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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
策略与态度的访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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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调查探析了 14 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的评审策略与态度。研
究发现，受访专家在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的总体标准指导下，主要采用两类评审策略： 一类是“一点淘汰法”，即
只要不符合关键标准，课题就被否定； 另一类是“比较法”，即在同等条件下根据自己制定的优先顺序标准优
中选优。在评审态度方面，所有受访专家均视评审为“神圣”任务。他们态度认真，尽力做到客观、公平； 碰到
不熟悉课题时，他们会查阅资料，防止误判。最后，受访专家还为项目申请者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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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nterview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trategies and attitudes of blind reviewers in evaluating applications
for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Using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the study selected 14 experienced reviewers as participants． Through a content-based analytic approach，it identified two general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review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first is labelled as the“onecriterion elimination strategy”，which was adopted to screen out unsuccessful appl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ritical criterion set up by individual reviewers； the second is the“comparison strategy”，which was used to select the best applications out of the ones with similar qualities based on the priority criteria perceived by the reviewers． In terms of attitudes，all the reviewers were found to treat the evaluation as a sacred mission，strive for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and make efforts to prevent misjudgement in the face of unfamiliar topics． The study finally summarized some useful
recommendations for writing fund applications suggested by the re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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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社科基金”） 作为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级别的研究基金 ，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起着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用 （ 周丽琴 2015） 。2016 年社科基金项目
有效申报 28 053 项，公布立项课题 3 917 项，平均立项率为 14%，比上一年增加 140 项（ 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6） 。虽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逐年增加，但是项目申
请成功并非易事。首先，项目要通过 5 个评委“盲评”，即通讯评审，才可进入“会评 ”。 根据往
年规定，盲评通过率只有 25% 左右，会评通过率为 50%—60%。 由于立项项目与职称晋升、岗
位聘任、科研奖励紧密挂钩，不少项目申请者迫切希望能够更多了解“盲评 ”专家的评审标准
及方法，以便提高项目申请的成功率。也有少数多次项目申请失败者抱怨评审过程不够透明 ，
期望能有相关研究打开“黑箱”，助力项目申请。 遗憾的是，现有少数研究仅聚焦社科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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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现状与分布（ 张永汀，刘风才 2014） 、学术资源配置（ 王永斌 2011） 、项目规划与管理（ 张国
祚 2009） 、青年项目培育（ 周丽琴 2015） 等方面，与社科基金评审直接相关的研究尚未出现。
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调查了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探讨了解他们的评审策略与态
度，以期为项目申请者提供指引帮助 ，为研究者的学术论文撰写、科研工作等提供启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 1） 盲评专家采用什么策略进行评审 ？
（ 2） 盲评专家对评审持有什么态度？
（ 3） 盲评专家对项目申请者有何建议 ？
2．2 受访对象
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选取了 14 名受访对象①，其中男性 12 名，女性 2 名。他们均为教授、
博导，具有丰富的社科基金盲评经验，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研究 。除各有 1 名受
8 名来自华北地区，
3名
访对象来自日语和俄语语种，其余均来自英语语种。从地区分布来看，
来自华南地区，华中、西南和东北地区各 1 名。受访对象信息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受访对象信息

