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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研项目的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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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学科研项目存在着投入资金高、
研发周期长、
失败率高以及实验环节多等特点，
其研究

因此，
有必要从项目的风险角度来进行管理，
以规避项目过程
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
较为系统地提出项目风险管理对策。根据
的风险。文章旨在对医学科研项目风险成因分析的基础上，
结题的不同阶段其风险管理
项目实施流程，
设计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流程，
具体分析了立项、
实施、
的特点，
以期为我国逐步形成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的科学方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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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研究与人类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袁作为
一种探索性的人类活动袁医学科研项目存在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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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的产生原因

资金高尧研发周期长尧失败率高以及实验环节多等特

渊一冤医学科研项目本身的特性

点袁容易受到内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袁存在较大

作为探索性的人类活动袁 医学科研项目本身就

风险袁其中成本风险尧时间风险尧人力资源风险和医

存在不确定性袁 其研究方式和研究路径可能是多种

学研究本身的自然风险等问题尤为突出 咱员暂遥 目前医

多样的遥 另外袁研究项目相关知识的更新尧研究成果

学科研项目的规模和资金投入不断庞大袁跨地区尧多

与社会需求的相适程度都是客观的医学科研项目的

领域尧多学科交叉协作日益紧密 遥 因此袁医学科研

风险因素遥

咱圆暂

项目的风险管理值得医疗机构尧医学科研院所等部

渊二冤科技人员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门的科研管理者们重视遥

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限制渊有限的感知能力尧有限

员怨圆怨耀员怨猿猿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得许多

的记忆能力和有限的逻辑运算能力冤袁造成人类对于

国外研究人员将项目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对象遥 但目

医学生物领域认识上的深度与广度两方面均存在很

前国外大部分项目管理策略的设计是基于商业领

大局限性袁 科研人员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和预见项目

域袁而非科学研究遥大部分国内科研机构管理者不熟

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变化袁导致项目风险的发生 咱缘鄄远暂遥

悉复杂的项目管理系统和管理方法学袁对于科学研

渊三冤内外部环境的多变性

究的项目管理也多半是关于科研项目的评估理论与

医学科研项目所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可以说是复

方法的研究 咱猿鄄源暂袁而真正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方面

杂多变的遥例如袁医学科研申报者要成功申报项目获

的相关研究则颇为鲜见遥 本文旨在探讨医学科研项

取科研经费袁就必须组建一个研究团队袁而这个团队

目风险特征的基础上袁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对策袁以

往往是临时的袁人员复杂袁学历尧职称各异袁本单位与

期为我国逐步形成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的科学方

外单位人员交织等袁 面临较大的人力资源风险遥 再

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遥

如袁 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和教学机构还没有设置专门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发展基金项目渊圆园员圆晕允酝哉圆远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远原员怨
作者简介院赵

霞渊员怨苑远原 冤女袁江苏无锡人袁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在读博士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尧科研管理曰张永敏

渊员怨远猿原 冤男袁江苏无锡人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袁医疗质量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猿圆源窑

第 源 期 总第 缘苑 期
20员3 年 愿 月

的科研岗位袁医学科研者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的风险与存在的不足袁从而可能制定出最优化尧合理

研究工作袁医教研多个角色易产生冲突 袁科研项目

的研究方案袁为整个项目的实施打下扎实的基础袁减

咱苑暂

得不到足够的时间保障袁时间风险令人堪忧遥

少实施后项目的风险发生概率遥
圆援 项目风险预测

二尧 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项目风险预测是识别项目存在的风险袁 确定这

按照风险管理的一般流程进行分析袁科研项目

些风险袁判断这些风险会造成的影响尧后果及其严重

风险管理必须经过风险识别尧风险评价尧风险应对尧

程度遥具体做法应该是院淤预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

风险监控等几个过程袁医学科研项目也不例外遥 风

潜在风险曰于预测项目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曰盂预测

险识别是识别医学科研项目存在哪些风险袁可能造

已知的项目风险引起的后果曰 榆预测项目研究成果

成的影响程度和带来的后果袁以及引起这个风险的

的最终社会适应性遥 医学科研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内外部因素等曰风险评价是对科研风险及其后果进

