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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19 世纪初以来，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经历了一系列发展演变过程。 具体表现为由封闭的实验室合作向开放
的规模化合作发展，由单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发展，由兴趣导向式向问题导向式发展，其中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
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开放集成化发展趋势 。 依据其发展历程并参照已有文献， 文章将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发展分为封闭协作式、多元合作式和开放集成式三个阶段，着重分析了当前开放集成式科学研
究组织范式的组织模式及其现实意义，并根据研究现状和发展需求提出了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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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cience Paradigm and ITS Evolution Pathway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cience paradigm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s from closed laboratory cooperation to large-scale collaboration, from
single-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from interest-oriented pattern to problem-oriented pattern.
The trends of the science paradigm towards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have been largely promo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aper di—— closed-workshop style, multi-collaborative
vid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cience paradigm into three stages —
style and open-integrated style. Then it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mod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ent openintegrated science paradigm.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e paper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science paradigm ；closed ；open-integrate, interdisciplinary

1 引言

建合理的科学研究平台，从而促进知识创新，提高科
学研究者及研究组织的科研水平。笔者通过文献调研

科学研究组织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组

发现，
目前多集中于对当前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分析

织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在当前日益

和发展策略的研究，
虽有一些关于其发展过程和组织

开放的信息环境中，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模式正在经

模式分类的研究，
但存在划分笼统或分析的时间跨度

历快速转变，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及其与

较短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集成性和开放性的

信息的交互成为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环节。了解

角度，探究自 19 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

科学研究组织的演进历程，把握其历史发展趋向，同

的演进历程，并详细分析当前科学研究组织的发展

时明确认识当前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特点，有助于

情况，希望在促进本领域今后的研究、制定科学的科

制定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科技政策，构

技政策和构建合理的科学研究平台方面有所裨益。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气候变化科学成果集成研究范式及其实现平台研究”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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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训练计划“元分析与集成研究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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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历史演进
2.1 演进过程分析

来越注重自身科技水平的提升，研发工作受到充分
重视。一些以研发为核心业务的企业或合作机构发
展起来，
从而具有了科学研究组织的性质。为提高技

19 世纪初，在传统的学科结构和体制之外的

术水平，同时降低风险而成立的企业研发联盟，成为

研究场所数量开始激增，真正意义的研究 ①开始出

20 世纪 80 年代发达国家企业研发的主要发展趋

现［1］19。以德国柏林大学改革为代表的大学改革运动

势［1］118-119。至此，科学研究组织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封

确立了科研在大学职能中的重要地位，科研工作以

闭式协作研究，
开放的多元合作趋势日益明显。

教授或者学者为主导

，
在讲座 、
研究所、
研讨班和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在已有的基
20 世纪 90 年代，

实验室范围内进行，并且这种集教学和科研于一体

础上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一方面，
在协作模式和协

的大学研究组织形式很快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 ［3］。

作范围上，
20 世纪中期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20 世纪初，物理学和化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

趋势和 90 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民参与科研提

了重要作用，为以物理学和化学为代表的实验科学

供了发展契机。1992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战后，
在国家、
企业、
基金会

验室开展的“公众参与鸟类研究”是学术界在基金支

等非学术组织的研究支持和控制下，少数的领域精

持下对公民参与科研的早期尝试［6］。90 年代中期，
学

英被集中起来从事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许多物理

术界提出了公民科研的概念，用以说明向公众开放

学家和化学家加入工业或政府的研究实验室，知识

科研工作和科研政策的必要性［7］。21 世纪之后，
网络

的生产与应用开始联系起来［4］285-287。这一时期部分自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分布式的公民科研提供了技术支

