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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n-profit research facility construction on the one hand is to provide researchers a good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to enhanc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with providing tool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be used as means 

of public access, awareness, ma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to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and overall scientific 

quality. And that it is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untry promoting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ivilized socie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cience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function of non-profit research facilities. Aims to provide reasonable 

direction suggestion on professional function of non-profit research facility, making non-profit research facilities play a greater and more 

active role in term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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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益类科研设施建设一方面是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硬件设施，为提高科研创新能力提供工具保障，另一方面

也应作为公众接触、认知、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体科学素质的媒介和手段，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提高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必要举措。本文从公益类科研设施的科普功能定位、以及现有公益类科研设施的科普功能承担现状

展开研究，旨在为公益类科研设施科普功能承担提供合理的方向建议，使公益类科研设施在科学普及方面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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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公益类科研设施 

所谓“公益”即公共利益，具有不以盈利为目的，惠及

全社会利益和福祉的社会属性；“科研设施”即由政府、社

会组织、个人提供的，用于科学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

普通公众进行科学知识学习的设施、设备等工具；“公益类

科研设施”显然既具有公益类基础设施的公益性、非排他性

的社会属性，同时也具有科研设施的共性特征，且大多数

由政府提供，为便于科学研究创新和科学知识普及而购置、

建立的器械、设备等科研基础设施。传统观念上的科研设

施一般被认为专业的科研人员即所谓的“内行”才能使用的

“专业”设备设施，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科学

知识对于个人成长、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是显而

易见的，科研设施不再只是科研人员的专属，大力进行科

学知识普及，让科学技术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

对于公众科学素质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和社

会现实性意义。 

1.2 科学普及 

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在中国被称之为科学技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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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学技术普及是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

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

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广科学技术应用的活动。

通过搜集整理科学真理，用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方式通

过相关媒介传播到受众人群的教育或教化。让公众理解科

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

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

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

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

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

的发明创造中来。 

科普场馆和设施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科普宣传和教育

的重要场所。截止到 2001 年，中国大陆地区共有科学技术

博物馆 240 多座，包括科技馆 21 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 8

座，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博物馆 6 座，专业性自然史博物馆

115 座，农业、航空、航天、邮电、铁路、中医药、煤炭、

军事等专业性技术博物馆约 50 座，水族馆 38 座，另有省

级综合性博物馆设立的自然部 9 座。 

2． 公益类科研设施科普功能承担现状 

2.1 科研设施自身建设 

科研设施是指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所需的资金、网

络设备、科研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应用平台、实验基地、

文献检索体系等。科研环境的优良与否是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科研工作能否吸引人才、能否吸引投资、能否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科研设施的建设发展不仅代表着这

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环境，同时也影响制约着科学研究能

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很大成

功。国家对公益类科研设施的投入也在稳步增长。但是由

于公民对物质、文化、精神生活需求的提高同样迅速，加

上我国人口基数太大的基本国情,用于公益类科研设施建设

的财政投入仍有很大空缺。 

当前我国公益服务类设施的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公

益类科研设施建设仍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已建成的公益类

科研设施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没有真正实现向

普通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学技能，进而成为科学的

主人的科普功能。公民认为科研设施对自己影响不大，是

科研人员、专业人员才用的到的东西，公民对公益类科研

设施的认识非常浅显模糊。 

2.2 科普对象科普意识 

目前，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还没有在全

民中形成讲知识，重学问的社会氛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更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大多数公民只能满

足自身的物质需求，科研文化、信息意识十分淡薄，无法

利用科研设施来帮助自己提升业务能力和技巧，对于科学

研究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既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也没有使用科研设施的实践能力。 

我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0 年，全国公

民具备基本科研素质的比例为 3.27%，每 100 人中，仅有 3

人具备基本公民科研素质。远低于欧盟、美、日、加拿大

等地区。美国在 2000 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研素养水平的比

例已经高达 17%。如果公民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就很容

易被反科学伪科学统摄，缺乏对科技精神的忠实信仰，就

容易陷入精神虚空、行为荒唐。《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指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指公民了解必要的

