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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报告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作者通过分析科技报告资源的价值属性，从五个纬度

诠释了科技报告资源的价值构成包括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科技管理部门、政府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继而

研究了科技报告资源的形成机理；最后从资源标识体系、资源层级体系、资源类型体系三个方面剖析了科

技报告资源的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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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value attrib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resources from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research institu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department, government investors and  the public; it also explain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resources. And finally analyses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resources such as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system, resource hierarchy system and resourc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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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对科技报告的定

义如下：科技报告用以传递基础或应用研究

的结果、支撑基于这些结果所产生的决定。

这类报告还应包含一些必要的信息，用于解

释、应用或重复一项研究结果或方法，其主

要目的在于推广传播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果，

并提出有关的行动建议[1]。我国国家标准“科

技报告编写规则（GB/T 7713.3-2009）”将科

技报告定义为科技人员为了描述其从事的

科研、设计、工程、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过

程、进展和结果，按照规定的标准格式编写

而成的文献[2]。由政府部门立项、国家财政

全额或部分经费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

科技报告，被称为政府科技报告，一般所说

的科技报告即指政府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资源自 1945 年从美国开始形

成
[3]
，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得到普遍重视[4]，成为支撑一个国家

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5]。强化科技报告资源

建设，实现科技报告资源持续积累和有序组

织是促进科技报告开放共享和交流使用的

重要环节，在科技创新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

键作用。科技报告资源与其它信息资源明显

不同，是在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产生的政府公共资源，科技报告的产生和形

成需要结合科技管理体制，依托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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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实行政府主导，强制收缴；科技报告大

部分不公开出版，无法靠市场化机制实现配

置，只有靠政府实行信息公开，共建共享。

本文对科技报告资源的价值属性、形成机理

和组成结构进行初步探讨。 

1科技报告资源的价值属性 

狭义的科技资源包括科技物理资源和

科技信息资源。科技报告是重要的科技信息

资源之一，具有科技资源所必备的稀缺性、

社会性、多样性、创新性等属性。科技报告

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于，它的产生耗费国家

大量财政资金，凝结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

体现国家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巨大的

价值和不可替代性；科技报告的社会性体现

在于，它是众多科技人员的科研实践产物，

是公共财政投入的产出，理应发挥公共产品

的社会价值，为全社会和全体公众利用和受

益。科技报告的多样性体现在于，它涵盖的

学科范围和专业类别是多样的，可覆盖自然

科学到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其涉及科研内

容多样，可以包括科学考察、科学试验、理

论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工艺设计、工程建

设、设备运行等各个方面；它发挥的价值也

是多样的，可以用于科研参考、科技管理、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科技报告

的创新性显而易见，政府科技投入往往具有

先导性、前沿性和战略性，涉及到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和重大装备，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科

技报告其创新性毋庸置疑。总之，科技报告

具有鲜明的、突出的科技资源属性，是一个

国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性战略信息

资源。 

与其他科技文献资源相比，科技报告的

价值更高。国内外对科技报告资源价值的定

量研究比较少，美国金氏公司1982年对科技

报告价值的研究[6]表明，科技报告的使用率

与科技期刊不相上下，在全部被阅读过的期

刊论文中有1/4产生了节省价值，而在科技报

告中有3/4都产生了节省价值。期刊论文平均

每次阅读节省590美元，科技报告平均每次

阅读节省1280美元，科技报告开发利用所产

生的经济效益与收集加工的成本比为26:1。 

科技报告资源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投入

的产出成果集成，其撰写、呈交、管理和利

用过程具有公共属性，涉及科技管理部门、

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等多个方

面，共同构成科技报告的多元利益主体。根

据面向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项目价值理论
[7]，科技报告资源的价值构成包括科研人员

