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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

———以中国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为例

□李春英∗　张巍巍　高琴　刘春艳　马晓庆　殷蜀梅　谢志耘

　　摘要　阐述了”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对学科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以中国药学二级学科竞争

力评价的具体实践为例,详细解读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竞争力评价的实施内容,可为高

校相应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工作深入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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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

学科是大学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
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学科竞争

力是大学竞争的基础,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核心

与关键.尤其是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１],以及

２０１６年２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工作要

点»[２],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部署加快建成一批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教育部明确要求制订“双一

流”实施办法,全国高校纷纷制定“十三五”发展规

划,把大学的学科建设放到首要任务.
学科服务是大学图书馆服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我国高校图书馆将学科服务融入学校的学科

建设.为了加快“双一流”的建设目标,很多高校图

书馆都纷纷开展学科竞争力评价工作,以学科竞争

力评价的结果,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服务.
学科竞争力评价是伴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世界范围科学评价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也可以简

称为学科评价,它作为科学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在
各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学科竞争力评价的理论

和方法为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提供了有效辅助.

２　学科竞争力及学科竞争力评价的内涵

学科竞争力是指高等学校中的学科作为竞争主

体,在国际或国内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这种力

量从比较角度来看是各学校同一学科之间在某些方

面的比较优势或差距表现,从学科自身来看,是学科

所形成的一种能力或素质的反映,从竞争结果来看,
是学科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能

力[３].学科竞争力是以竞争力概念和高等教育学理

论作为基础,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中剖析竞争力

现象,揭示学科竞争力的内涵,体现学科竞争力的特

征和影响因素.学科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环境、
资源和能力三个层次.

学科竞争力评价就是在国际或国内环境下,揭
示高等学校的学科表现力以及影响学科竞争力的因

素等.目前使用较多的评价方法有因素分析法、内
涵解析法和标杆测定法.这些评价方法就是使学科

的表现力和学科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尽可能地可操作

化、指标化,使之成为可计量的统计数值.随着教育

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此考评指标也尽可能国际化、
标准化.

３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对学科竞争力的促进

作用

早在几十年前,我国各高校就有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的梦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实现这一目标,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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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的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２０１６年是“十三

五”规划的起始年,教育部也明确部署了“双一流”建
设的具体实施内容.因此,“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

和教育部工作要点对提升高校学科竞争力起到促进

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明确学科建设方针.很多高校存在学科建

设方针错误,总认为学科门类齐全最好,追求高、大、
全的建设目标,学科建设根据各类评估指标而发展,
扭曲了学科发展价值观.”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提

出,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

化发展,从而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２)优化学科结构与布局,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很多院校设置的学科专业不合理,影响学

生就业.教育部工作要点规定,引导高校建立学科

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需求相适

应的动态调整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动

高校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实施好大学生创

业引领计划.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是学科声誉和人才

培养能力的体现,很多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

都有这项指标[４－５].同时,引导学科专业结构与社

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相适应,强调了学科发展的

社会适应性.因此,这项指标可以作为提升学科竞

争力的一项内容.
(３)优化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是教育主旨.

总体方案确定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的建设目标.教育部工作要点指出,深入实施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继续实施系列

卓越计划和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推动人才培养联盟

建设.由此可见,师资队伍和创新人才培养是学科

建设的基础,在”双一流”建设时期,为培养人才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计划.
(４)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这是总体方案中

的一项基本原则,实行教师薪酬待遇与学术经费、教
学经费脱钩,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不再带来直接经

济收益,将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转化为教师工作绩

效,再对工作绩效实行奖励的评价机制,可以充分调

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工作能力.这项改革

从根本上提升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从而提升学科

的竞争力水平.
在我国不同的学科建设中,还存在若干现象和

问题.虽然“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和教育部工作要

点为学科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但是学科建设和学

科竞争力的发展不能操之过急,学科竞争力的提升

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做好国内学科竞争力的提

升;第二步,做好国际学科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我
们首先做了国内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为我国

药学学科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４　中国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实例

学科国内竞争力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该学科的

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该学科在全国不同高校的所

有该学科点中的比较优势[６].考虑到每所院校进行

学科建设时,二级学科涉及面广,具有较好的普遍

性,三级学科分类过细,各校数据不统一,不易进行

数据收集统计,因此,我们选择全国药学二级学科进

行竞争力评价.
国内学科竞争力评价的内容包括:评价范围确

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学科

竞争力评价系统、数据来源与整理、评价数学模型、
评价结果与分析.