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

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

公共事务的能力。”科学素质已成为与道德素质、身体素质

同等重要的公民素质指标，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并及时提

供公民的科普意识。一方面，作为传播公共信息的媒体，

更应该有科普意识，多开辟“科学”版面，多关注国内外科

学发展信息，为公众传播更有价值、实践意义的科技文化

知。另一方面，公众的精神和文化兴趣，也应该教育意义

欠缺的花边娱乐新闻、科技含量低的学术新闻中走出来，

多关注科学报道以及科学信息，提升自己的科普素养，让

自己成为一个爱科学者。最后，整个社会应该多倡导“爱科

学，爱科研”的综合氛围，比如科研院所应多开展“公众开

放日”，而不要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尤其多鼓励孩子树立为

科学献身的崇高理想，摆脱“精致的利益主义者”的庸俗定

位，为未来发展注入无穷的科技和发展动力 

2.3 科普媒介存在的问题 

1.科普经费不足 

欧美等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科普工作资金的来源中企业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传播普及有助于展示企业自身

的科技实力和企业文化，因此很多企业参与并开展科普活

动，投入公益类科研设施的建设，消费者接受新知识，了

解新技术，才会更容易接受新产品。而我国科普工作资金

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捐赠和自筹，公益类科研设施的

建设经费十分欠缺。 

2.科普主体行为和能力缺失 

科研机构为追求直接经济利益，放弃具有能够带来远

期社会效益的公益类科研设施的建设，只进行相关科学技

术的转让；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源的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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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以科研成果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制的影响，科普

积极性很低，科普的效果较差，科学家们应乐于向媒体和

公众谈论自己的研究工作；因为缺乏专业教育和职业准入

标准，目前的科普人员职业化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有碍

于其学习、理解和传播科技信息。 

3.法律体系不完善 

为使我国科普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道路，除了

完善已制定的《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法规意外，还应

该制定专项法规和实施细则，既要有明确的科普组织法、

科普产业化政策，还应该将科普工作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

面上。 

3． 完善公益类科研设施科普功能承担的政策、路径 

3.1 加强公民科普意识  

强化公益类科研设施公平建设，加强对科学素养水平

较低群体的关注，建立以最基本教育保障为基础，专项补

贴为支撑的公益类科研设施科普体系。建立具有区域特色

的统筹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科技人员、公益类科研设施

的科普框架和体系。强化公益类科研设施建设，鼓励公益

类科研设施的管理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发挥公益类科研

设施的科技信息传播与科研实践功能，提升公众科普意识。 

3.2 推进公益类科研设施供给多元化 

公益类科研设施是具有非排他性特点的 准公共产品，

一般来说，都是由政府参与供给，因而形成了较强的纵向

一体化政府垄断。为引进竞争、消除这一垄断，可以采取

合同承包、竞争性招标、特许经营等方式来推进公益类科

研设施供给的多元化，完成公益类科研设施的建设，进而

更好的实现其科普功能。 

3.3 探索建立财政支持公益科研性设施免费科普的长效机

制 

首先，国家应该加大对公益类科研设施的建设投入，

实现公益类科研设施科普服务均等化，让更多的公民有机

会学习掌握科学知识、进而运用科学知识进行研究工作。

其次，财政支持公益类科研设施免费科普为公民学习科技

知识、提供公民的整体科研素养提供了可能,为国家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社会整体文明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最

后，公益类科研设施科普功能的有效实现需要建立在一个

持续稳定的财政支出平台上，政府应有重点、有倾向性的

给予支持，同时也应该加强与社会其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争取到更多的财政支持，让更多的普通公民接触科技信息，

感受科技力量，进而让更多的人们投入到科学研究的工作

当中，为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 

3.4 发展志愿者队伍，实现公益类科研设施的科普工作 

我国国民经济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深入人心，志愿者事业的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志愿

者活动可以减轻政府对公益类科研设施投资不足而导致公

益科研性设施没有很好利用的现状。因此，应当进一步完

善志愿者服务制度，加强志愿者服务的培训和回馈机制，

为了激励青少年参加志愿者组织，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励政

策，可以将志愿者参加活动的时间记录下来，建立个人档

案，将来自己有需要时可以在自己的“道德银行”里以金钱

或互助的形式支取，以此鼓励和引导志愿者在公益类科研

设施科普功能承担方面提供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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