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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高校产出的大量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

题.美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居世界前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支持美国高校科研

活动的最重要资助方之一,其在推动高校受资助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的措施和成功经验值得思考

与借鉴.回顾 NSF发展的历史沿革,发现 NSF呈现逐渐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资助与扶持力度的

趋势.通过梳理 NSF在战略部署、制度规定和设立项目三方面的促进成果转化具体措施,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从国家、资助机构、高校三个层面提出完善科技成果产出后考核制度、设立资助成果转

化项目、建设高校内成果转化部门等针对性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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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

技成果的主要供给侧[１].政府财政性资金占据着高

校科研经费来源的最大比例,是科技研发资源分配

最有效的途径[２].但因高校受政府财政性资助进行

的科学研究更具前沿性和不确定性,产出的科技成

果不能直接与市场需求完美契合,导致大部分理论

和技术处于沉淀和闲置状态,无法真正实现深层次

的开发和利用[３].除此之外,高校运营机制不成熟、
校企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种种问题也明显制约

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２０２０年２月,教育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提升高等

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着重突

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导向,要求树立高校专利

等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

最大损失的理念[４].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力度大

幅增强、授权专利数量飞速增长,但高校科技成果整

体转化率却不及１０％[５],这与美国高校５０％左右的

专利转化率形成巨大差距[６].
诚然,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运营和与企业间合作

模式等现实情况与我国不尽相同,但其一些成功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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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 经 验 仍 值 得 借 鉴.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位列高校科学

与工程基础研究的联邦资助机构之首,为高校科技

成果产出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大量资金与平台支

持[７].与此同时,NSF在推动成果转化这一阶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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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为增强联邦资助研究的经

济影响、提高联邦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　NSF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历史沿革

NSF成立之初面临着资金匮乏、资助项目分散

等众多挑战,后在政府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下,逐步

完善机构建设、新增资助项目发展壮大至今,为促进

美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１．１　NSF历史沿革

１９５０年,联邦政府正式建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希望将二战时期科学知识运用的成功经验延续

到和平时期 [７].NSF成立伊始并没有得到联邦政

府的重视,囿于经费匮乏,这一时期 NSF资助领域

极其有限[８].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受到来自国际

科技竞争的压力,联邦政府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发

展,NSF的资助规模随之扩大,资助领域类别划分

也更加细致.但 NSF逐渐意识到,资助成果数量的

攀升对成果质量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微乎其

微的.因此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受到国家频繁出

台的政策号召,NSF开始降低资助项目授予率,转
而开启了对科技成果商业化的资助.起初,NSF从

私营企业入手,将小企业纳入国家科研体系,先后加

入小 企 业 创 新 研 究 (SBIR)和 小 企 业 技 术 转 移

(STTR)计划,逐渐开始形成科技与经济的良性互

动.但实际上,要想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强大动力,仅靠企业和科研机构各自为政难以

济事.于是 NSF将产学合作作为切入点,逐步构建

起政府、高校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

入２１世纪,考虑到高校这一重要研发主体的科技成

果中绝大部分并未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NSF又先

后设立了创新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和创新团队项目,
为高校受资助产出科技成果走向商业化提供了强大

的动力和资源支持.
从NSF近３０年的改革方向可以明显感知到,NSF

正在逐渐加大对资助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而这一态

势将进一步增强美国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

１．２　影响NSF改革进程的相关政策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经济增长脚步放缓,日
本、德国等国家的科技水平的崛起引起了联邦政府

极大的关注[９].在这一时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法规,意在明确联邦资助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的

职责和义务.
«技术创新法»(１９８０)首先将联邦实验室作为改

革先锋,要求其建立专门负责技术转移的办公室,以
促进联邦资助成果向民间企业的转移[１０];«大学和

小企业专利程序法»(也称«拜杜法案»)(１９８０)赋予

了高校和小企业选择保留专利所有权的权利,大大

提高了高校进行技术创新和商业化的积极性[１１];在
此基础之上,«联邦技术转移法»(１９８６)进一步授予

了高校和企业开展合作研究开发的权利[１２];«国家

合作研究法»(１９８４)首次将技术转移活动纳入对科

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并规定科研参与人员可以分享

技术转移带来的收益 [１３];此后相继出台的«国家竞

争性技术转移法»(１９８９)、«国家技术转移与进步法»
(１９９５)等则更加明确了联邦资助机构推广和转化科

技成果的职责.２０００年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法»添
加了研究机构向政府的受资助成果使用报告制度[１４],
倒逼研究机构提高科技成果质量和应用性,大大提高