４．１　学科竞争力评价范围的确定

根据近年来全国医学院校的排名情况和信息的

可获取性,我们选取３６所院校的药学院(不包括中

医院校),含综合性院校１７所、医学专科院校１６所、
药学专科院校３所.选择每所学校的药学院和中医

学院的药学二级学科进行评价.
对于药学二级学科,各学校的设置和命名都不

尽相同,为了便于归类和比较,我们按照教育部有关

药学学科分类表的命名,选择了６个药学二级学科,
包括药物化学、药剂学、生药学、药物分析学、天然药

物化学和药理学.

４．２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我们采用因素分析法剖析了药学二级学科竞争

力的影响因素,围绕这些影响因素创建药学二级学

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也参考了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评价内容[７].为了体

现考量指标的统一性,所有指标都参考国家级或教

育部的科研基础、获奖标准,同时考虑到药学学科的

特色,增加了授权专利和新药证书两项指标.
整个指标体系按照以下几项原则建立:(１)科学

性,指标的量化与取值要尽可能科学、合理,使得测

度结果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比性,易于接受和推广;
(２)评优性,指标的构建能充分体现优势群体,突现

每个学校优势学科的水平;(３)实用性,指标能够正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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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确反映各个方面,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指标体系设计为一级指标３个、二级指标８个、

三级指标３２个.具体指标构成详见表３.

４．３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各项评价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

是不同的.在设定指标权重时,应体现每项指标的

不同,才能客观反映每项指标的价值.
本次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并采用yaahp０．５．２软件对药学二级学科的竞争力评

价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１)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药学二级学科的竞争

力评价作为决策目标层;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作为

中间层;三级指标通常称为指标层,详见图１.
(２)构造成对比较矩阵.层次分析法要对评价

指标进行两两重要性比较.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２
层开始,对于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

一层诸因素,按两两比较结果构成的矩阵称作判断

矩阵.美国运筹学家萨蒂给出的１~９标度法构造

成对比较矩阵,具体赋值方法详见表２[８].
表２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意义

标度 意义

１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５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倒数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因素i与j比较得判断bij,则因素i与j比较的判断bji＝１/bij

　　在构造判断矩阵式时,充分调查了部分专家对

于各项指标重要性的评判.两个指标重要性的判断

根据１~９标度法完成.最后将各项指标权重生成

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 PDF文件.对于软件计

算出的权重结果,我们也征询了部分专家.专家普

遍认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教育

部教学成果奖的权重太高,又重新进行了调整.具

体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详见表３.
(３)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对每一个成对

比较矩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

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

检验.当Cr＜０１时,认为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若Cr＞０１时,则必须对判断进行重新调整.本次

的层次结构模型,每一层次的 Cr值均小于０１,因
此满足一致性要求.

(４)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计算

最下层对目标的组合权向量,并根据公式做组合一

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则可按照组合权向量表示的

结果进行决策,否则需要重新考虑模型或重新构造

那些一致性比率较大的成对比较矩阵.本次的层次

结构模型满足组合一致性要求.
表３　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代码
权重

学术

队伍

０．１４８８

教师情况

０．００９５
正教授人数 X１ ０．００９５

专家情况

０．１３９３

院士人数 X２ ０．０５２５

千人计划 X３ ０．０２１７

长江学者 X４ ０．０２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 X５ ０．０２１７

教育部跨世界人才、百千万人才 X６ ０．０２１７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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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代码
权重

科学

研究

０．６４３２

科研基础

０．１１４１

国家重点学科 X７ ０．０２２５

国家重点实验室 X８ ０．０２４

部委重点实验室 X９ ０．０２１

教育部博士点 X１０ ０．０１２５

部委创新团队 X１１ ０．０１６９

基金委创新群体 X１２ ０．０１７２

科研项目

０．１６２４

９７３首席课题项目 X１３ ０．０４６１

９７３子课题 X１４ ０．０３６６

国家自然基金一般项目 X１５ ０．０２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X１６ ０．０２９３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X１７ ０．０２８３

科研奖励

０．２３８２

国家自然科学奖 X１８ ０．０７９５

国家技术发明奖 X１９ ０．０４３２

国家技术进步奖 X２０ ０．０４２１

国家级新药证书 X２１ ０．０４１３

国内外授权专利 X２２ ０．０３２１

科研论文

０．１２８５

SCI(IF２．０以下)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论文 X２３ ０．０２３０

SCI论文(IF２．０－５．０)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论文 X２４ ０．０２４６

SCI论文(IF５．０－１０)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论文 X２５ ０．０３３９