然学科（主要是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研究工作受到

持，公民科研项目大量增加，涉及鸟类研究、昆虫研

大学以外的非学术组织的干预和引导，国家精英和

究、微生物疾病、生态系统、气候变化等多个研究领

资源控制者通过对研究资源的控制进而影响研究组

域；
另一方面，
在信息、
知识的交流和共享上，
20 世纪

织和研究方向，科学研究从大学的工作体系中解放

末和 21 世纪初，国外兴起了一系列基于网络信息技

出来，但这种协作依然局限于小型组织范围内，受研

术的开放获取运动，
以使用户在保证原文完整性和获

究领导人的控制，且参与协作的主体以少数精英科

支持的基础上，
在无经济、
法律和除与网
得作者认可、

学家为主。

络有关的技术因素的约束下，进行文献的阅读、下

［
2］
50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发展产

载、复制、传递、打印、检索或获取全文，用于索引或

生了重大影响。战争的需要催生了大型合作的科学

数据分析等多种合法目的［8］7。直到目前，
开放获取一

研究组织项目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由美国主导、

直在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不断深入开展。

英国和加拿大参与，历时 3 年，耗资近 20 亿美元，共

2.2 演进的阶段划分

有 13 万余人参与研究，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建立

有学者按照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发展或出现的

了 30 多个研究工作点 。在战后的许多西方国家，
政

先后顺序对其分类进行了研究。刘晓玲和曾国屏［9］

府开始通过多种手段直接干预科学研究，积极促进

把科学组织运行模式分为三类，分别是以认识驱动

科学与国家战略、军事、商业和社会等多元目标相结

型、
战略均衡型和动态组合型为核心的运行模式。认

合［4］240。在多元的研究需求和经费来源等外因的刺激

识驱动型以基础研究为主，呈现“孤独天才式”和“技

下，多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相继成立，促进了大

术推动式”的特点；战略均衡型注重研究与应用的均

科学研究的发展。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企业越

衡；动态组合型是指根据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和商业

［
5］

① 真正意义的研究：19 世纪的科学研究逐步趋于规范，主要体现在：19 世纪初期开始，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
等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理论科学逐步取代经 验科学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增 加 ，研
究成果需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传播模式。 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以学术研究为主。

② 讲座：大学组织中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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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进行各个组织和科研资源的动态组合；肖建

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

华和李雅楠［10］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把科学研究

研究组织模式的开放和集成化的发展趋势。基于此，

组织分为三类，分别是学科推动类、应用拉动类和介

文章将 19 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划分

于二者之间的双驱动类型，认为学科推动类多以研

为封闭协作式、多元合作式和开放集成式三个发展

究兴趣为动力，以推动学科发展为目标，应用拉动类

阶段［13-14］（
见图 1）。

多以实际应用为动力，以服务社会活动为目标，双驱
动类兼具二者特点；许为民等

为便于分析与说明，现将各个阶段的代表性研
究机构及其特点进行概括（
见表 1）。

认为科学研究组织

［
11］

整体趋势是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J. Wang 和 B.

需要注意的是，在科学研究组织范式不断发展

H. Kleiner［12］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企业研发

演化的过程中，
任何范式都要经历孕育、
形成、
发展和

分为协同集成（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和进入

更替的过程［3］。因此，
不同范式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

21 世纪之后的多元联动（
Multi-Fusion）两个阶段。在

多种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可在同一时期内同时存在。

协同集成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研究联盟开展

新型科学研究组织范式不是对传统科学研究组织范

多源技术的合作研究；多元联动阶段则以多技术和

式的完全替换，
而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改进和互补。

多组织的联动协作、公民参与、共用资金、共担风险

3 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分析

的松散联合研究模式为主要特点。
由此可见，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演
19 世纪以来，

随着复杂性研究问题的增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进过程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由封闭的小范围协作向

加，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日益在多领域研

开放的规模化合作发展；第二，由单学科研究向跨学

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与传统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相

科研究发展；第三，随着知识生产与应用的联系日益

比，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广泛的跨学科性、开放性和集

密切，研究动力由兴趣导向转向问题导向；第四，计

成性三方面，在大科学、交叉科学、集成科学研究中

实
1.大学内以讲座、研讨班、
验室等为主要研究组织
2.研究组织封闭且规模小
3.研究领导人或国家精英主
导研究资源

1.大科学项目出现，跨学科
研究迅速发展
2.外因干预增加，研究目标
多元化
3.技术在组织间流动

封闭协作式

多元合作式

19 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90 年代

图1
表1
发展阶段

代表机构/
研究计划

封闭协作式

德国柏林大
学、
吉森大学

多元合作式

美国工程
研究中心计划

开放集成式

地球系统
科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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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公民参与性
2.丰富的数据资源开放共
享
3.依赖于网络技术和信息技
术的发展

开放集成式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演进图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各发展阶段的代表机构及其特点

组织形式

参与主体

讲座、研讨班、
学者、
教授、
学生等组织单元内的个人
研究所及实验室
组织合作

国际合作组织

直接经费来源

学科范围

大学

单一学科
范围的研究

联邦政府（国家科学基金会
大学牵头，与一个及以上的工业界或其
和其他政府部门）、工业界、
他从事工业研究实践的组织合作
大学和州政府
由世界 100 多个国家参与，与亚太全球
变化研究网络、泛美全球变化研究所密
切合作，同时通过开放科学会议与世界
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保持互动

各成员国

需多学科
知识整合
广泛的自然和
社会科学的跨
学科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人员，也包括业余科研爱好者，具有公民参与性；