受访对象

性别

职称（ 岗位）

研究方向

语种

评审经历

所在地区

1

男

教授、博导

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2

男

教授、博导

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英语

7次

华北

英语

10 次

华北

3

男

教授、博导

4

男

教授、博导

语言学、国际关系

俄语

6次

华北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语写作

英语

6次

华南

5

男

教授、博导

6

男

教授、博导

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语用学

英语

8次

东北

语言测试、外语教育、语用习得

英语

6次

华南

7

男

8

男

教授、博导

英汉对比研究、翻译研究

英语

15 次

华北

教授、博导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句法学

英语

8次

西南

9

男

教授、博导

日语语言学、中日语言对比

日语

6次

华北

10

男

教授、博导

英语文体学、语言学、英语教育

英语

10 次

华北

11

男

教授、博导

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

英语

7次

华南
华北

12

女

教授、博导

外语教育、教师发展、语言政策

英语

15 次

13

女

教授、博导

认知语义学、语用学

英语

7次

华中

14

男

教授、博导

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研究

英语

10 次

华北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访谈问题的顺序，并对受访对象进行追问
（ Brinkmann ＆ Kvale 2015； Bryman 2015） 。由于受访对象来自不同地区，研究者采用电话和面
谈两种访谈形式。访谈问题共 15 个，涉及 4 个方面： （ 1） 评审经历（ 如： 您参与过几次盲评？） ；
（ 2） 评审过程 （ 如： 拿到申请书后，您会怎么做？） ； （ 3） 评审标准 （ 如： 您会从哪几个方面评
审？） ； （ 4） 评审建议（ 如： 您对项目申请者有何建议？） 。
①

访谈前未知受访对象是否有“盲评”经历，因此实际受访对象超过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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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收集与分析
访谈前，研究者得到受访对象的录音许可，并承诺数据仅用于研究。 每次访谈持续 35—
50 分钟不等，总计约 9 小时。访谈结束前，研究者对访谈的重要信息进行总结，供受访对象查
漏补缺。数据收集历时 3 周。
访谈数据逐字转录后生成 131 643 字文本。 数据分析是循环、递归的过程。 研究者反复
研读转写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 Patton 2015） 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相结合的方式提炼主题，并进行一、二、三级编码，再根据编码选择代表性访谈片段作为支持例
证。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讯评审社科基金项目时，评审专家须根据国家社科办提供的评审意见表 （ 见表 2） 给每
份申请书逐项打分，最高分为 10 分，最低分为 3 分，然后基于分数综合决定项目是否“入围”，
即项目是否能够“出线”，参加“会评”。
表2

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意见表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选题

3

主要考察选题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对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总体把握程度

论证

5

主要考察研究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研究基础

2

主要考察课题负责人的研究积累和成果

综合评价

是否建议入围

专家评分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A．建议入围

B．不建议入围

盲评专家如何解读评审标准？ 在具体评审过程中，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标准？ 以下聚焦探
讨受访对象在评审过程中解读评审标准的策略 、态度及其对项目申请者的建议。
3．1 评审策略
访谈数据显示，所有受访专家对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意见表中的标准都非常熟悉 ，他们
采用的策略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一点淘汰法 ”，即只要不符合他们认定的关键标准，课
题就被否定； 另一类是“比较法”，即对看似同等条件的申请书，专家根据自己制定的优先顺序
标准进行筛选，优中选优。
3．1．1 一点淘汰法
11 名受访专家在首轮评阅时，采用“一点淘汰法”。他们根据什么关键标准来淘汰？ 根据
访谈数据中主题的出现频次，涉及的标准主要有： 选题新颖度、问题凸显度和参考文献质量。
“一点淘汰法”的采用在情理之中。 评审专家一次通常要评审 30 份左右的申请书，只能从中
选择 25%“入围”。要淘汰 75%，评审专家必须要有“狠心肠”，要有“刚性”标准。
1） 选题新颖度
受访专家认为，选题使他们获得对申请书的第一印象 。所有受访专家强调如果选题新颖 、
前沿，他们就有兴趣继续往下看，而已被研究过、缺乏创新性的选题一般会被直接淘汰。 所谓
新颖度，绝大多数受访专家认为是指目前尚未被研究过的问题 ，或者是对已有研究问题的新解
读，如使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新材料等。7 号受访专家这样解释新颖度：
新颖度可从几个方面来看。比如理论研究，第一要看理论框架，是不是使用新理论； 第二要看视角，是否
有新角度，如果大家都已经用过这种视角，我就担心做不出什么新东西； 第三要看新方法； 第四要看新材料，当
然这个由项目本身决定，例如做史的研究必定需要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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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名受访专家特别强调，课题创新不等于“赶时髦 ”。 有些选题为了吸引眼球，高谈阔
论，并无实际内容，第一遍阅读就会被淘汰。最后，专家特别指出创新性有三点就足够了 ，写得
过多既不现实，也会影响对课题可行性的判断。
选题不仅要新，还要遵循“需求原则 ”，即应“学术之需 ”和“社会之需 ”，具备理论创新意
义和社会应用价值，这是社科基金项目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和基本要求 。11 名受访专家明确
表示，一个课题可以侧重理论或应用价值，不一定两者兼而有之。 但是，3 名受访专家坚持认
10 号受访专家强调：
为，课题必须同时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 。例如，
一是要有新意，但是新意出来以后，如果一点用处没有，这个项目也不能支持。另一种是应用性很强，有
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学术性不强，也不行。所以说，作为社科基金项目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学术意义，另一个
是社会应用价值，两者缺一不可，每个项目需两者兼备。

