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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发展时期高等学校内部效率研究 

任文隆 李国俊 董现垒 

摘 要 ： 文章 以高等学校 内部各二级学院为基本研究单元 ，利用各学院的投入产出构 

建二次成本函数模型，按经管类、理工类和人文类三大类学科对北京市属高等本科 院校 

二级学院的办学经济性进行分类研 究。结果显 示：三大类学科 中经管类专业的规模 经 

济水平明显低 于其他两类专业，个别以教学为主的高校规模经济水平较其他 高校差距 

较 大，反映出高校之 间在规模控制和 办学理念转变上存在较大差距 ；从 范围经济的角度 

看，样本学院的四类产 出基本都处于范围经济状态，人 文类学科普遍范围经济水平高于 

理工类和经管类学科 。文章建议北京市教 育主管部 门在 市属 高等学校的管理 中，对 办 

学规模的调控应根据不 同高校和不同学科的实际情况，结合市场需求，制定差异化的调 

控政策；在配置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对不同类型学科不同层次学生培养成本的 

差异。同时，各高校也应该加强 自身管理 ，提升 办学理念 ，优化 内部资源配置，提 高办学 

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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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从“十二五”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加强调内涵发展 ，核心任务是稳定办学规模 ，调整办学结构，提 

高教育质量。高校必须实行分类管理、绩效管理，把高校布局结构 、发展绩效作为资源配置 、专业及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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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调整的重要依据 ，通过法规、政策 、拨款 、评估等方式引导特色发展。对高等学校内部运行效率进行 

研究 ，分析高校生产规模 、投入产出水平 ，特别是把生产组合的运行效率作为衡 量高校 内涵发展 的一个 

角度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一直被用于研究高等学校的内部运行效率，特别是内部产出的组合效率。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 ，马陆亭就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协 同发展 的角度定性探讨 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模式①。刘灿 、宋光辉等人采用多产 出二次成本 函数和教育部 直属高校的数据研究我 国高校扩招过 

程 中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变化 ，进而对扩招后我 国高校办学规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研究②⑧。侯龙 

龙从范围经济的角度 ，研究 了我 国不 同类型和不同地区高校的内部效率 ，提出了不同类型和不 同地区高 

校的最优生产方式④⑤。成钢、吴克明利用范围经济理论对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科生教学、研究生培养 

和科研活动之间的资源互补状况进行了研究⑥。陈晓宇、董子静采用全国1412所普通高等院校2005年 

的数据 ，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 中不 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水平 ，从分 

类管理 的角度得出相关结论⑦。李锋亮等 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 ，研究 了 2004—2007年我 国高校规模 

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地区差异 以及变化情况⑧。 

表 l 国内主要研究情况 

以上研究 ，以定量研究为主，基本思路都是基 于 Baumol(1982)和 Dundar(1995)的理论 ，通过二次 

成本函数模型描述高等学校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再利用样本高校的投入产 出数据对模 型参数进行估 

① 马陆亭：《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一一对 2l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思考》，《中国高教研究》1996年第 6 

期 ，第 17—19页 。 

② 刘灿、宋光辉：《高校扩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第 1期，第44—48页。 

③ 宋光辉：《扩招后我国高校办学规模确定的经济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4年第 3期 ，第 17 
— 2O页。 

④ 侯龙龙：《不同类型高校的内部效率一从范围经济的角度》，《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 2期，第 15—22页。 

⑤ 侯龙龙：《不同地区高校的内部效率一从范围经济角度考察》，《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 1期，第 37—4l页。 

⑥ 成刚、吴克明：《我国高校内部效率研究一基于范围经济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2期 ，第 81—91页。 

⑦ 陈晓宇、董子静 ：《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教育研究))2011年第 9期，第 14—21页。 

⑧ 李锋亮 、邹凯、付新宇：《我国大学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地区差异》，《复旦教育论坛))2015年第 4期 ，第 57—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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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以此作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分析的基础。众多研究 中，除陈晓宇的研究采用全 国高校 的数据外 ， 

其余研究都选择采用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数据 ，且均为各高校整体投入产出数据。之所 以如此 ，一方面是 

数据 的可获得性较强 ，另一方面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投入 口径具有一致性，容易获得较好 的模 型估计 R 