价值构成、科研机构价值构成、科技管理部

门价值构成、政府投资人价值构成和社会公

众价值构成等五个纬度。 

1.1 科研人员的价值构成   

    主要体现为使用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

科研人员是科技报告的撰写者，也是直接使

用者。撰写科技报告能够提高科研人员的科

研总结和归纳能力，以及学术影响力和学术

声誉。而科技报告包括科研过程和科研成果

的详细信息，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可以提

高后续研究的技术起点，缩短研究周期，避

免重复研究，使得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

上取得更高的成就[5]。 

1.2 科研机构的价值构成   

    主要体现为收益性价值、管理性价值和

发展性价值。科技报告是一个机构强化知识

管理、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重要手段，是

机构知识库和科研档案的核心内容。编写和

保存科技报告有利于积累和培育本机构的

核心竞争力，促进科研能力的阶梯式递增。 

1.3 科技管理部门的价值构成   

    体现为职能性价值、效率性价值、监管

性价值等多重价值。科技报告可为科技管理

部门提供真实的信息支撑，有效避免不同科

研管理体系中重复立项，减少财政资金的浪

费。而在项目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阶段形

成的科技报告则可对科技成果的真实性和

创新性进行实时检验，有利于增加科研工作

的透明度。 

1.4 政府投资人的价值构成   

    主要体现为社会性价值、回报性价值和

安全性价值。对国家科技投入所产出的科技

报告进行全面收集、保存和共享，是作为纳



税人代表的政府投资人的权利，在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授

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所有的背景下，科技报

告将是国家科技投入的重要回报形式，也是

国家科技投入的总结形式和成果展示方式。 

1.5 社会公众的价值构成   

    主要体现为社会性价值和监督性价值。

科技报告方便了全社会对科技成果的共享

和利用，社会公众即使不是直接受益者，也

会成为间接受益者。同时，科技报告是社会

公众了科技经费投入、科技成果产出的有效

渠道，可以扩大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有利

于增强全社会对我国科技投入模式的理解

和支持。 

总之，科技报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

表现为多元化和错综复杂的形态，各方既有

共同利益（如项目总结、成果发布、绩效评

价、共享交流），也有利益冲突（如保密、

知识产权、撰写成本等），需要进行利益平

衡，在科技报告资源的积累、组织和利用中

充分实现各方价值，也有利于科技报告资源

持续完整的积累保存和长期价值的形成创

造。 

2 科技报告资源的形成机理 

科技文献的产生主要源于科技人员在

科研活动中的社会性动机，以满足自身对归

属、尊重、认知、自我实现的需要。科技人

员撰写和发表期刊论文等公开文献，除了出

于兴趣等内在动机外，存在较强的外在动

机，例如为了公开交流、学术声誉和地位、

绩效考评、申请职称、参与项目等。科技报

告要求内容翔实，全面描述科研过程和细

节，一般篇幅较长，这会影响科研人员撰写

科技报告的内在动机。而由于目前社会缺少

对科技报告的承认机制，撰写科技报告与学

术声誉、申请项目、评定职称的关系不大，

外在动机也明显缺乏。因此，科技报告的撰

写和生成，必须以行政强制为主。 

2.1 科技报告资源的形成主体 

科技报告资源的形成主体是指科技报

告资源体系建设的执行主体和调控管理主

体。科技报告资源的执行主体包括研究机

构、大学、企业等科技项目和科研活动的承

担实体，是科技报告资源形成的基础层次，

还包括科技报告资源的收藏和服务部门，是

科技报告资源体系建设的运行层次。调控管

理主体以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为主，行使政府

职能，按科技活动和科研管理的规律对科技

报告资源的形成和配置进行组织、分配、调

控、评估等，实现优化目标。 

科技人员是科技报告资源形成的核心

主体。科技报告必须与科研活动紧密结合，

由科研人员负责撰写，应在科研项目实施过

程中，根据科研步骤和进展，针对不同项目

阶段的研究主题和工作任务，分别撰写不同

类型的科技报告，才能保证科技报告的技术

性和内容质量。 

项目承担单位是科技报告资源形成的

责任主体，负责根据项目人物合同书的要

求，制定本单位的科技报告编写工作年度计

划，组织科技报告的撰写、督促和检查工作，

对产生的科技报告进行格式审查、内容审查

和保密审查，并负责将非涉密科技报告全文

提交给科技报告收藏部门。 

科技报告收藏和服务部门，是科技报告

资源形成的管理主体，负责制定科技报告编

写规则、编号规则等标准，对收到的科技报

告进行格式审查和总体质量评价，对收藏的

科技报告进行长期保存和管理，开展科技报

告信息化加工，构建不同层级的科技报告资

源体系，并推动科技报告的交流、共享和使

用。 

科技管理部门是科技报告资源形成的

组织调控主体，一方面要制定科技报告管理

办法，在项目任务合同书中明确规定科技报

告呈交的类型、格式、数量和期限，并将科

技报告完成情况作为项目验收、成果鉴定和

奖励申报的必要条件，强制科技报告的撰写

和呈交。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科技报告

承认机制、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将科技报

告撰写数量、质量水平等，作为对科研单位

和科研人员进行科技产出统计和绩效考核

的依据之一，与成果奖励、职称考核、岗位

晋级等紧密挂钩。 

2.2 科技报告资源的产生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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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是政府公共科技财政投入的