简言之，选题不仅要“求新 ”，更要“求价值 ”，申请者可以“新题新做 ”，也可以“旧题新
做”、“老题深做”。选题要考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意义，但是否需做到 10 号受访专家所说的
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认为主要由研究课题的性质决定 ，不能一概而论。
2） 问题凸显度
14 名受访专家强调如果申请者没有问题意识，申请书未列出研究问题，就会直接出局。
4 号受访专家强调指出：
例如，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如果没有研究问题，便无法知道要研究什么，这样印象就很不好。懂得
课题申报的人，一定懂得在一开始就提出问题，把自己的研究问题置于申报书最凸显的位置，因为它最重要、
最核心。有的研究问题是隐含的，会使课题质量大打折扣。

对于研究问题，受访专家通常从“科学性 ”和“逻辑性 ”进行细致考察。 所谓科学性，受访
专家认为是指研究问题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如果问题缺乏理论基础，会
被直接淘汰。所谓逻辑性，受访专家认为是指所提研究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问题之间不仅
要有衔接，还要有层次。4 名受访专家强调，提出的研究问题需具体，申请者要洞悉研究问题
的实质，分析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主观臆定层次。 问题只有做到层次分明，才能有条
不紊。有专家建议，申请者可提炼出主要研究问题和研究子问题 ，使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更加
清晰，层次更加分明。
概言之，研究要以理论或事实为依据，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为根本任务。 研究问题要
层次性地展现，做到“主次分明”，客观反映彼此之间的秩序。
3） 参考文献质量
9 名受访专家提到参考文献质量是重要的筛选标准，能够反映申请者的知识储备和对已
有研究的掌握程度。根据受访专家提到的标准，参考文献出现以下情况课题就有可能被淘汰 ：
参考文献陈旧，与申请课题相关的国内外重要文献缺乏，文献级别低等。 例如，6 号受访专家
这样说道：
近 3 年的参考文献一定要有，经典的文献可以不是最新的，但一定要有。另外，文献要在国际上比较前
沿，发表级别较高，不能只有国内的。

这表明参考文献的时效性、经典性、权威性和全面性都是盲评专家评判课题的重要标准，
缺一不可。
3．1．2 比较法
在申请书看似同等优秀的条件下 ，受访专家采用“质量优先 ”比较策略。 根据访谈数据中
主题的出现频次，受访专家比较课题的依据主要包括 ： 前期成果质量、研究设计精细度、文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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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详实度、语言规范性等。
1） 前期成果质量
受访专家指出，前期成果是申请者学术积淀的外在表现 ，借助前期成果能够考察申请者是
否具备承担项目的能力。所有受访专家特别强调，和单纯的数量相比，前期成果与申请课题的
相关性、前期成果的发表级别等更为重要 。相关性不仅要求前期成果与申请课题的内容相关 ，
3 号受访专家进行了解释：
成果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承接也十分重要 。对此，
主要是看前期成果和申请课题有没有关联性，不一定题目完全相同，但是起码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有的
前期成果确实不少，但从逻辑上看不出成果之间是否关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不清申请者的学术方向，似
乎在若干个领域里面，又不知擅长哪个领域。如果申请者一直在某个相对固定的领域，不管是在大杂志还是
小杂志上发表成果，我就知道这位申请者在某个领域已有心得了，有发言权了，说明这是位有能力的研究者。

