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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首先阐释了循证决策与实践 ( EBPP) 的概念及实践步骤, 然后论述了证据的概念, 分析证
据的类型, 最后基于证据基础, 剖析情报研究与 EBPP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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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Evidence 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 EBPP) and its practice
step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evidence and analyzes its types, At las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EBPP based on the evidenc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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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决策与实践 ( Evidence Based Polic y and Prac-

提供决策依据的信息与情报支持, 理应顺应科研决策

tice, EBPP) 源于医学领域, 并在该领域得到成功 应用
和发展。在政策研究领域, EBPP 于 1999 年首次出现在
英国关于现代管理的白皮书上, 随后出现在美国政府
出版物中。EBPP 是真实的、有影响力的和发展中的行

这一发展趋势, 对这个目前在科研决策领域初步产生
影响而且即将产生重大影响的 EBPP 予以高度重视。
鉴于 EBPP 目前还不为情报 界学者普遍关注, 本文将
阐释 EBPP 的概念及实践步骤, 论述证据的概念, 分析

为, 随着其在医学领域的成功应用, 已越来越受到政
府、教育、司法、环保等领域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关
注, 并已初步构建 EBPP 的理论和方法, 有了初步的成

其类型, 在此基础上探讨情报研究与 EBPP 的关系, 旨
在将 EBPP 引入情报界, 以丰富情报学的理论。

功案例。
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 The 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已经建立了用于实施社会
科学循证评价的网络, 并且正在资助建设伦敦大学皇
家玛丽学院的 EBPP 中心。2008 年 7 月, 荷兰 / 循证决

1 EBPP 的概念及实践步骤
1. 1 EBPP 的概念
在 英国 , EBPP 概 念遍 及 政 策和 实 践 的 很 多领
域。它的影响从职业实践的低层次问题, 如鼓励行为

策: 联系证据与决策的国际最佳实践0 国际会议的成
功举行, 预示着 EBPP 概念已被科技决策研究机 构采
纳, 引起决策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并影响科技决策的
模式 [1] 。科技情报研究历来是为科技决策服务的, 为其

困难学生的教育方法, 到高层次的政策问题, 如贫穷、
收入不平衡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关于 EBPP 的概念存
在争议,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把 EBPP 定义为: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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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在 决策 过程中 使用一 种严 格的技 术去 开发和 保
论
探 持充满活力的、可用于政策选择的证据基础, 以制定
索 和执行政策; EBPP 强调所有的政策都应基于证据, 并
且强调 证据 及将证 据运用 于政 策选择 的过 程都是 高
质量的 [2] 。Davies 定义 EBPP 为: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
程中, 利用从外部可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 帮助决策
者在全面了解实情的基础上, 做出有关政策、项目和
计划的方法 [3 ]。这种方法与基于专家意见的方法形成
了鲜明对照, 后者或者极为依赖选择性证据 ( 例如, 不
考虑研究质量而依赖 单个研究) , 或 者极为依赖来 自
个人或群体未经检验的观点, 这些观点常由非逻辑的
立场、偏见或投机性猜测所激发 [3]。Gray 指出, 在卫生
保健及 国家 政策的 其他领 域存 在着一 种新 的动力 型
决策方法, 曾经用于政策制定的猜测性意见正被一种
更严格的收集、评价和使用高质量研究证据以做出决
策和指导专业实践的方法所取代, 这种方法便是循证
[4]
决策 。Gray 对循证决策与基于专家意见决策的关系
进行梳理, 如图 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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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力度; 决定在特定的人群、用户中应用证据。
( 4) 决 策和行动。考虑 用户的需求 、价值观和偏
好, 决策者与在决策中可能受影响的人士一起, 将行
动计划融入研究证据、资源、决策者自身的技能中, 注
重证据的适用性和向政策的转化。决策者应将最佳的
可能循证行动方案进行列表和优先次序排序; 对将承
受决策行动后果的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偏好和价值观
进行评价; 对决策中与技术水平有关的、可获得的专
家知识进行评价, 包括自我评价, 因为这些专家知识
会影响决策计划; 识别影响行动方案可行性的系统或
环境因素; 对备选的 行动方案再进行优先 次序排序,
以实现基于证据、价值观/ 个人偏好、专家知识和情景
相融合的目标结果; 鼓励受决策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参
与行动方案的选择和执行。
( 5) 后 效评价和证据传播 。循证决策 与实践是一
个质量不断改善的过程, 决策者评估结局、调整行动
方案、再评估、与他人分享经验教训。决策者应了解最
佳的定性和定量方法, 以评估结局目标; 动员个人和群
体参与设计、执行、评估和完善计划; 结合最初的结局目
标分析和解释数据; 根据需要调整决策方案并再评估;
以利益相关者可获得的、有意义的方式概要决策结局
信息; 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分享决策中学习到的经验教
训; 评估质量改善的效率, 根据评估结果再决策。