成果产出，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

非排它性、使用的非竞争性等公共产品属

性，可以看作是政府通过科技财政投入所购

买的公共科技产品和科技服务，需要实行强

制编写和统一呈交制度。我国实施的《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科学技术进步法》为我国

科技报告的强制形成和资源积累提供了法

理基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个政府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应主动公开的政府

信息具体内容，包括专项规划、重大建设项

目、政府集中采购、财政预算、实施情况等。

政府科技投入是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关键和公

共科学技术的集中采购，其投入的方向和领

域、管理过程、结果和产出理应纳入政府信

息公开的范围。而科技报告能够详细反映科

研项目从立项、实施、结题验收到成果转化

的全过程，成为政府科技信息公开的重要手

段。 

科技报告大部分来自政府资助的科研

项目，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作为科

技报告收集、保存和服务的制度保障。科技

报告的制度保障体系一般都分为二级。在国

家层面，应制定《科技报告管理条例》，明

确规定科研人员撰写和呈交科技报告的法

定义务以及政府信息部门收集和保存科技

报告的责任，将科技报告完全纳入国家科研

管理程序和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程序，只有如

此才能保证科技报告资源的有序形成和完

整收藏。美国也是通过总统令“公开出版发

行科技报告的命令”的方式，在国家层面成

立了科技报告出版局（NTIS前身），开启了

科技报告的公开交流。《美国联邦采办法》

甚至列明了科技报告提交和收藏单位的全

称、地址等信息。 

在部门层面，各部门、各地方可以出台

科技报告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确立科技报

告资源建设的主体，落实责任，明确工作原

则、任务目标、收集方式、收藏单位和交流

利用方式。最重要的是应将科技报告纳入项

目任务合同书，根据项目的性质和规模，明

确规定撰写和呈交科技报告的类型、数量和

时限，强制形成科技报告资源。虽然上述法

律对科技资源和科技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有

所要求，但尚缺乏明确的科技报告呈缴规

定。美国的做法是在联邦法律上对科技信息

的提交和共享仅做宏观层面的规定，而在部

门管理办法中则明确规定科技报告的提交

范围、方法、程序等。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

法，采取国家层面科技报告管理条例与部门

科技报告管理细则相结合的政策法规结构，

推动科技报告资源形成的制度化。 

2.3 科技报告资源的产生规模 

科技报告资源的产生规模指在一定时

间内形成的科技报告资源总量和强度，是实

现资源体系化建设和优化配置的前提。科技

报告资源的内部系统协同性决定了其产生

总量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形成对科技

创新和科技管理的信息支撑作用，实现科技

报告的溢出效益；科技报告资源的外部系统

协调性导致其产生规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会受到各部门重视程

度、政策目标、政策手段、人力物力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科技报告资源的社会性

导致其产生规模较大程度的取决于众多的

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撰写、呈交科技报

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理论上认为科技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

较强的相关关系．增加科技投入能有效地提

高科技产出的水平
[8]
。科技报告与科技论

文、专利、科技成果等类似，是科技产出要

素之一，因而科技报告的产生数量和规模客

观上也取决于科技投入和产出能力，与国家

科研投入总量、科研实力、科研能力等成正

比关系。国家科技投入越大，立项数量越多，

项目研究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越有利于

科技报告的产出。而国家科研实力强劲，科

研条件优越，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大，科研创

新能力强，也会极大的促进高质量科技报告

的产出。本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科技

投入约800亿美元
[9]
，每年形成政府科技报

告60万份左右，平均美13万美元的科技投入

产生1篇科技报告。对其公开发行的部分报

告统计结果表明，每个项目平均产生3.34份

科技报告，一些大型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多

达数百上千篇。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仅次



于美国的科技投入和产出大国，2011年国家

财政科技支出达到4902.6亿元
[10]

，“十一五”

期间仅科技部负责的国家科技计划安排项

目（课题）51904项
[11]

，如果参照美国科技

报告的产出效率，我国每年科技报告的数量

相当可观，而且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也为科

技报告资源规模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前提条

件。 

3 科技报告资源的组成结构 

3.1 资源标识体系 

由于科技报告来源广泛，用途多样，且

需要与科研管理紧密衔接，分级保存，共享

数据，因此相比其他信息资源，对其进行明

确标识显得更为重要，需要建立统一的标识

体系、制定通用的唯一标识符。科技报告标

识系统的作用主要是一是对数量庞大、来源

多样的科技报告进行唯一标识，方便对分散

的科技报告的统一管理和集成整合。二是与

科研项目的标识体系进行链接，从而实现科

技报告信息与项目信息的对接，方便科研统

计、项目验收、成果管理、奖励评优等科技

管理工作。三是实现对分布的科技报告资源

和数据进行准确识别、定位和调度，方便跨

系统的资源检索、识别、定位和调度，提高

科技报告资源建设的开放性和协调性。 

科技报告一般需要统一编号，美国制定

了科技报告编号的国家标准，对编号的组成

进行了规定
[12]