发表级别反映前期成果的质量，是申请者学术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受访专家指出国内
外主流刊物发表的文章或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会获得更高的认可 。7 号受访专家还提到
对研究型和综述型成果的看法：
有时候从题目大致可以判断前期成果是综述，还是实质性研究。如果 5 篇文章都是对某个话题的综述，
还是一个很小的问题，看起来都很泛，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那么课题的前期基础是不够的。如果前期成果
和申请的课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都是实质性研究，判断结果就会好一些。

这说明，受访专家更加看重成果的研究性和解决的实际问题 。此外，我们询问了他们对成
果数量的看法。绝大多数受访专家认为 4 篇和 5 篇同等级别的文章并无实质区别，与课题相
关的成果数量更为重要。2 名受访专家还提到如果课题特别新颖，即使只有 1 篇级别不高的
成果也会得到认可。目前外语类学术期刊数量较少，受访专家认为如果要求过高，会扼杀新思
想。1 名专家特别谈及如果申请者出现研究转向 ，他们会根据申请者过去承担项目的级别 、已
发表文章或已出版专著的质量来推断其科研能力 。 这也反映了盲评专家会具体问题具体对
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 研究设计精细度
研究设计是课题的整体规划，是开展研究工作的方略。访谈发现，受访专家一般会从研究
的总体设计出发，对研究项目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性进行细致比较。4 名擅长实证研究的受
访专家在谈及研究设计时强调指出 ，研究对象、样本数量、抽样策略、数据采集方式、资料分析
方法、预期结果等核心要素都应一一论述清楚。 其中，12 号受访专家特别强调在描述研究方
法时，需要体现针对性，具体说明使用什么方法解决哪个研究问题 ：
应具体说明数据收集及分析方法。如果研究设计比较粗糙，没有明确说明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只是笼统地介绍研究使用某某方法，这种写法可以套用于任何一个实证研究，是无意义的。因此，需要具体说
明什么方法解决哪一个研究问题，做到有针对性，也可绘制技术路线图，让专家一目了然。

这位受访专家的言语说明了研究设计内部要素之间明确逻辑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研究方
法的选用要与研究问题相匹配，要有所指向，不能泛泛而谈。严谨的设计才能确保研究的信度
和效度，减少研究误差。
3） 文献综述详实度
文献综述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在文献切题的基础上，受访专家强调文献综述要对重要的
学术流派、学术观点、争论焦点、存在问题等进行梳理和归纳，简单罗列文献是远远不够的。2
名专家特别强调要对前期文献进行评价 ，分析前期研究的不足之处，找出研究空白，与前期研
14 号受访专家这样说道：
究对接。例如，
· 26·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1 2017 （ General Serial No．178）
文献综述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立足于前期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的贡献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
然后，从前期研究的不足入手来论述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也是推进学术创新。否则，研究是什
么呢？ 正因为前期研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新的课题研究能往前推进所属领域的研究。

好的文献综述应当包含“综”、“梳”、“述”、“评”，做到“综中有述”、“述中有评 ”。 申请者
须对前期研究以及该领域的新动态 、新发展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
4） 语言规范性
受访专家强调申请书填写应使用学术语言 ，做到简洁、准确和客观。 然而，学术语言并不
一定就是晦涩难懂。有 10 名受访专家认为，如果申请者能够用简洁的语言将意思表达清楚，
1 号受访专家指出：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
我通常会比较谁的语言更加细致、准确，谁的表达更具体。