图1

1. 2

循证决策与基于专家意见决策的关系

EBPP 的步骤
EBPP 可分为五个基本步骤。
( 1) 问题 的提出。循 证决策与实 践的第一阶段 是

关注和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将一个来自实践中
的信息 需求 转换成 一个可 回答 的、聚 焦的结 构化 问
题。实践者应: ¹ 识别实践中的信息需求; º 区别背景
和前景问题; » 使用结构性框架构建结构性的、可回
答的前景问题; ¼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区分问题
的优先次序; ½ 区分不同类型的问题 ( 如评价、干预、
预测、危害、成本效应) ; ¾了解回答各种类型问 题所

2 证据的概念及类型
Davies 指出影响决策者做出判断的因素很多, 但
这些因素都是围绕着证据, 以证据为中心对决策者的
判断产 生影响 。因 而在循 证决策 与实 践中, 证据是
EBPP 的核心, 其他的影响因素包括专家意见、经验判
断、资源、价值观、习惯/ 传统、说客/ 压力团和语用论 /
或有费用 [7 ], 这种以证据为中心的决策影响因素集合
如图 2 所示。

需的证据类型。
( 2) 证据检索。检索所有相关数据库及公开、
未公开
[5]
发表的信息 。实践者应了解原始研究证据和二次研究
证据间的区别、来源; 懂得如何在决策中获得和使用研
究的系统综述; 能清晰地组织高效的检索策略, 包括合
适的控制词、检索限定词和方法学过滤器。
( 3) 严格评价。根据拟解决的问题, 结合证据生产
的科学性、有效性、决策的具体环境、可用资源、决策

图2

2. 1

以/ 证据为中心0 的决策影响因素

证据的定义
证据及证据基础是循证决策与实践的核心。Defra

者和决策影响人群的偏好, 评价证据的真实性、可靠
性和结果的适用性等 [6]75。实践者应了解回答各种不同
类型问题的不同研究证据各自的优点和弱点; 能识别
和使用可获得的严格评价工具; 了解综合研究证据中

定义证据为: 当我们想到证据时, 往往会想到硬的事
实。在决策环境下, 也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考虑证据,
如同统计数据或科学知识, 但证据远不止这些。证据
是可利用的任何信 息, 以将政策目标转化 为具体的、

所使用的方法学; 评价系统综述或实践指南中证据的

能实现的、便于管理的某些事物。它可有多种形式,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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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科学研究、对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分析、经济和统计

述七种类型的证据, 其中 Greene 认为权威性最高的证

模块、大众感知和信念、轶事、成本 / 利益分析、对信息
[2]
收集和合成方法的质量判断等 。
2. 2 证据的类型
关于证 据的 类型不 同的专 业领 域有 不同 的划 分

据类型是影响性证据。
表3

研究证据的类型

方法。
Sorrell 描述了 EBPP 四种类型的研究证据, 按照它
们在 EBPP 中的重要程度降序排列 [8], 如表 1 所示。
表1

研究证据的类型

英国 政府 内阁办 公室 的 Davies 将证 据分 为系 统
综述 ( Systematic Review) 、单个研究 ( Single Research) 、 3
试验研究和案例研究( Experiment and Case Study) 、专家
[9]
的证据 ( Experts. Evidence) 、网络证据 ( Net Evidence)
几种类型, 如表 2 所示, 其中排在首位的系统综述被
认为是权威性最高的证据类型。
表2