值 ，但也存在先天的不足。从教育财政的角度看 ，财政部门对高校拨款的依据是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在校 

生人数，在以收定支、不提倡事业结余的财政管理思路下，总收支和在校生的关系在财政拨款时就已经 

隐含在其中。而普遍认为这种关系并不能准确反映高校内部真实的投入产出配 比关系(1』。因为，高校 

内部资源二次分配的思路不尽相同，合理 的情况是获得财政拨款后 ，高校会根据 自己内部二级单位的成 

本需求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 

因此 ，以高校 内部二级学院的投入产 出数据为样本进行模型参数估计 比采用高校整体数据更具合 

理性和科学性 。然而 ，目前还很少有研究利用高校 内部二级学院的数据进行相关研究 ，主要受限于二级 

学院数据的获取及数据统一性。各高校的财务管理模式和会计核算体 系不尽相同，内部统计 口径也不 

完全一致。涉及各高校二级教学科研部 门的学生情况 、师资情况 、资产状况 、各类收入和支出情况等数 

据往往需要协调学校内部多个部门 ，而各单位对数据 口径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并改进高等学校二级学院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北京市属高等本科院 

校的办学经济性 。 

二 、概念界定和模型建立 

(一 )概念界定 

1．规模经济 

规模经 济是指 生产规模 扩大 的同时 ，产品 的长期平 均成本下 降 ，经济效 益增加 的现 象。根据 

Baumol(1982)的理论 ，单一产 的规模经济定义为 ： 

AIC 

Si ( ) 

式 中，AIC 和MC 分别是产出 i的平均递增成本和边际成本 。S 大于 1表示产出 i规模经济存在 ，小于 l 

表示规模经济不存在。 

所有产出的总体规模经济定义为 ： 

c(Yi，y『，Y ) 

Y MC +r?tc +Y MC 

s大于 1表示总体规模经济存在 ，小于 1表示总体规模经济不存在。 

2．范罔经济 

范 围经济是指同时生产几种产品的成本低于每种产 品单独生产的成本。 

论 ，单一产出的范围经济定义为 ： 

．sc =业  

SC 大于 0表示产出 i范围经济存在 ，小于 0表示范围经济不存在。 

所有产出的总体范围经济定义为 ： 

SC = 
C(Y ，0，0)+C(0， ，0)+(0，0，Yk) 

(2) 

根据 Dundar(1995)的理 

(3) 

(4) 

① 李国俊 、任文隆 、卞艳 、高辉 、张执力 、高雅霞 ：《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类学科生均培养成本构成分析一 以北 京市属 

本科院校为例》，《『11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 1期，第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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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大于 0表示总体范围经济存在 ，小于 0表示总体范围经济不存在 。 

(二 )成本 函数选择 

高等教育生产函数的选择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高等教育产出具有多样性 ；第二，高等教 

育的产品存在质量差异；第三 ，样本数据 中的某些产 出可能为零 (如某个学院可能没有博士生)。根据 

以上约束条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Baumol等人确定 了合理 的成本 函数可能的三种形式 ：二次型成本 函 

数 、常替代 弹性 (CES)成本方程和混合对数方程①。由于北京市属高校办学层次差别较大 ，有以教学 

为主的大学 ，也有教学研究型大学 ，样本高校中很多二级学 院没有博士点，甚至没有硕士点 ，这意味着硕 

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的产 出可能为零。由于二次型成本 函数模 型不受产 出为零的影 响，因此本研究 的成 

本函数基于多产出二次型成本函数形式进行建模 。 

(三)解释变量选择 

1．人才培养产出 

新时期高等学校的基本功能为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现有的研究基本都是采 

用本专科在校人数、研究生在校人数作为人才培养的产出指标。之所以不用毕业生人数，其逻辑在于学 

校 当年 的经费投入是用来保证所有在校生 的培养需求 ，而不仅仅是毕业生。在本研究中 ，采用本专科在 

校人数、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和博士研究生在校人数作为人才培养的产出指标。 

2．科学研究产出 

科学研究的产出最直接的是科研成果 ，而事实上却很少有学者采用科研成果作为 自变量。主要原 

因是科研成果在质量上无法衡量。更多的是采用科研收入或支出作为一个单位科学研究方面的产出指 

标。本文认为，大学的资源投入带来学校综合实力的提升，直接体现在科研收入增加。科研收入规模本 

身具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内涵。就 同一学科而言 ，科研收入数量越 大，代 表被社会认可 的程度越 

