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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
日常思考的语言与研究设计的逻辑

陈　 玮　 耿　 曙　 钟灵娜

【摘要】论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是不容略过的
经典。它从定量社科研究中，提炼研究设计的通则，无论定量、定性学者均能
从中获益。但在表述与解说原则时，作者虽力求深入浅出，但仍偏数理语言，
往往产生“定量研究不必读，定性研究不能读”的窘境。有鉴于此，文章运用
日常语言，条理并阐述《设计》所提炼的原则，一方面让不习惯数理语言的研
究者，也能掌握运用该书建议，另方面也盼藉此说明，研究设计的原理，也能
运用日常语言加以理解与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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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５）０４ － ００１７ － １４

一、《设计》的初衷与本文的目的

在社会科学中谈研究设计，肯定得从ＫＫＶ三位开始。① 他们的《社会科学
中的研究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下文简称《设计》），一经面世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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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通讯作者：耿曙（ｓｋｅｎｇ０７３１
＠ １６３ ｃｏ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任轨副教授；钟灵娜，上海财经大学公
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访问学者。感谢上海财经大
学林瑞华老师、上海大学庞保庆老师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匿名评审人的建议。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ＣＸＪＪ － ２０１２ － ３２９）。
所谓ＫＫＶ是由《设计》（金等，２０１４）三位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他们是任

教哈佛的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普林斯顿的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也在哈
佛的悉尼·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对于年轻一代的社科学子而言，“ＫＫＶ”是不需要注解的
“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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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广泛关注，①时至今日俨然成为领域“圣经”。此书从定量研究范式中，提炼
出研究设计的通则，但无论定量、定性研究者均能从中获益。尤其针对“若受
素材限制，如何严谨研究”？提出多项独到建议。学者参考效仿，一时蔚为潮
流，迄今整二十年，彻底改变“怎么做社科研究”的方式，影响既深且广。

但就提升社科研究而言，《设计》仍有其不足。作者初衷是为不宜定量的领
域提供研究设计的指导，但本书无论思路或语言，均反映作者所惯用的数理逻
辑，常让不少同行望而却步，落入“定量研究不必读，定性研究不能读”的窘
境。也因此，该书虽说广受推崇，终卷读者却相对有限，还以定量学者居多。
从这个角度讲，该书还没有善尽引导定性的职责。有鉴于此，本文将运用日常
语言，条理并阐述《设计》所述原则，一则有助不熟悉数理语言的读者，也能
掌握、运用该书建议，再则也盼藉此说明，研究设计也能通过日常语言进行理
解与传述。

论及语言与思考的关系，受“萨丕尔－沃尔夫假说”（Ｓａｐｉｒ － Ｗｈｏｒ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等的启发，我们可以推知：无论研究设计的构想，或者具体研究的展开，都受
研究表述方式所制约（麦克洛斯基，２０００）。这也是为何用以想象、构思研究的
“语言”，之所以如此关键的原因。对于现代社会科学来说，诚如本专题中陈硕
的论文所述，主要就两种逻辑：①语言逻辑采用文字或口语表达因果论证；
②数理逻辑则……［表现为数理的］公式表达或……对语言逻辑进行严谨表述。
数理逻辑之进入社会科学，关键之一是保罗·萨缪尔森（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他（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仿效物理学的分析范式，撰写《经济分析基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影响经济学科至深（Ｂｏｕｌｄｉｎｇ，１９４８），他在书扉的题词
就简单一句“数学就是种语言（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ｓ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自此之后，数理逻辑席卷经济学科，论著／交流无不依赖数理语言，在此同
时，此类影响还向其他学科扩散。但当然，在数理语言介入之前，包括亚当·
斯密在内，都是运用日常语言进行思考、推理，而这样的风格与做法，迄今仍
然有众多的追随者。从上述这个渊源来看，所谓定量、定性研究之争，虽然主
要涉及搜集数据的手段（耿曙、陈玮，２０１３），但更深一层的分歧，则涉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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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Ｌａｉｔｉｎ，１９９５）、（Ｃａｐｏｒａｓｏ， １９９５）、（Ｒｏｇ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５）、（Ｔａｒｒｏｗ， １９９５）、
（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等在《美国政治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的集评与回
应。此外，主流期刊《政治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及方法论期刊《政治分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讨论，则可参考（Ｓｈｉｖｅｌｙ，１９９５）与（Ｃｏｌｌ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可谓盛况空前。
部分材料已经中译，可参考（高奇琦编，２０１５）。此外，《设计》还启发了一系列方法反思与
推进，对此可以参考（Ｂｒａｄｙ ＆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Ｅｄｓ． ，２０１０）针对定量、定性问题的方法讨论集、
（ＭｃＫｅｏｗｎ，１９９９）与（Ｍａｈｏｎｅｙ，２０１０）以及本专题其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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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推理的逻辑。也因此，《设计》作者便这么认为：