了资助机构对资助成果转移和应用的监督效能.
上述法规政策的颁布为高校成果转化提供了有

力的权利保障,基于此 NSF作出快速反应,在继续

加大基础研究资助力度的同时,设立专门资助科技

成果转化的部门(产业创新和合作伙伴部),发起一

系列资助成果转化及产学合作研发的项目,助推科

技经济融合发展.

１．３　NSF资助的高校科技成果产出情况

根据２０１９年 NSF发布的财务报告显示,每年

有８０％左右的资金会流向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究

活动(图１).可见即便 NSF规模不断扩大、资助领

域愈加丰富,资助高校的基础研究活动仍然是 NSF
的首要任务.

图１　２０２０年NSF资金用途及资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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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NSF为专利受让人的转让人转移行为次数排名(前２０位)

　　经济学界在衡量创新成果产出时一般采用专利

活动作为近似指标[１５].专利作为科技成果中技术

含量最高也最易于衡量的一种形式,是科技成果产

出及转化工作所要把控的重点.根据第９２４２号行

政命令和 NSF资助协议,虽然高校有权选择保留受

资助专利的所有权,但在提交专利申请时仍需在美

国专利商标局(USPTO)登记确立资助机构对该专

利的使用权[１６].
综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代表性,为衡量

NSF资助高校科技成果产出情况,选取 USPTO 发

布的专利转移数据集.检索范围设定为 １９７６ 至

２０１９年全部已登记的专利技术转移行为,专利转移

的受让人限定为“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转
移类型限定为“政府确认许可”,共得到１１６４０条原

始数据.将清洗和规范化后的转让人信息分类得到

９６％的转让人为高校,易见以 NSF为受让人的专利

转移行为绝大多数来源于受资助的高校对其的确认

许可.图２列举了向 NSF转移专利行为数量排名

前二十名的转让人名称及次数,图中共涉及一半以

上(５６．６％)NSF受让专利.
图２可明显看出,专利转移次数前２０名的转让

人均为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其中包含９所私立和

１１所公立大学,分别产生３１９１次和３３９７次专利转

移行为;除华盛顿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和密歇根州立

大学外的公立大学均为包含多所分校的公立大学系

统.初步判断 NSF对公立和私立高校的资助并无

偏倚;在 NSF资助的多种非营利研发机构中,高校

是产出科技成果的主力军,尤其是顶级研究型大学.
可以见得,研究 NSF对其资助高校产出的科技成果

转化的鼓励措施大有可观.

２　NSF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措施

２．１　战略部署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

步,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联邦资助研究的经济影响

力,NSF的战略计划正在随之进行不断更新.
近几年,与 NSF促成果转化相关的战略计划共

有三个.首先,在«NSF２０１８—２０２２财年战略计划»
中,NSF计划进一步扩大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密切联

系,将高校、产业界和联邦机构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

立作为工作任务,旨在大大提升将科学知识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能力[１７].同样地,负责管理 NSF的

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在«愿景２０３０»报告中也指

出,为加强 NSF的资助给纳税人的回报,NSB将继

续鼓励 NSF设立更多能够促进高校和私营企业之

间交流和合作研发的项目;未来可能会设立一个专

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独立理事会[１８].为回应这一

战略,２０２０年５月美国国会提出«无尽前沿法案»,
提议 改 组 NSF 为 “国 家 科 学 与 技 术 基 金 会”
(NSTF),建议投入１００亿美金设立“技术局”,并在

未来五年内投入１０００亿美金进行人工智能等关键

科学技术研发[１９].该法案在论述部分明确表达,中
国科技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巨大压力是促成该法案

