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076 期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社区科普互动厅评估指标构建及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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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传统科普通过展板及展品服务社会，而采取声光电等信息化手段开展科普工作已成为趋势。本文重
点关注科普互动厅这一促进科普工作的载体，选择了 2017 年某城市 70 家社区科普互动厅为主要评估对象，
采取了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相结合，从目标、组织管理、产出情况、社会效益等 4 个
方面设计了评估指标，并对 70 家科普互动厅进行了评估分析，结论是：科普互动厅总体建设和运营情况良
好，城区和郊区没有明显区别，但部分科普互动厅存在着地址选择失误、环境营造不佳、管理制度不完善等
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重点关注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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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科普工作切实深入到社区、

主要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定性评估为主。

乡村，非常有必要进一步丰富科普活动的多

国际上针对科普评估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多

元化展示方式，结合现有的信息化手段，开

为针对具体案例的定性分析，比如荷兰的科

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本研究结合某

学聚会活动评估 [1] 等，采取的评估方法主要

省启动的社区科普互动厅的建设工作，通过

是现场访谈、问卷调查和网络反馈，评估的

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资源共享的运行

指标一般是活动的覆盖面以及对公众态度、

机制，将各类前沿高端且贴近百姓需求的科

行为的影响等 [2]。国内科普评估的实践经验缺

技资源导入社区和乡村，提高科技资源的使

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评估中的定量化指标或

用效率。本研究旨在通过建立规范的科普效

半定量指标相对较少 , 主要是定量和定性相结

果评估制度，从区域层面关注城市及其所属

合，主要以定性指标为主。目前尚无普适的

城区各部门开展的科普工作进行效果评估，

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现有的科普评估

以丰富科普工作的展示形式，持续提高各类

都需结合具体的评估对象深入研究。国内学

科普活动的社会效益，从而促进科普活动的

者对科普评估完全的定量分析也有尝试，比

深入开展。

如臧天磊、钱清泉（2015）[3] 提出了一种基于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针对科普评估的方法
收稿日期：2018-04-12
* 通信作者：E-mail：haiyunwang2008@126.com。

068

层次分析法与 TOPSIS 的新能源科普水平评估

社区科普互动厅评估指标构建及评价研究 <<< 汤乐明

王海芸

梁廷政

实践新知

方法，选取了科普人员、科普场地、科普经

学和系统科学的相关知识，分别从需求角度和

费、科普媒体、科普活动和科普影响 6 个一级

投资角度构建了包含“吸引”要素的科普活动

评估指标，构筑了包含 22 个二级指标的科普

效果评估模型。张志敏、郑念（2013）[11] 综述

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

了国内外科普活动效果评估的研究进展，探

评估指标的权重，并采用 TOPSIS 法进行评估

讨了大型科普活动特点及效果体现，并在此

计算，依据相对接近度的大小给出评估结果。

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大型科普活动效果评估的

学术界对科普评估在评估内容上主要聚

理论框架。阐述大型科普活动效果评估的指

焦在科普项目、科普基地及场馆、科普活动

标体系及其构建方法，解析指标构建的角度

等方面。针对科普展览而言，评估是检验科

和数据采集方法，并通过大型科普活动评估

普展览功能与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工具。美

实践对本评估框架进行功能检验。

国的科普展览评估兴起于 20 世纪初，经百年
发展已形成系统规范、制度化、注重量化的

1 评估思路和评估指标构建

三段式评估体系，对科普展览评估的要求也

本文所指的科普互动厅，是科普宣传的

已制度化；中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关

一种载体形式，通过搭建一个固定的场馆并

注展览评估，20 余年来的研究和评估实践较

配备固定的科普设施，展览展示一些科普展

为有限，尚未建立长效的展览评估机制。两

品，也开设一些展览，同时采取声光电等信

国的科普展览评估实践在类型、主体、内容、

息化手段来加强与参观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

方法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王荣泉、莫扬，

能更好地促进参观人群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理

[4]