高 ，科研实力越强 。 

3．社会服务产 出 

在现有研究中，很少考虑社会服务产 出，只有在成钢 、吴克 明 的模型中社会服务产 出被作为 自变 

量 ，采用的指标是经营收入 。本文认为 ，社会服务主要产生经营收入 ，对应经营支出。无论是经营收入 

和支 出，都与全 日制学生的培养没有直接关系，因此 ，本研究不考虑社会服务收入和支 出。 

4．其他考虑因素 

差异化和层次性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主要特征 。不 同学科对于资源配置水平的基本需求不同 ，比如 ， 

理工类专业往往比人文类专业需要更多的仪器设备 。因此设置生均设备变量 ES反映学科差异。教师 

是任何教育的核心 ，专任教师和学生的数量 比sF被认为是学生培养质量的基本保证。科研收入规模体 

现高校的办学定位和科研实力 ，因此 ，设置生均科研 收人 RS和师均科研收入 RT两个变量。由于政府 

在配置教育资源时会对重点大学倾斜 ，因此 ，设置变量 MU反映是否为重点大学。 

(四)被解释变量选择 

目前有代表性 的研究都是采用样本高校的总收入或总支出(表 1)作为高校的投入变量。因变量选 

择需要考虑方程两边的平衡 ，即投入 和产 出需匹配。因此 ，本研究 的总成本 TC采用高校 的支 出数据 ， 

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科 目分类 ，包括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和 

其他支出。其中，基本建设和政府化债部分需要剔除。原因是基本建设不属于经常性支出，不同年度不 

同高校之间的差别很大，且和学校培养并无直接关系，会对模型的拟合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离退休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和经营支出由于和学校当前 的教学和科研职能没有直接关系 ，也需 

① 成刚：《中外高等教育成本函数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 5期，第 102—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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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剔除。 

(五)模型建立 
k k k 

c=。。+Ⅱ ∑Q +b ∑∑Q +C1SF+C2RS+C3RT+c ES+csMU+ (5) 

其中， c为总成本 ，a。为常数项 ，a 和 b 是产出变量的系数，Q 代表产出。SF为生师比，Rs为生均科 

研收入，RT为师均科研收入 ，ES为生均设备价值 ，MU代表是否为重点大学 (MU=0 or 1)。∈为随机误 

差项 。 

三、数据来源和归集 

模型参数估计采用 2014年北京市属本科 院校二级学 院的数据。北京市属公办普通高等本科高校 

19所 ，其中艺术类高校 4所 ，医学类、体育类 、农业类高校各 1所，将 以上 7所高校剔除，剩下 l2所高校 

主要涵盖理工、人文和经管类专业。本次采集了 12所高校 中7所高校的 83个二级学院的数据 ，涵盖 3 

所理工科为主的高校 ，4所人文管理为主的高校 ，其中 1所为 2l1建设高校。由于各高校的财务管理方 

式和会计核算体系不尽相同，有的高校实行财务分级管理 、统一核算 ，有的高校实行财务统一管理 、统一 

核算 ，造成个别高校的部分二级学院成本无法准确归集 ，本研究将无法合理归集成本 的二级学院剔除在 

外。例如 ：高校 7的管理体制分为本级和 5个独立学院。由于会计核算 的原 因，本级的数据无法拆分 ， 

因此 ，高校 7只保 留了 5个独立二级学院的样本。 

表 2 样本 学院数据分布 

83个二级学院中有理工类学院 33个，人文类学院31个 ，经管类学院 19个。采集数据包括各校二 

级学院学生数据 、教师数据 、收入和支出数据 、资产数据等。由于各高校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体系不尽 

