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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模糊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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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政府资助项目的评审问题，
给出了一种带有模糊信息的项目评价和排序方法。考虑到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多指标决策中普遍存在弱优先性和不可比性的客观现实，引入了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法，基于项目评价指标
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用三角形模糊数的概念对其进行改进，
同时给出了相应的算法。最后，给出了一个算例
以说明提出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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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的政府资金来说

（亦即备选项目 ａｉ 绝对优于 ａｉ′）
，或无差异关

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目前，国内科技成果

系（亦即 ａｉ 与 ａｉ′同样好）
。但事实上，其它的

科技成果转化通常是指对科学研究与

转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科技成果

情况也同样存在，如一对备选项目是不可比
，
较的关系（亦即不能断定 ａｉ 比 ａｉ′好或相反）

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所

转化机制、问题与对策层面，而关于科技成

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

果转化项目，尤其是政府资助项目评价方法

或者得一对备选项目是弱优先关系（亦即 ａｉ

新工艺、新产品、新产业的活动，其根本目的

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见到［２－ ４］。

只是稍微好于 ａｉ′）［５］；后者则较好地解决了项

是要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１］。作为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实施效果受多方

目决策中的弱优先与不可比性问题，同时应

技术进步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

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综合分析这

用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法不需要对各类指标进行

节，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近年来引起了我国社

些影响因素对项目做出评价，从这种意义上

无量纲化处理，避免了其它一些方法中无量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了各级政府

说，将多指标决策分析方法用于科技成果转

纲化处理导致的信息丢失或扭曲［６］。另外，科

的高度重视，并已成为政府经济、科技工作

化评价是适当的，便于通过多重相互矛盾的

技成果转化项目涉及的很多评价指标都具

的一项重要内容。“九五”以来，我国各级政

指标来权衡项目的优劣取舍。采用多指标决

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适宜于使用模

府在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建立健全

策分析方法主要涉及评价指标体系和排序

糊概念加以处理和描述。

政策法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在

方法两方面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类

不同战略层次上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

型多种多样，具体项目类型的评价指标体系

引入科技成果转化政府资助项目评价当中，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计划，设立了不同

可由有关主管部门或机构根据资助计划和

并用三角形模糊数的概念对其进行改进，试

类型的资助基金 ［２］。这些“计划”或“基金”每

基金的目的和导向并会同有关专家加以确

图为科技成果转化资助计划和基金的相关

年都会收到大量的项目申请，如何对这些项

定，这里不再赘述。在多指标决策分析方法

政府管理部门和机构客观地筛选和评审申

目做出科学评价，从中发现真正的“技术机

中 常 用 的 两 个 排 序 方 法 是 ＡＨＰ 法 与

报项目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

会”
、剔除“技术陷阱”
，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法，前者用“互反性”作为两两

真正有技术前景和市场前景的项目中，以实

比较判断的准则，不尽符合我国通常的语言

现“计划”和“基金”的宗旨和目的，这对于具

与心理习惯，得出的结果也是严格优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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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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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模糊数的隶属函数可以用数学

!"#$%&’%% 法是一种基于级别“优先
关系”
的多指标决策方法，
它首先根据事先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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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表示如下：

义的优先函数来确定方案间的优先关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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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利用这一优于关系计算各方案的正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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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流量和净流量并据此确定方案的排序。
关于 !"#$%&(%% 法的具体步骤，为节
省篇幅，在此略去)*+。这里就应用该方法的关

三角形模糊数的代数运算定义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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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函数一般可分别针对每一个指标
%* 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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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 ")"的优先程度可以从 .* 2/5,8
（无差别）变化到 .*2/5,.（严格优先），简单地

（#）
基于三角形模糊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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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数 ’ 可以表达为 &,$+%+’。

考虑如下多指标决策问题：方案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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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角形模糊数可记为"’ ,2&，$，%5，精

—优先函数的构造问题予以简要说明。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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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计算模糊正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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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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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糊负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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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排序关系。用 ./0123422 决
策时，可以使用部分排序（./0123422!）
或完全排序（./0123422"），对于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决策，最好两种方法结合使用。
在进行排序之前，要计算出正流量 *?7")5、负
流量 * -7")5和净流量 *&’(7")5。其中 * ?7")5和 * -

说，这种优先的概念就是从指标 %* 的角度看

根据三角形模糊数的代数运算定义，在

“方案 ") 比 ")"好”这个声明正确的百分率是

!"#$@&’@@ 原理的基础上可以设计模糊

形式而得到，这可以用期望值法来完成)B，48+，

步骤如下：
!"#$@&’@@ 算法，

其转换公式为：

多少？
在构造优先函数时，有 9 种常用的“一
般性准则”可供选择，其含义如图 . 所示。这
9 种类型基本覆盖了大部分决策问题，决策
者可以根据其偏好选择使用，也可以根据特
情况另行构造准则。

, 57")5和*
, -7")5转换成精确数的
7")5可以通过将*

（4）针对每一个指标 %* 指定一个特定的
一般化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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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7")5可通过下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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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指标模糊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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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所有方案 ")，
")"!$ 的模糊关
系：

（*"）

部分排序是由交叉比较正流量和负流
量决定的，这种方法允许弱优先和不可比较
性，最终得到的只是部分优先关系，并不能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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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全部备选项目的排序关系，但从弱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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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准则

（1）
“半”准则

*,.