制定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该法案已得到两党支

持,正处于审议阶段,可以预见,该法案的通过必将

会极大推动美国先进技术研究和转化.
综合上述战略计划可见,首先,无论是短期财政

计划还是管理部门的愿景规划,NSF已将科技成果

转化放至较高的战略层面,打通学术界和产业界科

研与技术开发的壁垒、加强产学合作将越来越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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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未来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次,疫情以来

美国的公开报告和政策也同样表明其对中国快速发

展正处于严重焦虑状态,为此美国正在加强对技术

尤其是关键核心领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的重视,试
图将科学与技术放置于同等位置对待.

２．２　制度规定

«美国法典»第３５篇１８章“联邦资助所完成发

明的专利权”(也称«拜杜法案»)是美国资助机构制

定资助制度的范本.NSF的资助协议正是在此基

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制度要求添加完善所形成的.
针对高校等非盈利研发机构,NSF的资助协议

明确了以下规定.高校受资助产出专利、论文等科

技成果后,应规范标注政府支持项目,及时向 NSF
及政府有关部门披露该成果;即便高校选择保留受

NSF资助产出的发明所有权,仍需书面确立 NSF对

该发明非独占、不可转让、不可撤销的使用权;即便

高校已将发明许可给国内或国外组织或个人时,

NSF有权对未得到实际应用的许可撤销或修改;若
在合理时间内,高校未能促成受资助成果的开发与

应用,NSF有权要求高校将该成果许可给提出了完

整盈利计划的申请人,若高校拒绝,则 NSF有权自

行授予此类许可[２０].不难发现,NSF不仅对其资助

高校产出的科技成果享有一部分法定的使用权力,
也有对其许可和转化对象干预的法定效力.但现实

中因介入权本身对高校的利益影响较大,所以实际

对行使介入权也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２１].鉴于此,

２０００年联邦政府颁布了«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法»,添
加了研究机构向联邦政府报告受资助成果使用和转

化情况的义务.由此 NSF在资助协议中增添了一

项要求,也就是针对上述 NSF需要介入和 NSF专

利助理要求的发明,高校需每年定期提交一份发明

成果使用情况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高校自身和正

在受到许可使用该发明的主体对这项成果的开发现

状、首次商业销售、收取的专利使用费等信息[２２].
从上述 NSF资助制度可以明显感知到,NSF对

其资助产生的科技成果后续转化开发和使用许可,
有着严格的介入权力和把控作用.尤其是受资助成

果使用报告制度,不仅有利于政府对财政资助科研

经费使用情况的把握,更能有效提高 NSF对高校科

技成果使用和转化的监督效能.

２．３　设立针对性的资助项目

自９０年代开始,NSF先后设立了一系列项目

或计划以支持产学合作,为高度统筹协调这些项目,

NSF在工程局下专门设立产业创新与合作伙伴部

(IIP),旨在资助和扶持 NSF资助所产生的研究成

果转化为经济效益[２３].

２．３．１　产业创新与合作伙伴部支持的项目概况

目前,IIP设置了三项资助学生及少数族裔自主

创业和非学术实习的基金,设立和参与了四项侧重

点各不 相 同 的 项 目,分 别 为 产 学 合 作 研 究 中 心

(IUCRC)项目、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小企业技

术转移(STTR)项目、创新合作伙伴计划(PFI)和IＧ
Corps项目.

其中,IUCRC是一个由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

组成的联合体.它的运行模式更像是一个以政府为

中介,采用招标形式确定合作对象的纵向校企合作

研究项目.具体地,首先由IUCRC会员企业提出想

要完成的研究并提供研究资金,接着高校们围绕该

研究主题向 NSF申请资助,NSF负责审查并选择受

资助高校进行基础研究,最终会员企业可获得研究

成果的知识产权并进行后续开发和商业化活动.在

项目运行过程中,会员企业需要缴纳会员费以支持

高校进行的竞争前及后续研究,NSF负责为IUCRC
的运营和管理提供治理框架和资金.