相同，相应数据归集的过程也有差别。基本原则是：与培养学生相关的直接支出全部计入各二级学院的 

总成本，学校不在二级学院核算的间接支出，如学校公共部门的水、电、气、暖等公用支出，教辅部门、行 

政部门和后勤部 门支出按照当量学生人数①分配到各二级学院。 

四、结果分析和讨论 

(一)模型参数估计 

第一步：用 Spssl9．0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4，R方为 0．834，但变量之间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模型参数估计没有意义。 

第二步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变量 1至 l4进行因子分析 ，提取公 因子 F1、F2、F3，再将他们 

和变量 15至 l9作为解释变量 ，并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① 根据((2013年北京市级部门预算编报指南》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折合系数为 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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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F1 

F2 

生 师比 

R方 

Adj—R方 

F值 

0．308 

O．334 

2．098 

0．762 

0．581 

36．512 

6．651⋯ 

7．181⋯ 

4．260⋯ 

1．318 

1．388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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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过程中，生均科研收入 、师均科研收入 、生均设备、重点大学均不显著 ，逐步剔 除。最后结果见 

表 5。 

(二 )结果分析 

1．分学科规模经济分析 

根据表 6，83个样本中，总体规模经济 67个 ，占比 81％。从个别产出来看 ，本科生规模经济 占比 

27％ ，硕士生规模经济 占比51％ ，博士生规模经济 占比54％ ，科研规模经济 占比 53％ ，均不足 60％ ，处 

于较低水平 。 

表 6 分学科规模经济分析 

注 ：同一高校学 院个数不一致是因为不是所有学院都 同时培养 本科 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 

在经管、理工和人文三类学科中，经管类学科的总体规模经济水平最低 ，只有 53％ ，分别低于理 T 

类和人文类学科 35和 37个百分点。本科规模经济水平普遍较低 ，理T类学科 四种产 的规模经济水 

平均高于经管类和人文类学科。其中，本科生培养规模经济水平分别高出经管类和人文类学科 19和 

23个百分点。硕士生培养规模经济水平分别高出经管类和人文类学科 31和 18个百分点。博十生培 

养规模经济水平高出经管类学科 32个百分点。科研规模经济水平分别高出经管类和人文类学科 24和 

4个百分点。 

2．分高校规模经济分析 

根据表 7，83个样本总体规模经济 占比 8l％。其中，高校 1总体规模经济 占比 100％。高校 5和高 

校 7总体规模经济分别为 56％和 0，且高校 5和 7均为经管类学科为主的大学。经过扩招 ，经管类学科 

为主的高校较多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态 ，特别是高校 5和高校 7不宜再扩大招生规模。 

表 7 分学校规模经济分析 

注：高校 1—3为理工类学科为主的大学，高校 4为人文类学科为主的大学，高校 5—7为经管类学科为主的大学。 

在各产出层面 ，高校 1的规模经济水平都高于其他高校。本科生培养的规模经济水平在 4种产 

中处于最低，分别比硕士生和博士生低 24和 27个百分点。高校 3和高校 7所有二级学院的本科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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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均处 于规模不经济状态。 

3．分学科范围经济分析 

根据表 8，样本 中经管类 、理工类和人文类三类学科都处于范围经济状态 。人文类学科无论在总体 

范围经济还是各单项产出的范围经济水平都高于其他两个学科。 

表 8 分 学科范围经济分析 

原因在于理工类学科之间的差异较大 ，需要大量的仪器设备，且对设备的种类和档次的需求存在很大差 

异 ，对 图书资料 的需求也各不相同 ，学科间通用性不高 。经管类学科虽然不像理工类学科需要高价值 的 

仪器设备 ，但同样也需要实验机房和功能不同的仿真模拟平 台。例如，材料学科的本科生培养以理论学 

习为主 ，教学实践为辅。一旦人才培养的层次提高到硕士或者博士级别 ，意味着科研实力和科研经费 的 

规模都达到一定水平，且层次越高、水平越高，对大型、尖端仪器设备的需求也会出现跃升式的增加。如 

果一个学院不能正确处理好本科生 、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关系 ，则范围经济水平势必受到影响。相 

比之下，人文类专业对于仪器设备和仿真平台等硬件设施没有过多要求，在图书资料、师资配置等方面 

也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因此人文类学科 的教学和科研更容易形成相互协调，达到更好的范围经济水平 。 