我们认同大卫·科利尔（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的看法，就是我们［在书中提
出］的各种［有关研究设计的］建议，其实大可改以定性方法与定性学者
所熟稔的语言加以表述。这样一来［定量与定性研究］本就相通的［有关
研究设计的］逻辑，就能如大卫·雷登（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ｔｉｎ）所言，成为所有社
科学者的“共通用语”，因此帮助双方就紧要议题展开全面的沟通与交
流。……①（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４７５）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然可以用“日常思考的语言”来表述《设计》中稍
偏“数理模型的语言”，将研究设计的逻辑，分享给不熟悉后者的同行，让研究
设计的逻辑原理，成为所有学者的共享资产，相信这才符合《设计》撰写的初
衷。以下即本文作者就《设计》的菁华，通过日常语言所进行的条理与阐述。

二、《设计》：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桥梁

首先，根据一般定量研究的准则，好的社科研究必须满足“无偏性
（Ｕｎｂｉａｓｅｄｎｅｓｓ）”与“有效性（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两大标准。但是受研究素材限制，
定性研究往往不能满足上述标准。而《设计》撰写的目的，便在帮助突破这些
限制。进一步问，定量研究为何强调上述标准？这与社科研究的目的———从有
限资料中推估实际情况———有关。首先，“无偏性”意味推断无误，即所推估的
因果效应逼近实际的因果效应。若以射箭为例（如图１所示），淡色小圈代表目
标区域，下图（ａ）射法就能满足无偏性的要求，也就是所射出的箭（估计值）
都落于目标区域中（实际值）。换言之， “无偏的估计”不会出现方向性的错
误，或称“系统偏误（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Ｅｒｒｏｒ）”，若出现，则如下图（ｂ）射法所示，这
就不算“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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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夹注内说明为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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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无偏性”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另方面，“有效性”意味着推估的结果更准确，或者说在不存在方向性错误
的前提下，推估得更集中，更快、更容易摸清实际情况。这里再以射箭为例
（如图２所示），其中（ａ）射法只能藉多次尝试（落点比较散漫），才能捕捉到
所找的目标，相较而言，（ｂ）射法就能快速、高效的捕捉到目标，（ｂ）射法因
此更有效。①

图２　 “有效性”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满足两项标准，定量研究的传统做法是结合：①随机抽样与②大数样本，
对自变量与因变量随机赋值，从而成功避免“有偏”，并得以有效“收敛”。反
观定性研究，因为研究素材限制，无从“随机抽样”与“大数样本”，因此无
法保证无偏，更难做到有效。有鉴于此，《设计》提炼定量研究的经验，转化为
定性设计的建议，藉此超越传统定性的局限。因此，本书的论述形式通常为：
①理想上该怎么去做研究（像定量那样）？②现实中为何没法那么做（像定性这
样）？③倘若如此要怎样办才最好？（研究设计上的实用建议）。从这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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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来说，由于“大数定律（Ｌａｗ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与“中心极限定理（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ｏｒｅｍ）”作用，增大尝试次数（即研究案例数），将可得收敛、集中的效果。因此，
提高估计“有效性”的途径主要有二：①增加案例数；②案例数不变，改进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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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视为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桥梁。
多数的社科领域，特别如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既难随机抽样，

也少大数样本，普遍存在三类问题：①模型设定（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缺乏大
数样本，很难周全控制，有效厘清因果；②案例选取：无法随机抽样，很难保
证代表，无法确认无偏（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和③概念测量：少用标准用语，度量
难以维持一致，度量偏误普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ｓ）。面对这些不足，《设计》
提出了透彻的分析与实用的建议，本文也将根据上述次序，条理并阐释书中各
项建议，作为读者研究设计时的参考。