解和掌握，从而有效促进科普宣传，达到科

在科普评估体系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

普进社区、进区县的目的。本次评估主要以

要从科普评估的理念、功能、原则、技术方

《某市“十三五”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纲

法和评估框架等角度进行探讨，如张风帆、

要》《某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细则》、某市

2015 ）。

[5]

[6]

李东松（2006） ；李秀菊、袁洁（2015） 等。

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管理办法（试行）、某

李秀菊对欧盟框架计划中的科学与社会行动

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经费管理办法，以

计划的中期评估的评估目的与方法、评估过

及 2014 — 2017 年某市社区科普互动厅建设项

程与标准、评价结果等内容进行分析，以期

目征集通知为主要依据。被评估的项目管理

为我国的重大科研项目的评价特别是科普内

文件主要包括：项目任务书 / 专项工作任务书；

容的评价提供经验和启示。在科技馆和科普

验收或结题材料、工作总结；审计报告；专

基地的评估方面，众多学者对此都有研究，

家验收意见；其他管理文档等。

主要是从不同层面构建科普基地的一二级的

评估过程将始终坚持分类评估与统一评

[7]

估相结合，一方面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类别

）。对大型科普

的社区科普互动厅的差异性，分类评估；另

活动的评估方面，学者们主要对活动效果及

一方面统筹兼顾公共科普服务质量与效益目

科普活动评估指标进行研究。如齐培潇、郑

的统一性。同时，坚持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

评 估 指 标 体 系（ 郑 念、 廖 红，2007 ； 张 志
[8]

敏，2010 ；王利等，2016

[10]

念、王刚（2016）

[9]

综述了科普活动效果评估

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注重专家经验判断、

的研究进展，总结了研究现状，并探讨了科普

现场考察和实地访谈的定性结论；另一方面

活动效果评估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利用经济

注重被评估单位提交的自评估数据以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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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的定量分析结论，尽可能客观反映社区

个要素，不仅能反映短期成效，且能反映长

科普互动厅实际情况。

期成效。郑念、廖红（2007）[7] 就常设展览的

1.1 评估思路和路径

功能和效果表现、评估的维度和类型、评估

1.1.1 评估思路

指标体系的构成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提

对 2014 — 2017 年科普专项资金资助的已

出科技馆常设展览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包含

完工社区科普互动厅评估过程将按照如下评

三个一级指标：教育效果（功能指标）、吸引

估思路框架实施评估（见图 1）。

力（管理指标）、社会效果（影响指标）。其
中教育效果包括学习效果、展品
与展览设置、体验效果；吸引力
包括展览环境、综合环境；社会
效果包括知名度、认可度。张志
敏（2010）[8] 对科普展览巡展的
功能和社会效益进行了界定和讨
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科普
展览巡展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体

图 1 评估思路框架图

1.1.2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系。共含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
标包含资源需求、资源共享、共享效果。资

本次评估主要构建了 4 个一级指标、12

源需求对应的二级指标为公众需求、接展方

个二级指标，并对二级指标做了指标解读，

需求；资源共享对应的二级指标为利用频率、

这些指标选取及权重设置主要参考了专家意

社会宣传；共享效果对应的二级指标为对公

见和结合本文的文献分析。

众的影响、对接展方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
[12]

以基本概念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2015 年完成的某市科普

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科普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专项项目试点绩效评估报告、清华大学 2015

及评价方法的研究，结合江西省科普实际情

年完成的区域科普发展指数研究等相关文献。

如胡萌、朱安红（2012）

况，构建包括科普投入、科普社会环境、科

在此基础上，本文设置目标、组织管理、

普活动效果和科普综合产出效果等 4 个模块

产出情况、社会效益等 4 个指标，4 个一级指

在内的科普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任嵘嵘、郑

标 的 权 重 分 别 是 10%、20%、30%、40%, 表

念等（2013）

[13]

在参考既有科普能力评价指

明本次评估侧重在产出情况和社会效益，因

标体系以及我国科普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为科普互动厅不仅仅是促进科普工作，更重