研究证据的类型

情报研究与 EBPP 的关系

在对 EBPP 概念、实践步 骤以及证据类型分析的
基础上, 本文认为情报研究是 EBPP 中一个必不可少
的环节, 二者之间通过证据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情
报研究与 EBPP 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情报研究通过证据基础嵌入 EBPP
如前文所述, 循证决策与实践过程涉及的研究证
据类型复杂, 通常一个决策过程往往不是某一种类型
的证据, 也不是单个的证据或者少量的单个证据就能
3. 1

满足决策者做出有关判断的需要。换句话讲, 尽管证
据是 EBPP 的核心 , 但是 EBPP 的顺 利进行 需要众多
的、高质量的证据。这种能够满足决策者判断需要的、
由多种类型、数量众多的高质量证据, 本文称之为支
持 EBPP 的证据基础。单个的、少量的、未经规范处理
的证据并不 能支撑 EBPP, 由 证据到证据 基础形成的
过程是一个从决策问题出发、集合众多证据、分析并
评价证据, 最后形成证据基础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
了 EBPP 步骤的前三个过程: 即问题提出、证据搜索、
严格评价。作为循证决策与实践的核心环节, 证据基
础是其至关重要的环节, 其制作过程是一项复杂、需

Greene 则指出, EBPP 的证据类型包括影响性证据
( Impact Evidence) 、 执 行 性 证据 ( Implementation Ev-i
dence) 、
描述分析证据 ( Descriptive Analytical Evidence) 、
公众的态度和理解 ( Public Attitudes and Understanding) 、
统计模型( Statistical Modelling) 、经济证据( Economic Ev-i
dence) 、伦理证据( Ethical Evidence) 等

[ 10]

。表 3 描述了上

要耗费许多脑力和智慧的过程。
对于证据基础, 在 EBPP 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实践
者, 分别为证据基础的制作者和证据基础的使用者。
首先, 决策者毫无疑问是证据基础的使用者, 这是由
证据在 EBPP 中的最终功能 ( 即支撑科学决策) 所决定
的, 而证据基础的制作, 则是情报研究者责无旁贷的
任务。情报研究者日常工作就是处理包括数据、信息、
知识、情报等在内的证据, 通过大量地搜集有关的证
据, 对证据的质量进行严格的评价, 应用各种情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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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 找寻所获得的最佳证据间的潜在联系, 发现
论
探 关于事件的现状、态势或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律, 给决
索 策者提供优化决策参考的政策、建议、措施及方案等。
证据基础体现了情报研究的价值, 通过为决策者提供支
撑 EBBP 的证据基础, 减轻了决策者的信息负荷, 同时
也将情报研究者自身的专业实践和经验判断传递到决
策者。因此, 情报研究是 EBPP 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
环节。情报研究与 EBPP 的关系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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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证据的合成包括统计学、
临床流行病学、情报科
学、各专业学科等的知识和专家参与。如循证医学中
的系统综述 ( Systematic Review, ) 就是针对某一临床具
体问题 ( 如疾病的治疗、诊断) , 系统、全面地收集世界
范围内已发表或未发表的相关临床研究文献, 采用临
床流行病学严格评价文献的原则和方法, 筛选出符合
质量标准的文献, 用 Meta 分析方法进行定性或定量分
析, 并加以说明, 得出综合可靠的结论 [6]124。
情报研究从证据搜索、证据评价、证据合成直到
证据基础的构建, 其中经历了利用检索技术将相关证
据聚合、利用专业经验对证据进行筛选、对所获得证
据的方法学质量进行严格评价, 每个阶段都是对所获
得证据的由粗到精、由表及里的精炼过程, 最终获得
最佳的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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