4．分学校范围经济分析 

从高校角度看，所有的样本高校都处于范围经济状态。高校 5无论是总体范围经济还是各产出单 

项范围经济水平都高于其他高校。经分析 ，高校 5是一所 以语言类专业为主的人文类高校 ，具备上面分 

析特点。不仅在本文，在其他研究人员对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范围经济水平进行研究时也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 ，例如成刚和吴克明①、侯龙龙②的计算结果都 显示 ，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外语类 、艺术类 院校的范围 

经济水平普遍高于理工类高校。 

表 9 分学校范 围经济分析 

高校 7受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模式的限制 ，校本部的办学成本无法归集到二级学院，只保留了 5个 

独立办学二级学院的样本数据。高校 7由于历史的原因，办学体制比较特殊 ，全部独立二级学院的办学 

规模与本部基本相当。因此 ，对高校 7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分析 ，实际上体现了其独立办学模式 

① 成刚、吴克明：《我国高校内部效率研究——基于范围经济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 

第 2期，第 81—91页。 

② 侯龙龙：《不同类型高校内部效率——从范围经济的角度》，《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 2期 ，第 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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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性 ，也可以作为对其特殊办学体制的考量。表 9显示高校 7的总体范 围经济水平和各项产出的 

范围经济均与其他高校有一定差距。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采用北京市属普通高等学校二级学院的数据 ，通过构建多产 出二次成本函数模型对北京市属 

高等学校 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 ： 

(1)经过“十五⋯‘十一五”期间的扩招 ，北京市属高校本科生规模经济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高校 

之问存在较大差距 ，学科发展不平衡 ，新时期内涵发展的要求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调研的二级学院中，本科生培养上处于规模经济的学院只占27％，比其他产出的规模经济水平低 

20多个百分点。个别以教学为主的高校规模经济水平较其他高校差距较大，反映出高校之间在规模控 

制和办学理念转变上存在较大差距 。经管类学院、理工类学 院和人文类学院的平均当量在校本科生规 

模分别为 1663人、1212人和640人。相比之下，各类学院的规模经济水平与现有办学规模成反比。虽 

然样本学院的总体规模经济程度达到 81％ ，但从学科 的角度看 ，人文类和理工类学科 的规模经济水平 

在 90％左右 ，而经管类专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偏低 ，只有 53％。由于本文采用的是 2014年度的数据 ，说 

明经过了“十五⋯‘十一五”期间的扩招 ，北京市属高校经管类 、理工类和人文类学科本科生的在校生规 

模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资源承载的合理水平。新时期内涵发展 的要求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建议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在市属高等学校的管理中 ，对办学规模的调控应根据市场需求 ，充分考虑 

不同高校和不同学科的实际情况 ，制定差异化的调控政策。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 ，招生指标向未来社会 

需求大、市场前景好 、规模经济水平高的学科和高校倾斜 ，同时将高校的内部效率纳入财政综合绩效考 

评体系和高校收入挂钩 ，引导和激励高校特色办学、差异化发展。 

(2)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看，样本学院的4类产出基本都处于范围经济状态，人文类学科普遍范围经 

济水平高于理工类和经管类学科 。 
一 方面 ，理工类学科和经管类学科较人文类学科 ，在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培养和科学研究方 面， 

每提升一个层次 ，对硬件软资源的需求也按级数提升 ，且不同专业方向之间差异较大 ，通用性不强 ，造成 

各类产出之间的协同互补效应不如人文类专业 。另一方面，学校 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校 内对办学资 

源的组织 、管理、协调水平也是造成同类高校间范围经济差异的原因。 

建议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在配置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生均综合定额的测算过程 ，充分考 

虑不同类型学科不同层次学生培养成本的差异 。同时 ，各高校也应该加强 自身管理 ，提升办学理念，优 

化 内部资源配置 ，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 

本研究采用高校二级学院的调研数据得到了与采用学校整体数据不完全相同的研究结果 ，且结果 

与实际相符 。结果证实了采用学校 内部二级学 院调研数据研究高校 内部效率这一思路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 。但该研究路线对数据的要求较高 ，需要对样本高校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体系进行具体分析，逐个 

甄别 ，以保证数据归集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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