构建了包括科普投入、基础设施、科普人员、

要的是提高目标人群的参与意识，强调互动

科 普 创 作 及 科 普 活 动 组 织 5 个 方 面、23 项

效果。目标、产出情况这两个一级指标的二

指标的地区科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严波等

级指标的权重都是均权，组织管理、社会效

[14]

针对专题科普活动成效的监测构建

益指标的 3 个二级指标权重有所不同，因为在

了指标体系，共包含一级指标 4 个，分别是

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人员配备和条件保障

策划与设计、宣传与知晓、组织与实施、影

在组织管理中更重要一些，所以二级指标的

响与效果；二级指标 12 个；三级指标 35 个

权重有所差别，但差别不大。在社会效益指

等。旨在衡量科普活动成效的多个维度及各

标中，由于目前社区科普互动厅大部分由政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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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助，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较少，因此经

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初步搭建了评估指

济效益的指标权重对比社会效益的指标权重

标体系，并经过小样本测评，构建了科普互

减少，因此有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更为重要。

动厅的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科普互动厅的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内容
目标

权重 / %
10

组织管理

产出情况

社会效益

20

30

40

指标
政策相符性（5）

指标解释
任务目标和内容与当前科普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关程度

需求针对性（5）

对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作用，对提高北京市科普
能力建设的作用，社区科普互动厅展项和活动与市民需求的一致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5）

制定的工作目标和考核指标是否明确、可量化、可实现、可考核，是
否能够支撑目标的实现等；实施单位的业务和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人员配备情况（7）

运营团队的配备的完整性和人员梯队的合理性

条件保障情况（8）

硬件设施配备情况及其维护情况、资金配备情况

内容（10）

展教内容是否丰富、系统和具有知识性

主题（10）

展教内容是否特色鲜明，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和趣味性

广泛性（10）

展教内容是否具有感染力；受众人群和覆盖范围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开放时间或场次达到预期，参观人数（次）较多

经济效益（5）

提高了承担单位（企业）的知名度，形成了科普品牌，产生了一定的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15）

吸引更多人参与科普，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人才，填补了相关科普场馆
类型的空白缺项或推动相应场馆的理论发展

示范作用（10）

对其他社区具有示范作用

公众满意度（10）

获得较高的社会满意度

注：资料来源为本文作者分析整理。

1.2 评估方法与流程
一是案卷研究环节。主要通过收集、分析

者、社区科普互动厅建设资助方、被服务者
等对具体实施情况、总体成效、产生的影响，

各社区科普互动厅的任务书、验收报告、审计

以及社区科普互动厅管理存在的问题等的看

报告等设计和实施案卷资料，对社区科普互动

法和建议，并进行专家打分；
（2）评估组组织

厅设计实施情况进行初步分析评估。通过初步

有关人员针对社区科普互动厅受益人群进行

分析评估，筛选出大部分的一级评估指标和二

访谈，了解其对社区科普互动厅的满意度及

级评估指标，如参观人次、展教内容的丰富及

建议、社区科普互动厅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系统性、社会效益、公共满意度、运营团队情

（3）评估组在广泛听取有关各方意见后，再

况、需求匹配状况等，同时对于二级评估指标

通过现场调查、座谈询问等方式形成座谈访

的解释做了相对充分的说明，为本评估指标体

谈专家意见报告，在报告中尽可能用数字表

系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格和信息反馈表等量化方式对科普互动厅实

二是实地调研与座谈环节。评估组通过

施情况做分析。

专家经验判断，遴选典型案例对社区科普互

三是问卷调查。评估组针对社区科普互

动厅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通过听取汇报、集

动厅运营方发放问卷调查表，对社区科普互动

中讨论和现场考察等方式，深入了解和分析

厅的建设情况、活动设置、日常管理和科普效

社区科普互动厅实施的成效和影响，以及存

果、社会影响等关键绩效指标进行定量分析，

在的问题，总结形成可借鉴的创新经验模式。

形成问卷调查数据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关注 4

（1）评估组组织专家团队，实地走访被评估
社区科普互动厅，听取社区科普互动厅管理

个方面，分别是社区互动厅基本情况、展项情
况、制度建设、社会影响力等（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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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问卷调查关注的问题
序号
1