。科技报告编号具有唯一性、

简明性和规则化、格式化的特点，可以作为

科技报告的唯一标识符使用。科技报告一般

实行国家、部门/地方和基层三级管理，因

此科技报告编号也需实行分级分别编码，一

份科技报告在从基层单位逐级呈交到国家

科技报告管理中心的过程中，会在不同阶

段、不同部门分别进行编号，最终被赋予基

层科技报告号、部门科技报告号和国家科技

报告号三个编号。基层科技报告号可由科技

报告的创建机构代码、项目编号和顺序号组

成，部门科技报告号可由部门代码、年代表

示和顺序号组成，国家科技报告号则由规定

的国家报告代码、年代表示和顺序号组成。

当然，也可以综合考虑三种科技报告编号的

规则和特点，制定科技报告编号的统一规

则，为科技报告赋予唯一编号，满足不同层

级、不同部门科技报告管理的需求。 

科技报告资源统一标识体系的建设包

括标准、维护机构、中央数据库等要素。标

准是开展科技报告统一编号的指导性文件，

规定了各级科技报告编号的技术框架和总

体要求。科技报告编号的维护机构应由国家

或部门授权，对编号实施实时分配和动态维

护，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在科技报告管理

信息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中，三类科技报告

号将全部予以保留和标注，实现不同科技报

告编号相互对应和交叉映射。 

3.2 资源层级体系 

科技报告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成果产

出，其资源配置需要以国家制度配置为主，

通过政策法规、行政管理、指令性计划等手

段实现资源的公共配置。但科技报告在资源

配置上与其它类型科技文献明显不同，对科

技报告的保存、管理和使用有明确的层级性

要求。 

首先，政府科技投入的立项具有层级

性，既有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

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自科基金、社科

基金等国家级科技项目，也有部门和地方政

府科技投入的省部级科技项目，不同层级的

科技项目在研究的前沿性、尖端性、深度和

广度方面有很大差别，会直接影响到科技报

告的产出数量和内容水平。 

其次，科技报告具有严格的保密等级设

置。科技报告内容翔实，具体描述了科研过

程和成果细节，大部分涉及国家秘密或单位

的知识产权、技术秘密，需要科学合理的设

定保密级别或受限范围，分类分级管理。美

国每年产生的60多万份科技报告中，大部分

涉密涉限，不公开发行。美国不但对科技报

告全文进行保密或受限级别的设定，对科技

报告文摘、辑要页也会根据内容的保密或受

限程度单独设定级别
[13]

，全文、文摘、辑要

页的保密或受限级别可以不同，从而限定不

同的使用范围和服务对象。根据目前我国科

技文献信息的保密制度和保密相关保密法

http://www.nmp.gov.cn/


规，可将科技报告分为公开、内部、保密三

级管理。公开级科技报告的确定应本着“能

公开的要尽量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原则进

行，在使用、服务和交流范围上不应受到限

制。内部级科技报告是指内容不涉及国家秘

密但涉及机构技术诀窍、专利、敏感信息等，

需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时期内只限

于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保密科技报告涉及

国家秘密，可分为秘密、机密和绝密三级，

其等级确定需严格按照国家保密法和相关

规定执行。 

第三，科技报告的收藏具有层级性。在

基层科研单位，科技报告是重要的技术资

产，是本单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应将

科技报告纳入科研档案管理或机构知识库，

服务于本单位的科研积累和后续研究。而在

科技项目立项部门和主管部门，由于各类科

技项目管理相对独立，需要按照“依托现有

信息机构”、“谁立项谁管理”等原则，形成

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的、安全的行业和地方

科技报告资源保存机制和管理体系，服务科

技计划管理，方便科技报告在本部门的利

用。最后，通过科技报告的汇交，形成国家

级科技报告资源体系，集中收藏各部门产生

的可公开的科技报告，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科

技报告索引数据库或联合目录数据库，服务

社会公众。总之，科技报告资源建设需要采

用集中和分布相结合的体系结构，构建由国

家级科技报告资源体系、多个部门或地方级

科技报告资源体系组成的分级收藏与保存

体系。 

最后，科技报告的交流与服务需要分级

分类，受控受限使用。对于公开级科技报告，

应在国家层面集中收藏，建立公共数据库和

统一检索平台，向全社会开放共享，为公众

提供查询和全文获取服务。对于内部级科技

报告，原则上由各部门收藏，建立受限科技

报告目录数据库，提供查询和索引服务。对

于科技报告全文，严格执行受限时间和受限

范围的规定，延迟公开，在未公开前实行授

权使用。例如美国国防部收藏的科技报告

55%是带有密级的，并根据公开、内部、保

密三个层级将科技报告分为20类进行管理

和使用[14]。美国能源部将科技报告分为公

开、解密、非密受控、非密受控核信息、保

密5大类密集划分，9类交流使用范围进行管

理
[15]