SCI论文(IF１０以上)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论文 X２６ ０．０４７０

教学

成果

０．２０８

教材

０．０７２８

卫生部级规划主编教材(人卫出

版社)
X２７ ０．０３６４

教育部级规划主编教材(高教、

科学出版社)
X２８ ０．０３６４

教学

成果奖

０．１３５２

国家级优秀教师 X２９ ０．０２４３

国家级教学团队 X３０ ０．０３９１

国家级教学奖 X３１ ０．０３８２

中国大学精品开放课程 X３２ ０．０３３６

４．４　学科竞争力评价系统

我们采用JSP技术开发了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

评价系统的 web网络平台(http://lib．bjmu．edu．
cn/yxxkpj/login．jsp).通过该平台,管理员可以方

便地录入数据、编辑数据,同时可以积累多个年度的

数据;超级管理员可以方便地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按年度对各院校各个学科进行排名;用户可以通过

该平台检查本院校各学科各项指标的数据,查询学

科排名结果.该平台的特点是基于事实型数据转换

为定量评价的一个评价系统,便于数据的修改和统

计分析.

图２　药学二级学科评价系统学校

数据检索与浏览界面

４．５　数据来源与整理

(１)数据来源.本次研究主要调查了３６所药学

院校的６个药学二级学科,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每所

院校的药学院网站或中药学院网站;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国家自然基金委、科技部、国家精品课程资

源网;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读秀知识

库等.
(２)数据整理.对于药学６个二级学科的名称,

统一按照教育部药学分类表命名,有的院校设置与

教育部命名的不一致,按照教育部分类表统一规范

处理的原则,收集整理各院校的信息;所有的科研项

目是２０１５年获得资助的项目,以国家自然基金委网

站(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 page＝
grant)检索结果为准;所有的授权专利都是来自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中查到的２０１５年授权的专

利;所有的新药证书都是２０１５年获批的;在 Web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时,将学科名称作规范

处理,规范每个学科的检索式.
(３)数据的录入与存储.将收集到的信息直接

录入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系统中,结构化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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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以批量导入,加快了数据更新的速度.非结构

化的数据则逐条录入.通过该平台,录入的数据都

是详细的事实型信息,利于准确核对.另外,数据库

实现了基于事实型信息的数字转化,从而为定量评

价带来科学依据.

４．６　评价数学模型

评价模型是评价指标与评价目标之间逻辑关系

的数学表达式,某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该项竞争能

力就越强.这次评价采用的是以线性加权求和法计

算综合评价得分,初步拟定数学模型表达为:

Yi＝∑
n

i＝１

(Xi∗Wi)(０＜Wi,j＝１,２,３,,３２)

式中Yi——— 总 分 数;n——— 评 价 指 标 总 数;

Xi——— 评价指标分值;Wi——— 评价指标权重

为了浏览方便,我们将最后的结果转化为百分

制,转换公式为Si＝(Yi/Ymax)∗１００.

Ymax 是所有参评院校的某学科最高值,定为

１００, 其 他 院 校 的 该 学 科 的 相 对 值 为 Si ＝
(Yi/Ymax)∗１００,所以,最终的各院校各学科是按照

Si 进行排序的.

４．７　评价结果与分析

本次研究共评价了３６所院校,６个药学二级学

科的评价结果与分析如下:
(１)药物化学.本次研究收集了３５所院校药物

化学专业的信息,其中有３０所院校单独设置了药物

化学系(教研室),有５所院校与其他系(教研室)合
并设置.沈阳药科大学排名第一,北京大学排名第

二.统计发现,沈阳药科大学的正教授人数比其他

院校具有显著优势;在教学成果方面,中国药科大学

取得的成绩比沈阳药科大学和北京大学更多一些.
(２)药剂学.该专业是药学领域比较传统的专

业,有３５所院系设有该专业,其中３３所院校独立设

置.被评定为该学科的国家重点二级学科的院校有

３所,分别是沈阳药科大学、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
这些院校分别位居第１、第２、第３位,排名结果与国

家重点学科的评估基本吻合.统计发现:沈阳药科

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的正教授人数多达１７人以上,
但复旦大学在学科带头人数量上更具显著优势;沈
阳药科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２９件

授权专利、１０１篇SCI论文),遥遥领先于其他院校.
(３)生药学.全国设置该专业的院校相对其他

专业少,有２３所院校参加了生药学排名,同时还有

一些院校的该专业与其他学科合并在一起.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以显著优势排在第１位.在学

术队伍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与中国药

科大学的正教授人数超过１２人以上,他们在学科带

头人数量上势均力敌,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在科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取得了３０件授权专

利,发表了 １１０ 篇 SCI论文,其中影响因子超过

１００以上的论文有１０篇;而中国药科大学在教学

成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４)药物分析学.该专业也是药学的传统学科

之一,有３５所院校参加了排名.沈阳药科大学以绝

对优势排名第一.沈阳药科大学在学术队伍数量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学科带头人数量弱于复旦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在科学研

究方面,沈阳药科大学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在教学

成果方面,浙江大学略占优势.但是这次排名发现,
郑州大学以获得９件授权专利的最强专利优势进入

前三.
(５)天然药物化学.有２５所院校参加了排名.