4 号受访专家说道：
首尾连贯，思路清楚，选词用句都很重要。

还有 1 名从事语言本体研究的专家建议 ，语言本体研究比较抽象，在表述语言现象时需要
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可通过语例来解释抽象的语言现象 。
最后，专家还会对申请书的排版、文献格式、行款格式、错别字、标点等进行比较来判断申
3 号受访专家提到：
请者态度是否认真、严谨。例如，
有的申请书内容乱七八糟，连做学问的基本格式要求都没搞清楚，这反映科研还没有起步，是不可能过
的。

再如 11 号受访专家强调：
字体大小、行间距、全角半角也蛮重要……有些申请书很干净，就像看见一个干净的人，你会觉得很舒服
……我会借此判断申请者做学问是不是很细致、认真、严谨。

受访专家的这些意见表明，好的申请书要经过反复打磨，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首尾连
贯，同时语言还要简洁，不拖泥带水。这些细节都能反映申请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平 。逻辑
不清、语言漏洞百出的论证材料很难令人相信申请者能够做出优质的学术成果 。
3．2 专家对项目评审的态度
访谈数据主要从两方面揭示了盲评专家评审项目认真 、严谨的态度： （ 1） 完成评审任务的
过程； （ 2） 处理“不十分熟悉”的课题，即属于自己领域又与自己研究路子不完全相同的课题 。
3．2．1 评审过程
虽然绝大多数受访专家采用三轮评审制，但他们的评审过程并不完全相同。8 名专家采
用“排除法”，按照自己的标准首先淘汰最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书 。3 名通过“择优法”筛选出优
质项目。2 名使用“分类排除法”，按照项目的新颖度将其划分归入“高”、“中”、“低 ”组，然后
逐个淘汰。1 名使用“排序法”，根据质量对项目从好到差进行排序。 评审的过程尽管不完全
一致，但相同的是： 他们态度都很认真，一丝不苟。 例如，10 号受访专家参与过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及重大项目评审，具有 10 年评审经验，他坦诚说道：
我从心底佩服老师们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做科研项目，给学术做贡献，为国家服务。但是，国家的项目名额
有限，不能都给予资助，因此必须要格外慎重、认真。……评审都是匿名的，作为专家，不能有护犊子的心态。
如果有偏见，长此以往会影响学术生态平衡，那么就连评委本身都应该被淘汰。虽然有时很难抉择，很纠结，
也很痛苦，但是确实是哪个项目合适就给哪个。

12 号受访专家特别提到：
作为专家，我总是想着人家写一份申请书很不容易，我不能莫名其妙把人家毙掉。我尽量看得仔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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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一点，尊重人家的劳动，不会马虎对待。