一定是要应用于社会的袁 因此实际应用效果是需要

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与界定曰风险应对是针对性地

被重点考虑到的遥

根据风险识别的结果对每类风险做好预案袁并进行

渊二冤项目实施阶段风险管理

有效的防范和解决曰风险监控是在科研项目的实施

员援 制订风险预案

过程中袁加强监督检查袁动态地决策和应对袁尽可能

医学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遭遇到的风险事件有

地实现科研活动目标 咱愿鄄怨暂遥

时是影响整个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袁 可以说是对整

笔者认为在遵循风险管理一般流程的基础上袁

个科研项目的考验遥 如果项目承担主体能够在项目

应当建立一套适用于医学科研项目的风险管理体

实施之初制定好各类风险事件预案袁 在项目遇到突

系袁按照医学科研项目实施流程进行分析袁根据项目

发风险时袁就可以做到从容不迫袁遵循科学的风险应

实施流程本身的特点袁按照医学科研项目的实施进

对方法袁针对性地采取适当措施袁排除尧转移风险袁将

度袁将其风险管理体系划分为项目立项阶段尧项目实

风险降至最低限 咱员员暂遥

施阶段和项目结题阶段之风险管理三部分袁这种分
类体现了科研活动的阶段性遥 与此对应袁在项目立

圆援 定期绩效考核

项目一旦开始实施袁 就必须定期对实施的工作

项阶段尧项目实施阶段和项目结题阶段之风险管理

进行绩效考核袁 分析项目实施实际进展与项目制定

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风险识别尧风险评价尧风险应对尧

的标准之间的差距袁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以及纠偏的

风险监控的过程袁 这个过程甚至会有多次反复

遥

咱员园暂

种种措施等遥研究人员可以参考绩效考核结果对项目

项目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风险管理的特点和重点也

风险进行识别和界定袁采取项目风险应对措施袁确保

不同遥 笔者认为较为合理可行的风险管理实施流程

项目按标准尧按计划完成遥 项目进行风险分析的方法

应如图 员 所示遥
风险知识

很多袁诸如主观概率法尧蒙特卡罗模拟法尧灰色系统理

风险评价

风险应对

风险监控

论尧效用理论尧决策树分析法尧模糊分析法等咱员圆暂遥
猿援 动态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除了指科研团队与外部各类信息的及
立项阶段
风险管理
优化
项目
方案

实施阶段
风险管理

项目
风险
预测

图员

风险 定期 信息
事件 绩效 动态
预案 考核 管理

结题阶段
风险管理

时沟通和实时把握袁 也泛指团队内部每个成员间的

适应
社会
环境

医学科研项目在不断深入开展的过程中袁会不断地对

调研
市场
需求

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流程图

渊一冤 项目立项阶段风险管理
员援 优化项目方案

医学科研项目的立项评审十分重要袁关系到项
目今后的可行性袁需要由该项目专业领域的专家来

各类信息交流遥 医学发展迅猛袁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袁
整个研究团队人员的综合水平和知识结构提出更高
的要求袁于是袁科研人员必须不断学习袁不断扩大知识
容量袁项目主要负责人应该定期为团队成员提供最新
的专业资讯和信息袁搭建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遥
渊三冤项目结题阶段风险管理
员援 调研市场需求

在项目成果形成之后袁 要根据市场调研情况进

评议袁同行专家评议给出较为客观的意见袁项目研究

行医学科研项目的结题评估和风险应对袁 并为下一

人员可以据此更加深入地把握研究的难点方向袁掌

步要开展的工作包括后续项目打下良好的理论与实

握该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袁分析项目开展可能发生

践基础遥有时候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袁整个项目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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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调整袁从而开始新一轮的项目风险管理工作遥
圆援 适应社会环境

项目成果是知识产品袁实验室出来的研究结果
也许与社会的价值需求并不相符袁于是产生了医学
科研项目的后续风险隐患遥 例如在 员怨怨愿 年末袁人类

胚胎干细胞的成功培养使科学家利用其治疗各种疾
遥

咱员猿暂

综上所述袁医学科研项目风险管理是一种综合

冯

咱远暂

砸蚤糟澡葬则凿 月袁郧怎灶凿藻则皂葬灶 运援 酝葬灶葬早蚤灶早 则蚤泽噪院 贼澡则藻葬贼 燥则

咱苑暂

性的管理活动袁科研项日管理人员必须对医学科研
项目立项尧实施尧结题的每个阶段和多个环节进行风
险管理袁力求将医学科研项目的风险降到最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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