前五名的院校是非常有实力的学校,其中中国药科

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是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分别排在第２和第５.在学术队伍方面,沈阳药

科大学和暨南大学以正教授人数１２人以上的优势

领先于其他院校,并且暨南大学在学科带头人数量

上更多一些;在科研方面,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

大学各有侧重,沈阳药科授权专利数量最多,中国药

科大学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在教学成果方面,中
国药科大学优势更为显著.

(６)药理学.该专业是药学的一个经典学科,但
是有的院校分布在基础医学院或临床医学院,调查

发现少数院校已经取消了药学院药理专业.本次共

收集到３１所院校的信息.药理国家重点二级学科

的院校有:哈尔滨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中南大

学和中山大学.由于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信息量

少,没有参加本次排名,其他三所院校分别排在第７
位、第１０位和第１位.在学术队伍方面,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物所以正教授人数１４人以上的优势,领先

于其他院校,但是复旦大学在学科带头人数量上更

具有优势;中山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发表SCI论文

最多;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教学成果方面更加具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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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现在正值我国“十三五”规划发展时期,教育部

重点落实全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工作.本次

研究发现,我国药学二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存在

一些问题:

５．１　信息化建设

高等院校的信息化建设不规范.我们原计划对

４０所医学院校的药学二级学科进行评价研究,但实

际调查发现个别院校的信息不公开,还有些院校的

信息更新非常慢,有的院校的数据还是２０１２年的.
再加上每所院校的学科设置都不同,所以最后选定

３６所院校进行评价研究,而且在对每个二级学科进

行评价时,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院校全部参加

６个二级学科的排名.调查所有院校的药学二级学

科设置时,发现有些院校在进行科研成果署名时,只
填报一级单位,而没有二级单位署名,因此会导致部

分学校的二级学科信息缺失或不准确.
每所院校都有建设“双一流”的目标.在信息时

代,每所院校都应该首先完善和规范校园的信息化

建设.有了良好的平台和窗口,可以清晰地展示各

学科的建设发展情况.在这方面,有的学校做得非

常细致,可供其他院校借鉴.另外,在院系信息化平

台建设方面,可以请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参与,或者与

学校的机构知识库进行链接,以定期及时更新院系

老师的科研成果.
国家部委和科研管理机构的信息不公开也给评

价工作带来不便.既然都是部委公示的项目和奖

励,应通过部委管理机构的网站,供大家学习和交

流.如果为了保密和信息安全,可以分配给高等院

校一个专门账号,由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分发给该校

人员使用.

５．２　药学二级学科科研成果的保护

药学是极具竞争力、发展迅速的学科,为了突显

学科特色,我们将授权专利和国家级新药证书作为

两个有特色的评价指标.但是在收集授权专利信息

时,发现很多院校的老师申请了专利,并且有的已经

取得了专利权,但是公开没有几年,却显示终止授权

的状态.这种现象非常多,说明药学二级学科研究

成果的流失非常严重,应当引起学校和国家相关管

理机构的重视,从学校和国家层面出台一些保护政

策,减少有价值研究成果的流失.
很多院校的二级学科进行科研成果署名时,经

常填报一级单位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名称,这样也

会造成二级学科科研成果的流失.学校应该从整体

发展的角度考虑科研成果的署名问题,做出合理

规定.

５．３　学科排名结果与国家重点二级学科的对比

本次竞争力评价研究发现,在拥有药学国家重

点一级学科的院校,并不是所有的二级学科都发展

得非常好.还有,我们也没有对所有二级学科进行

评价,而只选评了６个学科,但至少能反映一些院校

药学的整体发展情况,希望我们的评价结果能够对

药学院的领导、学校的科研管理机构起到一定提示

作用.各学校和学院,应该做好长期的学科发展规

划、实现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本次研究发现:药剂学的排名结果与国家选定

的重点二级学科相吻合.其他几个二级学科排名也

基本符合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名

单中的排序.说明我们选定的评价指标也是符合教

育部学科评定的指标范围的;同时我们的评价结果

可以为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工作起到一定的参考

作用.

５．４　评价指标的缺憾

本次评价原本设定了一级指标———学生情况,
具体包括师生比、学生出国留学、学生就业等内容;
但是每所院校的６个二级学科中的学生数量、教师

人数、学生就业情况、出国留学情况等指标内容很难

获取,因此本次研究缺乏学生情况的评价内容.这

也是本次研究的重大缺憾,希望后续研究能够逐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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