SBIR和STTR项目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牵头

设立,截至目前已有１１个联邦机构参与SBIR项目

和５个联邦机构参与STTR项目,NSF是两项目重

要的参与方之一.SBIR 项目设立的初衷是鼓励小

企业进行有商业化潜力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采

取竞争性的分阶段的资助方式.相比SBIR,STTR
项目添加了小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研发促进技术转

化的意图,要求小企业执行至少４０％的研发任务,
单个与之合作的研究机构至少执行３０％的研发任

务.为明确后续成果归属和开发的权利和义务,

STTR 要求参与方于合作初期便订立知识产权协

议,详细说明权利归属、后续研究和商业化的分配.
总的来说,IUCRC及STTR项目重点在于学术

界与产业界在研发阶段的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将

有助于研发机构对标市场需求,既可以充分发挥研

究机构基础研究及企业应用开发的特长,又在大大

鼓励各方研究创新的同时提高了成果商业化效率.
而PFI和IＧCorpsTeams项目则侧重于推动科技成

果产出后的商业化进程,为探究 NSF对高校这一主

体受资助产出科技成果转化所作出的努力,下文将

对这两个项目展开详细介绍.

２．３．２　创新合作伙伴计划(PFI)
根据美国国防部提出的技术成熟水平[２４],一般

来说,高校以财政资助项目为载体形成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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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仅能达到“技术可行性研究”的成熟水

平[２５],单凭高校的经验和能力是很难继续进行技术

开发、验证甚至商业化的.为弥合高校理论技术到

应用技术间的巨大鸿沟,PFI计划为曾受 NSF资助

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资金,用于科技成果进一步

的技术开发和实验.

PFI计划分为两种资助类型:技术转化型(PFIＧ
TT)和研究合作伙伴型(PFIＧRP).PFIＧTT支持单

一技术的开发与实验,鼓励高校与相关领域的企业

合作,不断调整技术开发方向来提高产品与市场需

求的契合度.但在现实中多数开发活动往往超越了

单个技术成果或高校的能力范围,需要多机构、跨学

科的协同协作完成,基于此 PFI设置了 PFIＧRP资

助类型.在 PFIＧRP搭建起的联合开发平台中,高
校不仅有机会与其他高校科研团队合作,集成不同

领域、具有相同目标产业的技术,创造出更具潜能和

可实现性的具体产品,也可以联合产业界和技术转

移组织对标企业急需的技术攻关开发项目.成功申

报PFI计划的科研团队会获得一笔资金,开始为期

１８或３６个月的技术开发活动,资助期满科研团队

需提交成果商业化进程或结果.
在 NSF的在线资助管理数据库中检索 PFI项

目,时间范围限定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９年,共得到５７５
项资助成果报告.汇总统计受资助机构和金额得

到,这十年间共有１４７所高校和８个研究机构共收

到PFI项目２亿４４００万美元的资助.列举参与项

目数量排名前二十的受资助机构及其受资助金额如

图３所示.
对比可知,图３所示参与PFI项目最活跃的高

校与１．３节中受 NSF资助产出专利成果数量较多

的高校呈现出较大程度的重合.这表明,一方面科

研能力强的高校在科技成果商业化方面也表现出较

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存有较多科技成果的高校对

科技成果商业化的诉求得到了来自联邦机构的有效

帮助.

２．３．３　创新团队项目(IＧCorpsTeam)
研究表明,缺少与市场的沟通与联系、创造出

的产品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是绝大多数高校创业

失败的最主要原因[２５].为解决这一问题,NSF于

２０１１年设立IＧCorpsTeams项目,除了传统资助

项目提供资金的形式,IＧCorpsTeams亮点在于为

高校研究人员提供创业指导和与市场联系的机

会,帮助他们识别技术商业化的潜在客户、吸引

合作伙伴和融资.