12 号专家一样，把评审看成一项“神圣 ”的任务，充分
事实上，受访的所有专家都与 10 号、
认识到课题申请与申请者的“命运”紧密相连，应慎而又慎，对每位申请者给予应有的尊重。
3．2．2 “不十分熟悉”课题和研究方法的处理
受访专家坦言，在评审材料时，时而会碰到属于自己研究领域但不是最熟悉的课题 。在这
12 名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查阅相关资料 ，把问题搞清楚，以防误判。 他们也为自己在
种情况下，
这一评审过程中学到新知识而感到高兴 。
至于研究方法，受访专家指出，有时课题申请者可能对自己采用的方法并不熟悉或者并不
擅长，但研究方法无好坏之分，以解决研究问题为根本要务。7 名专家倾向使用混合法，通过
多维数据揭示研究问题的不同侧面。1 名专家在谈及质化法时强调，如果社科基金项目只有
一两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不够的。还有 2 名专家提及有的申请者对量化法存在错误
认识，以为研究只要有了数字的装点就是量化法 。
3．3 对项目申请者的建议
受访专家基于他们多年的评审经验 ，饱含深情地对项目申请者提出诸多建议 。限于篇幅，
我们从中归纳出 6 个主要建议，望能有益于项目申请和科学研究 。
1） 做真学问，真做学问
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根本目标。做真学问就是要把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以问题为导
向。“真”是指与学科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 ，是能促进我国学术发展的问题。 真做学问是指不
哗众取宠、追赶时髦、急功近利，不东拼西凑、粗制滥造。 真做学问要以创新为永恒的主题，否
则研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2） 持之以恒，孜孜不倦
学术研究有耕耘才会有收获。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首先有一个持久的研究兴趣和一个相
对稳定的方向，坚持不懈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钻研下去，厚积薄发。 项目申请同样如此，不能
因一两次失败而放弃，要坚持申请，谦逊求实。
3） 适当选题，量力而为
在选题时，申请者需要把握好课题的广度和深度 ，要与学位论文有所区别。选题的广度即
问题涉及的范围，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选题过大，需要组织的内容繁多，研究重点、难点难
以驾驭，最终会因力不胜任而导致课题中途流产或失败 。如果选题太小，则容易被同类课题涵
盖，影响力受限，课题难以申请成功。选题的深度是指课题的难易程度 。申请者应根据自身客
观条件量力而为。选题如果过难，脱离实际，会无法完成。当然，选题也不能降低要求，选择一
些随手可得的题目，可预见的结果是第一轮评审就被淘汰出局 。
4） 开门见山，提出问题
为了便于盲评专家快速抓住课题的核心内容 ，写好申请书的第一句话、第一段十分重要。
申请者应开门见山提出研究问题 ，简要说明研究意义及新意。研究问题需明确陈述，不能泛泛
而谈。除此之外，专家还指出有的课题研究问题列了六七个，归纳起来就 3 个左右，由此建议
研究问题一般不超过 5 个，并注意研究问题之间的层次性。
5） 有备而来，成竹在胸
项目申请应早做准备，不能临时抱佛脚。社科基金项目的周期一般为 3 年，项目从构思、
设计到数据收集需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 ，因此需要提前准备，早做计划。 填写申请书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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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写明前期已做的准备工作、收集的数据和当前的初步发现，这样不仅能给评审专家留下深
刻的印象，也能为研究争取更多的时间。
6） 注重细节，认真对待
填写申请书时，语言要简明，各部分的比重要合理，段落之间要有层次感，不建议出现大段
文字。一般一个段落控制在 10 行以内，否则会显得臃肿。 段落组织要设有小节和标题，重点
内容可用粗体标示，一目了然。项目的重点、难点尽量不超过 3 个，重点太多就不再有重点，难
点太多则会降低课题的可行性。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部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社科基金盲评专家的深度访谈 ，调查了
解他们在盲评过程中采用的策略 、持有的态度和对项目申请的建议 。研究表明，受访专家的评
审策略和态度体现了社科基金评审标准 ，他们对评审标准的详细解读有助于项目申请者理解
盲评过程和标准，提高项目申请的成功率。回顾研究的全过程，令我们感动的是，受访专家在
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访谈，与我们无私交流和分享了他们关于学术研究的认知 、态度及选题
与写作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对课题申请实有裨益，更是对如何成长为优秀学者具有重
要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有两点不足之处。 第一，访谈对象覆盖面欠广。 研究只访谈了 14
名专家，且来自同一学科。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访谈对象范围，同时调查不同学科的专
家，再将新的研究结果与本次结果进行比较 ，进一步将盲评专家策略和态度概念化。 第二，访
谈获得的只是专家自我报告数据，而研究对象的自我描述不一定能够百分百反映真实情况 。
要得到准确、客观的数据，最好采用“有声思维”，即让盲评专家边评审边说出自己的想法 。 不
过这种方法实际实施起来会有一定难度 ，因为盲评专家须遵循保密原则。但是，就本研究获得
的数据而言，受访专家所谈内容发自肺腑，不存在故意“拔高”或“装饰”自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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