。对于涉密科技报告，应由各部门或基

层单位严格保管，纳入国家保密信息管理体

系，通过专门的渠道进行服务。另外，对于

保密科技报告和内部科技报告，要及时解密

解限。 

3.3 资源类型体系 

科技报告可以是研究过程和方法的描

述、科研进展的总结、研制或试验结果的分

析、科学技术考察经过、某项科学技术问题

的现状和发展论述、科研成果记录等，类型

多种多样，一个项目可产生多份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按内容可划分为专题技术报告、技

术进展报告、最终报告和组织管理报告四大

类型，其中专题技术报告包括考察报告、研

究报告、设计报告、分析报告、实验（试验）

报告、工程报告、生产报告等多种类型，蕴

含大量科研活动细节及基础科研数据，对科

研人员参考价值最大。技术进展报告是技术

节点报告和时间节点报告，包括阶段报告、

进展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等，也包含

大量技术内容。最终报告产生于项目验收阶

段，主要包括最终总结报告、最终技术报告、

成果验收报告等。组织管理报告包括项目工

作报告、项目组织情况报告等，主要服务于

科技管理部门。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美国能

源部项目平均产生8篇DE报告。美国政府科

技报告以技术类报告为主，其中专题技术类

报告约占50%，最终技术报告约占34%，技术

进展报告占14%，组织管理报告仅占2%。由

此可见，美国政府科技报告中技术类报告占

到98%。 

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在不同的研究阶

段会形成不同的科技报告。我国科技项目目

前已基本形成了课题总结报告、课题技术报

告等验收报告以及年度报告、中期报告等管

理报告，下一步需要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

更多的编写各种类型的专题技术报告。例如

973计划、国家自科基金等基础研究领域项

目，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针对不同的研究内

容和专题，可以编写产生大量的调研报告、

观测报告、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分析报告



等专题技术报告。而863计划、支撑计划、

重大专项等开发应用型项目，侧重于技术研

发和装备制造，可以编写产生出设计报告、

研制报告、工程报告、测试报告、生产报告

等专题技术报告。 

与其他类型文献相比，科技报告有着明

确的保密等级标准、多级的保密审核机制和

严格的适用范围限制，因而在不同的收藏部

门和信息系统中会形成内容描述详略不同

的科技报告资源。例如科技报告可以有详细

版和简略版之分，对于内部级的科技报告，

详细版可保存在本单位，用于技术积累和后

续研发，而简略版则呈交到上一级收藏部

门，用于交流共享。对于保密科技报告，详

细版可纳入本单位的保密资料管理体系，而

经过降密处理的简略版则呈交到上一级保

密科技报告系统中。同时，科技报告的全文

资源和文摘资源也需要分别管理，设置不同

的保密等级和使用范围，对于保密或受限的

科技报告全文，经过授权在有限范围内适

用，而对应的文摘可以设定较低的密级或不

受限，在较大范围使用甚至完全公开，提供

检索查询服务。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科技报告资源建设将以数字化、网络化为

主，除了形成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文摘数

据库等数字资源外、还会形成大量的科技报

告元数据、科技报告利用数据等数据资源，

用于科技报告和科研主题的检索、分析和挖

掘。 

4 结语 

科技报告资源是国家创新驱动的基础

性、战略性资源，对积累科技资产、传承科

技知识、支撑科技创新、评价科研绩效、深

化科研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报告具有

公共性、凭证性、稀缺性和多样性等属性，

在形成、收集、保存和使用方面与其他信息

资源具有明显不同。在资源的产生和收集过

程中需要政府主导，融入科研管理流程，紧

随项目过程。在资源的建设和服务方面具有

明显、严格的层级性划分，需要分层分级保

存，涉密涉限管理，受控受限使用。科技报

告资源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建设

与积累过程，也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深入研究科技报告的呈缴制度和流程、

审核方法和标准、保密和受限管理方式、知

识产权处置办法、分级分类服务与共享交流

关系等问题，以保证科技报告资源体系的良

性发展和安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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