图３　参与PFI项目数量排名前２０的受资助机构及其受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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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ＧCorpsTeams的创业培训以其搭建的全国创

新网络为载体.网络由团队、网点和节点构成,“网
点”通常设置在高校内的创业中心,主要负责宣传和

激发高校内潜在的IＧCorpsTeams团队,提供基础

设施、第三方合作资源和适度的资金.“节点”按照

地域设置,负责提供培训课程,与其他联邦机构、高
校和行业合作伙伴建立协作关系等.“团队”由曾经

或正在接受 NSF资助的高校教师或研究生及企业

家三人组成,分别担任技术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团

队导师三种角色.其中,团队导师属于 NSF和高校

外的第三方资源,要求具备将技术从科研实验室中

转化到市场中的丰富经验,并且与团队待转化成果

所属领域相关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
在为期六个月的创业培训中,相似领域的创业

团队将组成一个级队接受全程指导.课程内容重点

在于帮助团队识别潜在目标市场和合适的商业模

式,引导团队与潜在客户、投资者和合作伙伴进行面

对面商谈.随着课程和商谈的推进,团队会不断修

改技术商业化计划,使其预计提供的产品更好的匹

配客户需求.培训课程结束后,团队不仅能对待转

化技术的市场契合性和客户群体有一个较准确的定

位,甚至能在商谈过程中吸引一批潜在客户、合作伙

伴和第三方融资.
自２０１１年项目成立以来,IＧCorpsTeams项目

已设置９个节点和９９个网点,共培训了１３１５支团

队,筹集到３．０１亿美元的融资(６３％私人基金和

３７％公共资金),成功创办了６４４家具有潜在社会影

响力的初创企业.其他大部分未创办企业的团队则

在商谈过程中成功将技术许可给了有相关技术需求

的企业.从社会经济影响角度来看,IＧCorpsTeams
不仅有效帮助了科研人员应对创业早期固有的风险

和挑战,更对增强联邦资助研究的经济影响、提高联

邦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　启示与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科

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强调:“科技领域是最应该

不断改革的领域.”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
我们更应当积极汲取成功经验,为化解我国科技经济

“两张皮”的矛盾及时做出必要的改革应对挑战.

３．１　政策制度层面

３．１．１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立法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相关法规、实施细则、文

件,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俗话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立法是基础,执行是关

键.目前,根据我国实际国情推出的指导性文件中

的一些探索性做法因不产生法律效果、实际操作条

件尚未成熟等问题,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为此,当
务之急是督促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主体尽快梳

理政策脉络,做出实践反馈,提出修改意见,推动

现有法规和政策的细化来增强法律适用性[２６].国

家层面也应进一步明确高校、资助机构等主体对成

果转化的法定义务和职责;协调与融合科技政策与

产业政策的关系,强化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

要性[２７].

３．１．２　完善科技成果产出后考核制度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管理制度中,明显缺少成果

产出后的考核和管理这一环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和美国的成功经验,建议科研资助部门于资助制

度层面建立专利等技术成果的“转化预设计”和“使
用报告制度”.具体来看,可以在科研项目结题阶

段,规定高校的成果报告中加入对技术转化的初步

计划和适用领域,将成果的可实施性作为能否结题

的考量标准之一,如此能有效督促受资助方技术成

果商业化进程,同时也降低了企业检索所需技术的

繁杂程度;科研项目结题后,建议规定受资助高校定

期或不定期提交技术成果使用情况,有利于资助机

构掌握资助成果转化的最新进展,使激励成果转化

的资助项目有的放矢.

３．２　资助机构层面

３．２．１　设立资助成果转化激励项目

为加速推进财政资助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转

化,科技部、财政部于２０１１年联合启动实施了“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NSFC)也多次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和投资机构

与高校举办优秀成果对接会.但转化基金更侧重

于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对高校成果转化后奖励,
成果对接会仅面向区域性部分高校和企业而缺少

普遍性,高校将理论成果向应用技术转化这一开发

阶段的难题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２０２０年５月,

NSFC下属的“科学传播中心”更名为“科学传播与

成果转化中心”,由于该部门中两个处室(信息服务

和成果贯通部)刚刚建立,各项职能体系和制度建设

仍处于起步阶段.基于前文研究,本文将科研项目

与全过程管理思想结合,构建图４所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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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流程图

　　NSFC成立至今已设立了领域广、资金充足的

多种科研资助项目[２８],美中不足的是其在成果转化

阶段的资助和扶持力度相较于其他环节仍有待提

升,因此建议 NSFC设立成果转化相关的激励项目.
一方面,扶持高校对资助成果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实

验,填补高校科技成果产出与企业运用转化基金将

技术转化为产品两者之间技术开发的缝隙;另一方

面,催化高校与高校、企业、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之间

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强化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对

接交流.

