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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科技成果的标准化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14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22900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 Standard Assess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ST 

根据相关评价规范、规定、方法和专家的咨询意见，由科技评估师或科技评审员依据科

技成果标准化评价原始材料通过建立工作分解结构细分化地对每个工作分解单元的相关指

标进行等级评定，并得出标准化评价结果的评价方法。 

3.2 咨询专家 Expert Consultant，EC 

在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过程中，由评价机构聘请的，熟悉被评成果研究领域的、对成果

评价过程进行专业咨询的专家。 

3.3 行业协会机构 Public Service Provider，PSP 

为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工作提供行业服务的机构，主要工作包括：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提供行业管理，评价机构考核、监督等行业自律；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市场的科技评

估师、科技评审员相关岗位证书提供备案服务。 

3.4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机构 Instit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ssessment，ISTSA 

经行业协会机构备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业务能力，建立了科技

成果咨询专家数据库，能够独立接受委托，并提供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服务的服务机构 。 

3.5 科技评估师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raiser，STA 

科技评估师是指根据国家标准《科技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完成相应的职业资格培

训，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岗位培训证书，在评价过程中负责根据评价规范及相应的评

价要求，指导被评价方提供符合标准规定且符合研发基本规律的相关材料，并根据被评价方

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对技术的相关指标进行等级划分，借助专家的咨询，并最终完成科技成

果标准化评价报告的人员。 

3.6 科技评审员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raiser，STA 

科技评审员是指由各级技术转移协会举办，依据《科技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技术

转移服务规范》，完成科技评价相应培训内容，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岗位培训证书，

在评价过程中负责根据评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要求，指导被评价方提供符合标准规定且符合

研发基本规律的相关材料，并根据被评价方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对技术的相关指标进行等级

划分，借助专家的咨询，并最终完成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报告的人员。 

3.7 工作分解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 

自上而下逐级分解科研项目所形成的表达项目层级关系的结构，即一种面向可交付成果

的项目元素分组，这个分组组织并定义了全部的项目工作范围，每下降一级都表示一个更加

详细的项目工作的定义。一般可用表格和树状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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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工作分解单元 Work Breakdown Element，WBE 

在工作分解结构中能够独立表达、独立测量、独立评价的基本单元。 

3.9 技术成熟度 Technology Maturity Level，TML 

在以技术服务于生产作为技术成熟标志的前提下，科技成果在被评价时所处的发展阶段。 
注：技术成熟度用规定的等级表示，共分为 13 级，1-9 级为技术研发阶段的成熟度，10-13 级为技术市场推广阶

段的成熟度。技术成熟度等级表参见附录 A 

3.10技术创新度 Technology Novelty Level，TNL 

一项技术创新点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领域中有或无的情况。 
注：技术创新度用规定的等级表示，共分为 4 级。技术创新度等级表参见附录 B。 

3.11技术先进度 Technology Effect Level，TEL 

一项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作用或效果所处的水平 。 
注：技术先进度用规定的等级表示 ，共分为 7级。应用研究类技术的先进度等级表参见 附录 C。 

4 基本原则 

4.1 目的性原则 

评价的目的应明确。 

4.2 科学性原则 
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特征性：应符合科技成果的基本特征和科研的基本规律； 

（2）准确一致性：指标体系内部各指标之间应协调统一，指标体系的层次和结构应合

理； 

（3）完备性：应围绕评价目的，全面反映被评价对象。 

4.3 现实的可能性原则 
应适应于： 

（1）评价的方式； 

（2）评价活动对时间、成本的限制； 

（3）被评方对评价体系的理解接受能力； 

（4）评价结果使用方对评价体系的理解程度和判断能力。 

5 评价方法 

5.1 评价指标 
包括但不局限于技术成熟度、技术创新度、技术先进度、经济效益和项目团队等指标，

每一项评价指标都应规定具体的评判标准和评价方法。 

5.2 工作分解结构 
对被评价成果进行技术分解，建立工作分解结构，并确定每个工作分解单元的交付物类

型。 

5.3 技术成熟度评价 

以 GB/T 22900《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为基本依据，根据相关证明材料对比附

录 A中成熟度等级的定义，确定每个工作分解单元的成熟度等级和科技成果整体的成熟度等

级,成熟度等级应经咨询专家审核确认，填入技术成熟度评价表（附录 D）。 

5.4 技术创新度评价 
由第三方机构对被评价的科技成果的创新点进行检索分析，形成科技查新报告、检索报

告；根据查新报告、检索报告，结合咨询专家的判断，依据附录 B，从而判断该科技成果的

创新度等级，填入科技创新度评价表（附录 E）。 

5.5 技术先进度评价 
确定被评价成果所在领域的核心指标，并将被评成果的核心指标与该应用领域中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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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技术的相同指标进行对比，根据被评成果证明材料和对照物证明材料的水平确定相关指标

值，对照附录 C中的判定标准确定技术先进度等级，填入技术先进度评价表（附录 F）。 

5.6 效益分析 

分析被评成果的前期投入情况、经济效益情况和社会效益情况。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