三、研究模型如何设定？或因果关系怎么厘清？

研究者若想在“模型设定”问题上兼顾“无偏性”与“有效性”，那得经
过好一番利弊权衡（Ｔｒａｄｅ － ｏｆｆ）。因为“无偏性”指向滴水不漏的控制，最好
纳入所有可能的干扰变量，否则存在估计偏误的风险；“有效性”则指向极度精
简的控制，只纳入必须控制的干扰变量，否则需要数量过大的案例，造成时间、
精力上的浪费。那么，如何才能“既求准确，又要效率”的设定检测模型？本
文根据《设计》的建议，将是否必须控制（即纳入模型检测）的变量条理为五
类（如下表１），分别加以说明。

（一）必须纳入控制的干扰变量

这类变量是表１ 中的类型４ 的变量，可称为“干扰变量（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其特点是：①与因变量一定程度的相关（可能影响因变量）①；
②与自变量一定程度的相关（可能混淆自变量）；③它先于或同时于自变量存
在，即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乃独立于自变量所发生。那么，“干扰变量”为何必须
控制？因为它与自变量都会影响因变量，若不将其纳入控制（独立估计其所产
生影响），其影响会与自变量的影响混淆，让人对后者做出有偏的估计。因此，
《设计》建议：研究者应尽可能地找出“干扰变量”，并将其纳入控制，若不易
纳入控制（如难以度量、缺乏数据），也必须指出推论因此所可能偏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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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相关”，是指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伴出现”或“共同变化”（Ｃｏ
－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关系，是因果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虽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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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纳入控制的中介变量

并非所有“既与因变量又与自变量相关”的变量都得纳入控制。根据《设
计》的提示，如果某变量（表１中类型５的变量）后于自变量出现，又与自变
量相关，显示它极可能受自变量所影响，那么这个变量极可能是“自变量影响
因变量”过程中的“中介变量（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因此不宜纳入模型控
制。因为一旦将其纳入控制，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将被独
立出去，而非归到自变量的名下。如此一来，模型对于“自变量影响因变量大
小”的估计将被削弱，造成了估计上的偏误。

（三）不必也尽量别控制的无关变量

表１中其余的类型２、类型３和类型１三种变量，只与自变量或因变量其一
相关或都未相关。就模型控制而言，他们都属于“无关变量”，剔除在模型之
外，并不会造成因果效应的偏误估计，因此既不必也尽量别纳入控制，否则将
削弱估计的“有效性”。因为模型若纳入无关变量，将需要更多的案例运作模型
检测。此类模型之“无关”，可以类型３变量为例：虽然它可能影响因变量，但
却与自变量无关。因此，是否纳入控制，并不影响“自变量影响因变量大小”
的估计。其“无效”可以类型２变量说明：一旦将其纳入控制，自变量与其共
变部分就被设为固定，因在检测模型过程中，只有涉及“变量如何变化”的信
息才能提供估计的线索，所以此时自变量上能被观察到的变化就会减弱，检测
模型的有效性自然将随之降低。

表１　 各种类型的遗漏不同类型变量产生的结果
变量类型 与因变量关系 与自变量关系 结果／对策

类型１：无关变量 无关 无关 遗漏无影响、最好不控制
类性２：无关变量 无关 相关 遗漏无影响、最好不控制
类型３：无关变量 相关 无关 遗漏无偏误、最好不控制

类型４：干扰变量 相关 相关，但独立于自变量发生影
响（先于或同时于自变量存在） 遗漏致偏误、必须得控制

类型５：中介变量 相关 相关，不独立于自变量发生影
响（后于自变量存在） 控制致偏误、尽量不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金等，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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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有关因果厘清问题，虽然讨论时运用了模型、估计之类概念，
看似指涉定量研究，但在定性研究中，早就存在“将某变量特别挑出，其他设
为相同，孤立考察影响”的做法。换言之，若从“施加控制、厘清因果”角度
看，定量与定性的逻辑其实并无二致。