3.1 组织模式分析

（
2）开放的知识流动和数据资源共享。在网络技术的

在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中，研究目标

支持下，规模化合作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提高了知

多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包括参与国际研究计划、服务

识的流动性，全球性的开放获取运动为科研工作提

国家发展战略、支持政府决策、促进企业发展等。开

供了丰富的数据和信息支持。在开放性的基础上实

放集成式科研是发生在不同的组织或不同组织中个

现有效的人机体系集成、跨学科集成、研究方法集成

体之间的协作式科研，根据来源组织种类，可分为党

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
以及信息、

政机关研究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研究部门和

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组织模式多用于大科学研

社会公众。在参与合作的主体中，
根据角色不同可分

究、集成研究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项目中，并已取

为具备跨学科合作研究管理经验的战略组织者和各

得广泛的研究成果，
在推动科技前沿问题研究方面发

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以有组织地通过不同学科

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主要从大科学和集成科学研究方

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综合集成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最

面分析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现实意义。

佳途径。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分散在

（
1）优化学科结构，培育交叉学科，促进知识创

不同地域的研究者通过公共信息空间下的信息编

新。大科学项目和集成研究项目多用于前沿科学问

码、存储和检索实现信息、知识的同步交互式共享和

题研究，依靠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无法解决，而需

集成 。在对科研结果的评估上，
开放集成科学研究

要多个组织联合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跨学科研

组织范式下的评估标准更为宽泛，一方面，由于组织

究使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多学科的前沿交叉

构成多元化，涉及多种学科领域和有不同利益期望

领域展开合作，甚至跨越学科边界形成新的学科，促

的行为主体；另一方面，实际应用情境涉及政治、经

进交叉科学的产生和发展［16］16。S. Frank 和 H. Paul［17］

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问题，因此，对科研成果的

按照项目的时间跨度和集成过程将学科集成模式分

评估也是综合和多维的［1］9。据此总结出开放集成的

为四种，按对学科群落影响程度由浅到深分别是“采

科学研究组织范式（
见图 2）。

购式”集成、“协同式”集成、“整合式”集成和“组配

3.2 现实意义

式”集成。协同式集成通过多学科知识和研究工具

［
15］

现代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开放性体现在两方

的结合产生新的研究方法，整合式集成通过与其他

面。（
1）开放性的合作和参与。科研合作规模化和认

学科工具和理论的结合优化学科结构，组配式集成

知主体多元化，同时参与科研工作的既包括职业科

通过多学科知识和研究行为的结合产生新的研究

媒体传播
科研资金

高校、科研院所
机构/个人

研究设备
技术支持

研究需求

文献信息

公众参与

同行网络
企业研究
机构/个人

政府研究
机构/个人

成果平台
......

行为主体

资源矩阵
决策支持

图2

开放集成式科学研究组织范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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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交叉学科和新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认

（
1）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对信息技术

为交叉科学对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有积极影响［9］。

及其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应用对科研工

（
2）为集成研究提供开放的数据支持。自上世纪

作的强烈驱动下，原始的知识创新相对减少，更多的

90 年代国外兴起开放获取运动之后，开放获取在世

是根据特定的应用情境通过对已有知识的重新配置

界各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数据资源共享正受到

来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因此，
对全球范围内多

越来越多的科研基金组织、学术期刊出版社、出版

种形式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及时获取、处理、存储、

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支持，一批支持数据资源共享

传播和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大数据时代，
信息识

的数据库和知识库建立并已在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中

别和信息处理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实现信息和

发挥重要作用［18-19］。在集成研究项目中，
每个相关领

知识的有效管理及利用。

域的数据集都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开放获取机制为
集成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支持。

4

结语
本文从集成性和开放性的角度探究了科学研究

（
2）已有相关实践和研究说明，公民科研对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区域性问题的解决、民
间科学与主流科学的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 ［20］。目前
国内对公民科研的研究和实践还相对落后，如何有
效开展公民科研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组织范式的演进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的新型科学研

（
3）在开放的科研环境下，不同科学研究组织的

究组织范式进行了详细分析。纵观科学研究组织范

协同创新成为新的关注点。但是目前的支持保障机

式的发展历程，其整体呈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点，

制远远不够，需要在制度建设、信息资源建设以及信

文章据此将其划分为封闭协作式、多元合作式和开

息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继续探索和实践。

放集成式三个发展阶段。当前开放集成的科学研究

（
4）科学家需要突破传统的分散独立式思维和

组织范式对大科学、集成科学和交叉科学的研究和

模式，积极向复合型、协作型人才转变。在开放集成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的科学研究组织范式背景下，优秀的科研人员不仅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研究组织范式不断发展

要深谙本领域的专业知识，关注学科前沿，还需要突

和完善。新型科学研究组织范式的出现在服务社会

破学科限制，学习并掌握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

发展和促进知识创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客观

加入多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参与合作研究或

因素的制约。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四点，
希望有助于

大科学研究项目等多种方式，培养并提高跨学科研

该领域今后的研究和发展。

究和协作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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