该部分所评价的核心内容也应有所区别，包括技术隐性收益、技术显性收益。 

5.7 项目团队评价 

评价项目研发团队应对成果第一完成人和项目团队的整体情况做出相关评价。 

6 评价程序 

6.1 总则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实行“政府、行业、评价机构、科技评估师”四位一体评价体系，

具体分工如下： 

（1）贵阳市技术市场协会作为行业服务机构，负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业管理，评价

机构考核、监督等行业自律；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市场的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相

关岗位证书提供备案服务。 

    （2）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机构根据相关行业规范提供专业化评价、社会化服务，受托

开展评价并对评价过程及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3）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持证上岗，按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从事科技成果标准化

评价，并对出具的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报告终身负责。 

6.2 确定评价时间 

确定一个评价时间点。所有评价的结论都应建立在被评价对象在评价时间之前的完成情

况。 

6.3 确定评价目的 
确定一个评价目的。评价目的包括且不局限于： 

（1）成果管理； 

（2）科研管理； 

（3）技术交易。 

6.4 确定评价步骤 
确定评价实施步骤，具体评价步骤参见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服务流程（参见附录 G）。 

6.5 确定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 
确定一名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作为评价过程的负责人。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负

责： 

（1）根据评价规范、规定和方法，指导被评价方提供符合标准规定并符合科研基本规

律的评价原始材料； 

（2）根据被评价方所提供的材料，借助专家的咨询，对技术的相关指标进行级别的判

断； 

（3）完成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报告。 

6.6 确定咨询专家 
应根据所评价对象的技术领域，至少确定一名熟悉该领域并熟知技术分解结构的咨询专

家。咨询专家负责： 

（1）对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的全过程进行专业方面的指导和审核； 

（2）完成标准化评价专家意见，详见附录 H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专家意见表》。 

6.7 评价原始材料采集 
6.7.1  科技成果被评价方提供成果原始材料。成果原始材料应全面反映被评成果的相关

信息，包含： 

（1）成果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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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研究现状； 

（3）研究经过； 

（4）技术创新点； 

（5）技术先进性； 

（6）技术发展阶段； 

（7）经济和社会效益； 

（8）项目团队的情况等。 

6.7.2 评价原始材料中的关键数据和核心成果都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所有证明材料以

附件形式展示，其撰写和引用方式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7714，并在文后每条证明材料信息

后面提供证明材料关键页。 

6.8 工作分解结构（WBS）分解 
应借助工作分解结构对评价原始材料进行技术分解，并对每个工作分解单元进行相应指

标的描述或对比。 

6.9 编制评价报告 
由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根据评价原始材料和各指标的评价方法、专家咨询意见，编

制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包含且不局限于以下几部分： 

（1）综合评价结论。该部分总结了被评成果的主要研究内容，综合展示后面各项指标

的评价级别，并由此给出综合评价结论。 

（2）科技成果概述。详细介绍被评成果的研究内容、所取得的相关业绩等。 

（3）技术成熟度评价。根据证明材料分析被评成果各个工作分解单元的成熟度，并确

定成果的整体成熟度。 

（4）技术创新度评价。总结被评成果各工作分解单元的创新点，并根据技术创新度评

价方法，确定成果的创新度。 

（5）技术先进度评价。利用技术先进度的评价方法确定各指标的先进度，并由多个指

标的先进度等级确定成果的整体先进度等级。 

（6）效益分析。分析被评成果的前期投入情况、经济效益情况（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

和社会效益等情况。 

（7）项目团队评价。列出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详细信息，并列出项目团队的基本信息。 

（8）专家咨询意见。列出咨询专家的基本信息和专家意见。 

（9）附件。附前面评价原始材料采集要求所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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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附录）  技术成熟度等级表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技术成熟度等级表 

 

标准模板 含  义 

十三级 回报级 收回投入稳赚利润 

十二级 利润级 利润达到投入 20% 

十一级 盈亏级 批产达到±盈亏平衡点 

第十级 销售级 第一个销售合同回款 

第九级 系统级 实际通过任务运行的成功考验 

第八级 产品级 实际系统完成并通过实验验证 

第七级 环境级 在实际环境中的系统样机试验 

第六级 正样级 相关环境中的系统样机演示 

第五级 初样级 相关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 

第四级 仿真级 研究室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 

第三级 功能级 关键功能分析和实验结论成立 

第二级 方案级 形成了技术概念或开发方案 

第一级 报告级 观察到原理并形成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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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附录）  技术创新度等级表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技术创新度等级表 

 

级别 定义 

第四级 该技术创新点在国际范围内，在所有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三级 该技术创新点在国际范围内，在某个应用领域中检索不到。 

第二级 该技术创新点在国内范围内，在所有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一级 该技术创新点在国内范围内，在某个应用领域中检索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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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规范性附录）  应用研究类技术先进度等级表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应用研究类技术先进度等级表 

 