四、研究案例如何选取？或不能随机抽样怎么办？

论及案例选择，定量研究的理想是“随机抽样（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它必
须从一个不漏的总体中、绝无拘束的条件下，随机抽取相当数量的案例。因此
随机抽样并不容易。首先，作为可推论范围的“总体”往往是理论概括，未必
都能纳为研究对象。其次，抽样过程可能存在限制，某些案例也许不易抽中。
最后，抽取样本经常数量有限，未能有效控制推论精度。总而言之，现实的选
样过程，不论有意无意，多少都涉及“案例选取”，但如何避免因此导致“选择
偏误”？对此，《设计》提出几项重要的建议，通过研究设计来提升选样的质量。

（一）根据结果／因变量选取案例：警惕“成功范例选样”

《设计》特别强调，切不可根据结果／因变量（大小／类别等特性）选择研究
的案例。该书对此为何特别重视？一方面，那些“研究最成功的企业，来获致
企业成功的规律”可说比比皆是。但根据结果／因变量来选择对象，往往得到的
是组“删截过的案例集（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就结果筛选过的案例），被删截
掉的案例，既无法充分支持研究假说，尤其无法作为反例来推翻研究假说，这
样一来，偏误估计的风险就产生了。

例如芭芭拉·格迪斯（２０１２）所举的例子。据其所言，凡研究发展中国家
“劳工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学者，都特别关注那几个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
如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并根据研究上述案
例，主张：压制劳工有利经济增长。如图３ （ａ）所示，在那些特别成功范例
中，“劳工镇压”与“产值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此时我们必须了解，
上述关系只存在于少数“成功范例”之中。

如果我们的视野里不只那几个案例，将同一时期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纳入考
察，肯定会惊讶地发现，如图３ （ｂ）中近似水平的回归线所示，“劳工镇压”
与“产值增长”间绝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其中的问题便出在：右上角的区块
ｂ所显现的趋势，不见得也都出现在ａ、ｃ、ｄ等“全部经验范畴”的其他区块
中，“成功范例选样”让我们只考察区域ｂ，因此遗漏了ａ、ｃ、ｄ中存在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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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致推论的偏误。

图３ “成功范例选样”对照示意图
资料来源：摘自（Ｇｅｄｄｅｓ，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０３）。

（二）根据原因／自变量选取案例：推荐“最大差异选样”

根据《设计》的提示，研究者虽不应根据结果／因变量来选择研究的案例，
却大可根据原因／自变量来选择研究案例。根据本文作者的看法，这其实就是经
常运用于定性研究的“最大差异选样（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耿曙、
陈玮，２０１３）。此话怎讲？首先，《设计》从方法论上证明，根据自变量选择案
例并不会造成推论偏误。既然如此，我们怎么选择案例，才是最聪明、最有效
的呢？答案是挑选那些“在自变量上差异最大”的案例。例如我们希望考察
“婚前家庭背景的差异”（是否门当户对）对于“婚后家庭冲突多寡”的影响，
最好能选择一些“家庭背景差异”特别大的，加上一些“家庭背景差异”特别
小的，分头检验假说是否成立。通过此类“最大差异选样”，我们可以减少案例
数量的要求，提升案例选择的效率。

“最大差异选样”的原理在于扩大案例的变异、尽量穷尽各种自变量可能出
现的情况与，再用以验证假说成立与否。在具体实践上，操作选样的前提往往
是就自变量所做的案例“分类”———分类时应该做到类别间差异最大，类别之
内差异最小———之后在每类中只需任意选择少量案例，便可达到最有效检验研
究假说的目的。藉此展开的“最大差异选样”，是否感觉有几分似曾相识？是
的，它的逻辑其实十分近似抽样方法中的“分层抽样（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设
计（耿曙、陈玮，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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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案例数目的两种策略：旁扩与下沉

即便掌握案例选取的技巧，也总得要有案例在手，才能从中挑拣与研究。
那么，怎么才能掌握足够案例呢？《设计》建议的策略之一，始于提升概念层
次，藉此纳入更多案例。例如研究者本想考察“［税收部门］如何利用薪酬激励
提升稽征努力”，却苦于符合要求的案例不多，不能满足选样与设计（如“可比
案例”设计）的要求。此时便可通过“概念层次的提升”，将研究对象调整为
“［公共部门］如何利用物质激励提升工作努力”，如此一来，中外古今，可供
研究的案例比比皆是。此乃案例增生的策略之一。但因此增纳的案例，如公共
部门中的学校、军队乃至国企，其背景、情况、特性各不相同，必须分别进行
了解与掌握，因此不免耗时耗力。

