研究工作者访谈及问卷调
查的方式，将相关研究数据、研究目标、研究结果进行集中
监控。

在整个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申报、信息收集过程中，由
于科研信息仅仅限制在科研课题项目研究队伍内部，内部
成员以外的其他科学研究工作者若需要进行相似领域课
题的研究，就需要进行相关科研数据的多次采集，导致了
科研项目资源的大量浪费[4]。因此，为了促使高等院校内现
有海量科学研究数据得到充分的应用，满足其他机构科学
研究工作者科研资料需求，在具体科学研究管理过程中，
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人员可以利用大数据基础进行科学研
究数据信息避重共享平台的搭建。在高等院校内部某一科
研课题项目结题完毕后，可将其研究阶段收集的信息、获
得的原始数据统一收集，并分类处理后传输到高等院校科
研课题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为不同类型及层级、领域的科
研项目间数据交互提供有效的帮助。同时在科学研究数据
信息避重共享平台运行过程中，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人员还
可以利用平台内部数据对已申报项目信息准确性进行评
估，保证整体科研项目实际价值。

（四）高等院校科研课题成果拓展应用
高等院校科研课题成果应用是高等院校科研管理工

作的核心。在实际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为了避免高等院
校与社会层级信息不对等导致的科研课题成果应用缺陷，
一方面，在实际科研课题管理过程中，高等院校科研课题
管理机构可以互联网数据平台为载体，将文献数据库、社
交网站数据库、搜索引擎后台数据库、专利数据、电子商务
平台数据、网络自媒体数据库、网络百科、网络文库等数据
平台信息进行统一整合，进行一体化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信
息数据库的构建[5]。

一体化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信息数据库可将不同领域、
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科研管理信息进行有机整合，结合
外部网络链接的创建，可在社会需求数据库与高等院校科
研成果间建立高效匹配、对接渠道，为高等院校科研课题
成果拓展应用提供帮助。同时高等院校科研管理机构还可
以依据外部科技需求数据，不断完善内部科研成果库，从
而为后续其他科研课题立项、申报提供有效的指导。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环境下，高等院校科研服务模式不
断变化，对高等院校科研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因此，在科研管理过程中，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人员应根
据现阶段工作情况，利用大数据技术，从科研立项、科研课
题申报、科研课题监督、科研成果转化等各个方面进行隐
藏信息的发掘，为高校科研工作效率提升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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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等。
高校校友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工作，需

要学校的长期支持、引导，需要领导层面的高度重视，需要
校友工作者的倾心付出，更需要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参与。
校友工作是集沟通、交流、服务、合作、发展、共赢等多目标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工作。校友工作的实质是彰显学校对学
生的终生关注、支持和大爱，通过优质服务，合作交流，达到
助力校友成长发展和事业成功，促进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发
展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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