级别 定义 

第七级 
在国际范围内，该成果的核心指标值领先于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

应指标。 

第六级 
在国际范围内，该成果的核心指标值达到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应

指标。 

第五级 
在国内范围内，该成果的核心指标值领先于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

应指标。 

第四级 
在国内范围内，该成果的核心指标值达到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应

指标。 

第三级 该技术成果的核心指标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第二级 该技术成果的核心指标达到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 

第一级 该技术成果的核心指标暂未达到上述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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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技术成熟度评价表 

 

工作分解单元编号 工作分解单元内容 交付物类型 技术成熟度 证明材料编号 

1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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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规范性附录）  技术创新度评价表 

 

 

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技术创新度评价表 

 

工作分解单元编号 工作分解单元内容 是否有创新 创新点描述 证明材料编号 

1    

 

1. 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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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技术先进度评价表 

 

被评成果 对照物 

先进度 

指标名 指标值 证明材料编号 名称 级别 
相应指标

值 
证明材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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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规范性附录）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服务流程 
 

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服务流程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关键文档 

1 客户委托 

（1）委托方向评价机构提出成果评价申请； 

（2）评价机构分析委托需求，明确评价目的——科技成果管理、科

研项目管理、科技成果交易； 

（3）接受客户委托。 

评价申请表 

2 签订合同 
与委托方签订评价合同 ，约定有关评价的要求、完成时间和费用

等事项。 
评价委托合同 

3 
提交评价原始 委托方准备评价原始材料，经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审核符合评

价要求后，即可开始评价。 

 

评价原始材料 
材料 

4 查新 
评价机构根据专家对项目创新点的咨询意见，委托查新机构进行查 

新 

 

专家咨询意见 

5 成熟度评价 
基于评价原始材料，对项目进行标准化评价 ，完成项目技术成熟

度评价。 

 

技术凭证 

6 创新度评价 
根据查新报告对创新点的查新结论，结合文献分析、专利分析对项

 

查新报告（技术分

析报告） 技术创新度进行评价。 

7 先进度评价 
依据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论文等证明材料，开展项目关键技术指

标与行业代表性技术指标分析、对比，进行项目技术先进性评价。 

第三方检测报告、

论文等 

8 专家咨询 

（1）聘请评价咨询专家； 

（2）专家咨询，对科技成果所在行业领域、工作分解结构、成果

所处水平、行业代表性技术分析以及项目创新点提供专家意见。 

专家咨询意见表 

9 效益分析评价 

根据项目单位财务数据，对项目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对没有提供审

计报告、没有实现销售的技术产品，将依据项目单位阶段性收益作

出效益分析评价。 

审计报告、销售发 

票、纳税证明等 

10 项目团队评价 对项目团队、项目负责人进行评价。  

11 综合结论 

综合技术成熟度、技术创新度、技术先进性评价及经济与社会效益

分析等，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给出拟定综合评价结论，并撰写

评价报告书初稿。 

 

12 专家咨询 
咨询专家根据原始评价材料审核评价报告中的相关指标，填写专家

咨询意见。 

咨询问题和专家意 

见表 

13 报告修改 

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将根据专家咨询意见，以及委托方补充材

料，出具评价报告。评估报告应由科技评估师或科技评审员、评价

机构负责人签字，加盖评价机构印章。 

 

14 成果登记 科技成果由技术市场协会进行备案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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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附录）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专家意见表 

 

咨询问题 专家意见 

创新度评价中，该成果的创新点是否可以认定为在其他

领域中没有相关研究？ 

 

先进度评价中，所列的相关指标是否为该成果的核心指 

标？对比参照物水平是否能够代表该领域国际/国内较

高水平？在国际/国内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参照物具有

更高水平的相关指标？ 

 

该成果的综合评价结论中关于整体水平的评价结论是

否合适？您认为该是什么级别？ 

 

该项目的其他指标的结论是否合适？ 
 

您对该成果的评价还有哪些意见？ 
 

专家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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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9 年 1月 12 日发布，2009 年 6 月 1 日实施； 

[2]《技术成熟度及其评价方法》，中国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吴燕生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3]中国航天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胡云、李跃生、刘国宁、米凯编著.航天装备技术成熟度

评价理论与实践.2016. 

[4］巨建国，汤万金．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基于技术增加值．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8. 

 

 

12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4.1目的性原则
	4.2科学性原则
	4.3现实的可能性原则

	5 评价方法
	5.1评价指标
	5.2工作分解结构
	5.3技术成熟度评价
	5.4技术创新度评价
	5.5技术先进度评价

	6 评价程序
	6.1总则
	6.2 确定评价时间
	6.3确定评价目的
	6.4确定评价步骤
	6.5确定科技评估师、科技评审员
	6.6确定咨询专家
	6.7评价原始材料采集
	6.8 工作分解结构（WBS）分解
	6.9 编制评价报告

	附录A（资料性附录）  技术成熟度等级表
	附录B（规范性附录）  技术创新度等级表
	附录C（规范性附录）  应用研究类技术先进度等级表
	附录D（规范性附录）  技术成熟度评价表
	附录E（规范性附录）  技术创新度评价表
	附录F（规范性附录）  技术先进度评价表
	附录G（规范性附录）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服务流程
	附录H（规范性附录）  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专家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