为了避免研究负担太重，第二种策略———下降研究层次———似乎更为理想。
例如，对本想考察“财政分权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者而言，开始会设想
以“国家”为研究单位，但这既涉及联邦制与单一制的不同，又牵扯已开发与
开发中之别，加上欧洲、东亚各有历史文化渊源，论证起来耗时耗力。以中国
为例，但若将研究下降至次国家的省级层次，考察各省“财政分权能否促进经
济增长”，如此一来，案例立增３０余倍。这些案例又处于同样的政经体制、文
化背景之下，毋需额外加以了解与掌握，节省大量时间精力。此即案例增生的
策略之二。

综合上述，定性研究成败与精彩与否的关键，往往就在案例选择。《设计》
告诉我们什么是常犯的错误、什么又是推荐的做法，以及又怎么增加备选案例，
从而相对轻松的检证理论论证。

五、测量偏误如何对付？或倘有疑虑如何是好？

研究设计若想达到“无偏”与“有效”两项标准，当然不能出现明显的测
量偏误。这是理想，实际却经常事与愿违：有时因为概念本身，有时肇因测量
手段，测量偏误在所难免，尤其是不讲究“标准化”的定性研究，问题更常见。
倘若如此，研究的结论还会可靠吗？《设计》告诉我们，测量偏误也分好几种，
有的偏误不会造成问题，有问题的偏误也轻重有别。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测
量偏误，《设计》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一）测量偏误的来源：“有偏”与“不准”

要想分辨测量偏误类型，必须问其从何而来。从来源看，测量偏误大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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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测量有偏”，或称“系统性偏误（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ｒｒｏｒｓ）”，
一类是“测量失准”，又叫“非系统性偏误（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ｒｒｏｒｓ）”。前者与
“效度（Ｖａｌｉｄｉｔｙ）”有关，是方向上出问题，测量偏误的结果、概念会以被扭曲
方式呈现出来（或说：以特定的方式偏离真实的值）。后者则与“信度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有关，是准确性不足的问题。如图４ （ａ）所示，如果箭的落点集
中箭靶的特定区域，这其中极可能存在“系统性偏误”。反之，如果存在“非系
统性偏误”时，箭的落点经常或高或低，以随机的方式偏离真实的值，如图４
（ｂ）中所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偏误，若出现在不同的变量上，造成的后果往
往非常不同，研究者应对的方式当然也不同。

图４ “系统测量偏误”与“非系统测量偏误”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测量偏误的类型与对策

１ ． 可以修补的测量偏误：因变量出现非系统偏误
此时，因变量不易准确测量，从而弱化因果估计的有效性，但不会造成因

果推论的偏误。这是因为“非系统偏误”与自变量无关，所以对因变量变化，
自变量能够提供信息的部分（即两者共变的部分）就变少了，通过自变量进行
估计的精确度也就弱化了。但这是可以修补的，只要增加案例的数目，就能补
进有用的信息，自可提高估计的准确度。
２ ． 无法修补的测量偏误：自变量出现非系统偏误
此时，自变量无法准确测量，除了因果估计不够有效外，还将造成因果推

论的偏误，这是让研究者非常无奈的状况。这种偏误是怎么产生的？原来，当
自变量存在“非系统偏误”时，自变量的变异将会增大，但因变量的变异却维
持不变。由于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考察，主要建立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共变上，
如此一来，我们就误将自变量中因为测量造成的变化与因变量的一部分变化联
系起来，而实际上，它们之间毫不相关，这就造成了估计的偏误。对此，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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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作者认为，虽然研究结果无法修补，却可报告可能的偏误方向。一般而言，
当“自变量存在非系统偏误”时，估计得到的因果效应会较实际为弱，① 因此
我们有时还可利用“较不可能成立却依然成立”的逻辑（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５）帮助
强化我们的论证。
３ ． 无需修补的测量偏误：因变量或自变量所有观察案例均出现系统偏误
不论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当“所有的”观察案例都出现“系统偏误”