３．２．２　突出核心技术领域资助比重

作为我国政府部门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

NSFC的资助结构和重点对科技发展战略起着举足

轻重的导向作用.当前,高校产出科技成果中,相似

技术泛滥的矛盾日渐突出,许多核心领域的“卡脖

子”技术亟需攻克.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 NSFC在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更大比重的资助经费助力繁

难问题突破,降低非核心领域资助倒逼科研机构形

成良性竞争,提高资助成果质量.另一方面,鉴于关

键核心技术往往是多学科集成的系统工程,建议

NSFC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引导高校和学科间进

行共性基础研究,助力产学合作技术研发攻关.

３．３　高校层面

３．３．１　科技成果转化部门建立与完善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能一味依靠资助方的

监督和支持,高校自身也应当建立独立自主转化的

能力和机制.当前虽有国家引导建立起的多个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示范基地,部分高校效仿美国 OTL模

式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但技术经纪人队伍

稀缺、各机构能力参差不齐、整体专业化程度低、服
务具有区域性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对已建立成

果转化职能部门的高校,建议加大对该部门的资金

支持力度,增强其在科技活动中的地位[２９],借鉴国

内外成功经验,形成适应于我国实际情况的运营模

式供处于探索中的高校参考;提高成果转化职能部

门工作灵活度,加强成果转化部门、科研管理部门与

产业界间的联系与协同效应.
３．３．２　促进科学家与企业家两支队伍的融合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与

经济的有机结合,根本上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合力推

动的结果.NSF设立的相关激励项目中,不乏第三

方企业家或有技术商业化经验人才参与的身影.科

学家与企业家的合作甚至是融合,是实现科技创新

主体行为与知识活动统一的有效途径[１].基于此,
一方面建议高校在充分实施国家鼓励扩大科研人员

自主权的指导性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引进或聘

用具有技术商业化经验的企业家或兼职技术开发工

程师类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应重视培养和鼓励校内

“科学家—企业 家”风 格 于 一 身 的 科 技 转 化 型 人

才[１],处理好校内科研人员履行本职工作与开展成

果转化之间的关系.
３．３．３　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纳入考核制度

高校是受资助科研团队的直属管理机构,也是

职务成果的所有权人,对成果质量和转化效果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评价与考核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参

与者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３０],因此将科技成果转化

成效纳入考核机制势在必行.高校对科研人员的考

核标准不能仅仅局限于论文、专利、奖项等显性指标

上,建议其把技术类科技成果的市场需求、市场价值

和转化成效纳入考核标准中,形成从产出到转化的

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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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ferringalargenumber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producedbycollegesand

universitiesintopracticalproductiveforceshasalwaysbeenahotissueintheworld．Thetransformation

level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inAmericancollegesanduniversitiesranksledtheworld．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isoneofthemostimportantfunderstosupportthescientificresearch

activitiesofAmericanuniversities．Itsstrategiesandsuccessfulexperiencein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

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fundedbyuniversitiesareworthytobethoughtandlearned．

Review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NSF,itisfoundthatNSFshowsatrendofgraduallystrengthening

thefunding and supportfor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By

summarizingthespecificmeasuresoftheNSFonstrategicdeployment,systemrulesandprojectsettingto

promotetheachievementstransformation,incombinationwiththepracticalsituationofourcountry,from

thecountry,fundingagencies,aftertheoutputofthreeaspectsputforwardperfectachievementsappraisal

system,setupafundachievementtransformationproject,theconstructionachievements withinthe

department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suchastargeted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　 NationalScience Foundation;collegesand universities;transformation of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funded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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