关注的方面
社区互动厅基本情况

调查的具体问题
互动厅所属区县；建成时间；场馆数量；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等

2

展项基本情况

展项名称、数量及每个展项占地面积；
服务对象与范围（是否对社区外人员开放）；
工作人员情况（专职、兼职人员数量）；
收费情况（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
年开放天数（单位：天）；
年参观人次（单位：人次）；
运营经费来源（单位：万元）包括财政资金及自筹资金

3

制度建设情况

有无管理制度；有无活动记录；参观人员是否登记

4

社会影响力情况

资助方评价数；服务对象评价数；媒体报道数；获奖情况

注：资料来源为本文作者分析整理。

四是专家评价。通过专家对社区科普互
动厅提交材料的审核及实地走访情况，采用

2.2 目标指标评估结果
目 标 评 价 总 分 10 分， 专 家 评 分 9.7 分。

听取汇报、集中讨论和现场考察等方式，深

评估结果表明，项目立项时社区科普互动厅

入了解和分析其实施的成效和影响，并对被

建设任务目标和内容与当前科普发展战略和

评估社区科普互动厅按照目标、组织管理、

政策高度相关，对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提升

产出情况、社会效益等四大类指标设立不同

公众科学素质的作用，以及提高北京市科普

权重进行评估打分，评分为 85 分以上为优秀，

能力建设具有较好作用，社区科普互动厅展

评分 80 至 85 分为良好，评分 70 至 80 分为一

项和活动与市民需求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般，评分 70 分以下为差，需要说明的是，本

2.3 组织管理指标评估结果

次评估主要以 70 分为基础分，每 10 分递增

组织管理指标总分 20 分，专家评分 14.56

一个评价等级，原本是 90 分以上为优秀，但

分。评估结果表明，组织管理总体良好，大

在实际评估中，超过 90 分的科普互动厅太少，

部分科普互动厅的管理制度相对健全，人员

缺乏代表性，所以本次评估将 85 分以上划为

配备相对充足，硬件设施配备较好，维护也

优秀等级。

比较及时，资金配备也比较到位，但仍有少
部分科普互动厅存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管

2 评估结果与发现

理制度未上墙、运营团队流动性大、讲解人

2.1 总体评估绩效较好

员对展厅讲解不透彻、设备运维不理想、活

科普互动厅作为科普宣传的有效载体之

动资金匹配不足等问题。

一，充分发挥了科普宣传的作用，有效地提

2.4 产出情况评估结果分析

升了区域的科普能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目

产出情况指标总分 30 分，专家评分 23.15

标人群的科普需求。70 个项目的综合绩效整

分。评估结果表明，社区科普互动厅总体发

体较好。其中，14 个项目最终评价为优，占

挥了科普功能，展教内容知识性、系统性较

20%；21 个项目评价为良，占 30%；23 个项

强，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创新性和趣味性。

目评价为中，占 33%；12 个项目评价为 差，

但部分科普互动厅在开放时间安排、活动组

占 17%。总体看，50% 的项目评估为良好以

织、参观人数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上，有 17% 的项目评估较差，亟待下一步继

2.5 社会效益评估结果分析

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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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评估结果表明，社区科普互动厅建成后