时，②研究者可以偷偷庆祝一下，因为这类偏误既不会造成推论的偏误，也不会
降低推论的有效性，所以完全无需修补。③ 其原理是当所有案例的取值都固定高
（或低）于真实值时，两个观察值间的差距其实不曾改变，由此推断的因果效应
自然不变。同时，由于变量分布的集中（与离散）程度也未变，因此估计的有
效性也不会改变。

我们可以将上述几种“测量偏误”整理如下表２，方便读者参考。

表２　 测量偏误的类型、后果及解决方法
偏误类型＼ 偏误所在 因变量 自变量

非系统偏误 可以修补（做法：增加案例数目） 无法修补（做法：报告偏误方向）
系统偏误 涉及全部（建议：完全无需修补） 涉及全部（建议：完全无需修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金等，２０１４）。

综合上述，有关概念考察问题，虽然讨论时运用了测量、误差之类概念，
定性研究也许说：“我们不做测量的，测量就是定量研究。”话虽如此，但定性
研究也涉及案例的经验考察，也存在案例—概念间的距离，也会让人疑虑考察
得准不准、偏不偏之类问题，自然可以适用上述“测量误差”的讨论框架。问
题产生既然类似，分析、应对又怎会有什么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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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数值上来看，不论真实值为正或负，估计值都将趋于零。对此的数学推导参见：
（伍德里奇，２０１０：３０３）。

但只有“部分案例”在因变量上存在“系统性偏误”时，就会产生因果效应的偏误，
这与第二类测量误差类似，都没有好的改进办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想预测因变量，即我们想知道当自变量取某个值时，
因变量为多少时，此时就需要改进测量方法。在有系统测量误差的情况下，我们预测的因变
量也是有系统误差的，并不是因变量的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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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根据《设计》一书的看法，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准确、可靠地找出现象发
生的原因，由此需要满足两大标准———“无偏性”与“有效性”。但在定性研究
中，由于样本有限、难以随机抽样，上述标准往往难以企及。有鉴于此，《设
计》乃从模型设定、案例选取和概念测量等几个方面，指出无法满足标准的原
因，同时提出了直接、有效的改进办法。本文撰写的目的，在运用日常语言，
条理并阐述《设计》提示的建议，一则有助不熟悉数理表述的读者，也能掌握、
运用本书建议，再则也盼藉此说明，研究设计的道理，也能通过日常语言加以
理解与传述。

再进一步申论，我们又不难发现，《设计》所处理的各种问题，并不只困扰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同样必须面对。因为根据本文作者所见：首先，无论实
验、统计或比较方法，因果验证的关键在“控制”，控制（或模型设定）的过
程中，自然不免在“无偏”和“有效”间进行权衡。其次，案例多寡虽有不
同，但即便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也未必能每每做到“随机抽样”。因此，案例选
取与案例增生的策略，定量同样不可或缺。最后，定量调查的测量偏误，也许
比定性研究更加严重，前者的度量既单层面又标准化，加上须事先设定，不能
在研究中调整，测量误差问题也必须得有所准备。也因此，虽然《设计》意在
为定性研究提出设计的准则与建议，这些准则与建议也同样适用于定量研究。
从这一角度讲，《设计》是所有社科研究者的指南，是我们的共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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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评论》
书评栏目改版与征稿启事

书评栏目是本刊的特色栏目，自推出之日起，便以服务学界同仁，评介
学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经典著作为己任，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好评。为更
好地服务读者和将之打造成为本刊的品牌栏目，从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起，本刊
将对书评栏目进行改版：

一、改版后的书评栏目在内容上将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深度评论型文
章，二是资讯评论型文章。

二、深度评论型文章，除了对单本著作的评论文章外，将会特别欢迎对
同一议题下的两至三本或数本著作进行深度评论的文章。该类书评文章，
要求以点连线，由线成面，既能对著作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展示同一议
题不同著作间思想、观点的异同与交锋，又能勾勒出学术史上该议题的演
进轨迹与轮廓，让读者不但能够了解所评著作所谈论的议题，也能据此判
断著作在学术史上大致所在的位置。字数在８０００至１５０００字间为佳，优秀
文章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三、资讯评论型文章，以介绍国内外新近出版的公共管理与行政领域的
学术著作为主，要求对著作内容能进行或简要全面或突显特色的介绍，并
对著作的价值进行简要点评。字数一般要求在２０００字以内。

欢迎广大读者为本刊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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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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