要使用完全排序，完全排序是由净流量的大

此步骤又分为：

小决定的。

如下关系得到：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项目申报，需要对经

(.*7&6*，#6)，
%6(5
(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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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水平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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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优先函数乘以每一指标各自的
,*(7&.*，
.*7%’ *7")56%’ *7")"55*,
#.*，
%.*5*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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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斯准则

图 ! "#$%&’()& 法中常用的 * 种一般准则

!+, 三角形模糊数及其运算

初选合格的 ! 个可行项目进一步考察并从
中选出两个项目予以支持。该政府部门设定
了 *+ 个评价指标，具体是：技术成果的创新
性（)*）、技术成果的先进性（)$）、转化内容的

权重：

线性优先准则

" 算例
假设某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共收到 *+ 项

.*7%’ *7")56%’ *7")"55(.*77&，
#，
%567(，)，*55

（<）无差别区间和

息。要想最终对所有备选项目进行排序，需

其中%’ *7")5(7&，
#，
%5，%’ *7")"5(7(，)，
*5。
首先，构造优先函数 %*7/5，它可以通过

（:）线性优先准则

和不可比较性可能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

最后，
计算+
, 7")，")"5：

可靠性及技术路线的可行性（)&）、技术成果
转化的价值及预期效果（)!）、总体实施方案
的可行性（)"）、总体与阶段目标的合理性及
实现的可能性（)#）、
申报与合作单位技术基

&

, 7")，")"5(..*7%’ *7")56%’ *7")"5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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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因素，因而较好地代表了决策的真实
环境，并对决策者同时具有适应性强和易于
理解的特点。应当指出，模糊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方法计算量较大，如果能够针对该方法开发
出相应的软件，
无疑会增加其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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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黄伟．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与发展［
Ｊ］
．科技成
果纵横，２００２，（５）：７－ ９．
［３］冯英娟，王彦，张世彤．科技成果转化的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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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７）、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
（ｃ８）、投资预算的合理性与资金筹措的可靠
性（
、申报单位财务与管理状况（
，并针
ｃ９）
ｃ１０）
对各指标制订了具体的评价内容和主要观
测点。该政府部门聘请了来自技术、管理、金
融等不同方面的 １１ 位专家组成了项目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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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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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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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兴吾．建设区域促创新系统，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的途径探讨［
Ｊ］．软科学，２００４，
１８（２）：８－ １１．
［５］陈守煜．系统模糊决策理论与应用［
Ｍ］
．大连：大
ａ１
正流量

专家组，专家组成员通过项目可行性报告及
图２

相关申报材料的审阅、实地参观考察、与项

ａ２

ａ３
负流量

ａ４
净流量

各备选项目的正流量、负流量和净流量

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交流等方式对 ４ 个

全排序和完全排序是一致的，即 ａ２ !ａ３ !

备选项目进行了详细考察，经评议得到了决

说明各方案的优劣存在显著差异。
ａ１!ａ４，

策矩阵（项目评价值），同时，专家组还确定
了各评价指标的模糊权重和构造优先函数
的“一般性准确”，决策矩阵、指标权重和“一

３

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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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０，１１５（１）：４５－ ６５．
［７］郭勇，邱志明．用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法解决舰炮武
器方案系统选优问题［
Ｊ］．兵工学报，
１９９９，２０
（２）：９７－ １０１．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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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最终评审阶段，

般性准则”等决策信息一并在表 １ 中列示。

对项目进行比较、排序和取舍事实上是一个

按前面给出的步骤可计算出各备选项

相对取优的过程，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项目

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９］Ｌｉｏｕ Ｔ Ｓ， Ｗａｎｄ Ｍ Ｊ．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目的正流量、负流量及净流量，结果见表 ２

的弱优先性和不可比性是广泛存在的事实，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Ｊ］．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和图 ２。从表 ２ 和图 ２ 可以看出，项目的不完

另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具有“未来性”
，使

１９９２，５０（２）：２４７－ ２５５．

用清晰明确的数据
或断言进行描述往
往是不可能的。本
文给出的多指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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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７－ ６８５．

糊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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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ｄ ｗｅａｋ 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ｄ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ＣＤＭ）， ｗｅ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ｆｕｚｚ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ｉ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ＳＴＡ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ＣＤＭ；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ｆｕｚｚ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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