互动厅建成后没有与社区进行交接；二是部

发挥了一定社会效益，部分互动厅形成了一

分互动厅运行维护差；三是部分互动厅无专

定品牌，填补了社区科普设施不足的空白，

门运营资金。

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2.6 各区评估结果

在日常开放和活动组织方面，存在互动
厅整体开放不够，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如

根据专家评分结果，从区域来看，有 6 个

个别互动厅与社区服务中心为一体，实现了

城区平均分超过 80 分，总体表现较好；7 个

部分展项常态化开放；大部分互动厅均为预

城区平均分在 75 至 80 分之间，表现一般；3

约定期开放，受益人群有限；大部分互动厅

个城区平均分低于 75 分，需要较大提升。由

均能配合科技周、科普日等重大活动期间组

此可见，在 3 个档次的评分中，每个档次均

织活动，但定期组织活动的机制还未建立，

有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说明社区科普互

结合区域特色、社区特色、影响力大的主题

动厅建设和运营成效与是否属于城区与郊区

科普活动组织还不够等。

（或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关联不大。
2.7 评估中发现的需完善的地方
在科普互动厅建设方面，主要存在部分

3 评估建议
3.1 立项管理建议

互动厅选址不合理，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

严格审核互动厅建设地址。建议区科委

地处偏远又无游客的地方建设互动厅，参观

在推荐建设项目时，应严格审核互动厅建设

人员少，受益人群小，后期将无以为继；二

选址，一要明确房屋有产权，不是临时建筑

是选择使用临时建筑、违章建筑或即将要改

和违章建筑；二要确保互动厅建设所在地应

造建筑建设互动厅，建成后时间不长就要迁

为管理单位办公地点，便于互动厅日常管理

址，导致设备损坏、丢失或需重置；三是建

和维护。建议市科委在后续项目支持时将互

设地点与社区服务中心距离较远，建成后社

动厅用房设为一票否决指标。

区工作人员无法兼顾互动厅运营。

加强展厅设计和展品选型。建议区科委、

在制度建设和落实方面，一是个别互动

街道、社区 / 村的互动厅主题选择、展品选型

厅制度不完善，管理制度不上墙、开放制度不

应在对社区居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切实设

公示、公众参观不登记、管理责任不落实，导

计群众喜闻乐见、互动性强的科普展项，而

致后期的诸多问题产生；二是个别互动厅制度

不能完全依靠第三方设计建设单位设计实施。

执行不到位，建成验收后虽明确规定了互动厅

互动厅环境营造应区别于办公和家庭装修，

的开放时间、人员配备、活动组织、资金配套

墙面、地面应有符合展厅特色的设计，如敷

等，但个别互动厅明显开放时间短、活动组织

设地胶、墙面造型等。

少、不配备专门管理人员、不配套活动资金，

3.2 运营管理建议

导致互动厅无以为继甚至资源闲置。

一是应集中统筹维护。建议区科委对社

在运营维护方面，一是部分互动厅特别

区科普互动厅进行统一集中的维护，确保社

是郊区互动厅人才相对缺乏，绝大部分互动

区科普互动厅设备正常运营。二是应加强互

厅配备了专门人员，在接受了建设方的简单

动厅管理人员培训。建议由区科委组织技术

培训后能够对互动厅进行较好管理，但也存

人员定期对一线工作人员进行设备操作和简

在个别互动厅管理和讲解人员文化水平不高，

单维护培训，做到小问题自行维护、一般问
073

S

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076 期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题电话维护、大问题供应商专业维护。三是

做策划设计科普活动。三是应进一步提供资金

应探索互动厅专业化运营。建议有条件的区

支持。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给予互动厅活动提供

科委探索性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社区科普互动

资金支持，奖励或资助特色活动开展。

厅进行运营，提升科技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3.4 其他建议

场地利用效率。

一是应对失去功能的互动厅摘牌。个别

3.3 活动策划建议

互动厅已失去科普功能，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一是应引入资源。建议区科委根据互动厅

对其摘牌并列入黑名单。二是建议对运营管

特色，对接科普基地、对接高校院所、对接中

理优秀的互动厅进行奖励或资助。对于展项

小学校等资源，为互动厅活动开展奠定基础。

维护好、日常开放好、活动开展好、群众口

二是应加大策划活动力度。建议区科委对接专

碑好的四好科普互动厅进行奖励或资助，以

家、对接专业活动策划机构，为互动厅量身定

更好地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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