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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与定性研究

朱天飚

【摘要】文章挑战《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所强调的定量和定性研究
在实质上一致的基本观点，认为定性研究是一个跨科学和人文的研究方法。虽
然定性方法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但其长处则主要体现在解析传统之中，而研究
者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同质性的主观认识决定了其对研究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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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是一本学术影响很大的
书。直至今日，它都是很多西方大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的必读教材。不同于其
他很多教材的是，这本书有着鲜明的观点，即：“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试图说
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论上的不同。其实，这种
差别在实质上也是不重要的：无论采用定量方法还是定性方法，所有高质量的
研究所依赖的逻辑都是相同的。基于两种方法的研究都是系统和科学的工作。”
（金等，２０１４：３）应该说，这个观点引发了长达２０ 年的争论，从“反思”
（《美国政治学评论》１９９５年第二期专栏；Ｂｒａｄｙ ＆ Ｃｏｌｌｉｅｒ，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政治
分析》２００６年第三期专栏）到“重新设计”（Ｒａｇｉｎ，２００８），再到对立的传统
（Ｇｏｅｒｔｚ ＆ Ｍａｈｏｎｅｙ，２０１２）等等。

虽然争论很激烈，但是几乎所有上述讨论都体现出鲜明的美国式学术特点，
即强烈的科学化倾向。学者们可能不同意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本质一样，但几
乎都是在科学的范畴内讨论这个问题。笔者在这里所讨论的定性研究远超出科
学范畴。笔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一个跨科学和人文的研究方法，只有从这个基
点上回看《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才能更好地体会它的贡献与局限。下面的评
论从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开始介绍不同的研究传统（第一节），并以此为基础比
较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从而尝试评论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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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与解析

达尔文说： “……科学就是整理事实，发现规律或做出结论。” （Ｄａｒｗｉｎ，
２００９ ［１８８７］：５７）科学需要寻找规律，并有着一套发现规律的基本要求，那就
是对事物的观察、定义和测量，然后再以其为基础找到事物间系统联系，即规
律。科学发源于对自然界或物质世界的探索，即自然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
人类社会或社会世界（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事，从那时开始才逐
渐发展出大家都很熟悉的社会科学（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虽然今天很多学
者都自然地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世界，比如《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作者
们就是在反复强调定性研究的科学性，但是，用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研究社会
世界需要一个重大假设，即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本质是一样的。

物质世界与社会世界是否本质相同构成了社会世界研究者的核心区别。认
为是同质的就是那些实证主义学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ｓ），占据科学的一端；认为完全不
同的就是那些后现代主义学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ｓ），从大类上归于解析传统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他们占据人文的一端。科学的一端是很清楚的：物质
世界与社会世界是同质的，因此用于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也一样可以研究社会
世界，同样是通过观察、定义和测量来寻找社会世界的规律。而解析传统这一
端就经常不被人所认知，尤其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环境里。因此这一节需要
重点介绍的。

物质世界的基础是“物”，社会世界的基础是“人”，前者无意识，后者有
意识。物和物的关系可以通过对物的观察、定义和测量来探索，而人是有意识
的，人的行为不仅需要观察而且需要理解。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背后的含
义可能千差万别，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因此，研究人的行为经常要
通过一些基本概念来理解，如“权力”“关系”“阶级”“社会”和“国家”等
等。而这些概念又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到。比如权力，我们是无法勾勒出它的具
体形态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才需要用国旗、国徽等具体形态作为标志，以
及用其他手段“展示出来”①。

没有具体形态就无法确定观察到，因此定义和测量就都会出问题。试想，
如果不同的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权力、关系、阶级、社会和国家等都不同，那如
何给予它们统一的定义呢？没有统一的定义又如何测量呢？观察的不确定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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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会带来对人的行为的不确定理解。更有甚者，如果不能确定观察到，如何
确定这些基本概念客观存在呢？因此“权力”可能根本不存在，只是被发明出
来用于理解人的行为罢了，即使是“国家”也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①。如果
这些构建社会世界的基本概念或元素都是被各种想法（Ｔｈｏｕｇｈｔｓ）、理念
（Ｉｄｅａｓ）、信仰（Ｂｅｌｉｅｆｓ）、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和语言等建构出来的话，那整个
社会世界恐怕也难逃主观建构的命运。

显然，这是一个从存在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坚信
社会世界是客观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存在的，那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存在论。
基于这样的存在论，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提倡观察和解释。客观存在就可以观察
到、定义好和测量准，主要研究方法就可以是定量分析，将观察到、定义好和
测量准的社会现象连接起来，寻找系统性的解释。反过来，如果研究者认为社
会世界不是客观的，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独立于人的意识存在，那就是
解析传统的存在论。基于这样的存在论，认识社会世界只能通过理解它被建构
的过程，即对社会现象的性质的深入探索，因此只有定性方法才能胜任这样的
任务。

定性研究的特点就是通过历史比较、过程追踪、田野调查等方法和手段对
社会现象进行细节性的描述和分析，从而展示这些现象特殊的形成原因和过程，
因此从整体上更符合人文主义的研究思路，即对事物的个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更加重视。作为人文主义的极端，解析传统不仅反对科学主义对共性、普遍性
和规律性的追求，而且还打破了主客观认识世界的界限，更多地从意识和建构
的角度思考社会现象。如果说定性研究仍然在科学传统里有一席之地的话（就
像《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作者们所希望的那样），定量研究是无法在解析
传统里立足的。因为定量研究的基础是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社会现象，而
从解析传统的角度看，根本谈不上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定义和测量，社会现象
都是理念和话语等建构出来的，因此只能按照它被建构的脉络去描述和理解。

总结起来，物质世界与社会世界是否同质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是同质的，
那么在物质世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就一样可以用来研究社会世界；如果
不是，那么对于社会世界的研究恐怕就不能用科学这个“舶来品”。人文的研究
思路可以说是对社会世界的“土生土长”的探索，它们从注重社会现象的个性、
复杂性和特殊性到分析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前面主要介绍的解
析传统就是后者的重要代表。因此，如果科学传统代表着对物质世界与社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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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质的认识，那么解析传统则代表着对两者异质的认识。很明显，同质还是
异质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但认识上的不同却带来了对研究方法的偏好。科学
传统倾向于用追求规律的定量分析方法认识社会世界，而解析传统则专注于使
用探索细节的定性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下一节更好地分析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对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看法。

二、科学与解析之间

完全的实证主义学者和完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都不多，大部分学者对社会
世界的看法介于科学主义和解析传统之间。比如不少学者就认为，虽然社会世
界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太多建构阻碍了对客观本质的认识，必须对这些建构加
以梳理，对社会世界认真理解，因此定性研究方法就变得非常重要（即批判性
现实主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立场）。也有学者反对社会世界的整体规律性，认
为很多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不可简化，但在一定时空内的规律性还是存在的。这
样的思考构成了社会科学从寻找宏大理论（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到探索所谓“中程”
理论（Ｍｉｄｄｌｅ － 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的转变。

根据不同的世界观，学者们是在科学主义和解析传统之间有意或无意地选
择了自己的位置。那些觉得社会世界类似物质世界的学者更靠近科学这一端，
认为社会现象可以被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更容易接受定量分析方法或定
量分析的逻辑；那些觉得社会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的学者更靠近解析这一端，
认为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特殊的，甚至是被理念、话语或语言建构出来的，因
此更愿意用定性分析方法来展示和理解构成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细节以及建构
过程。

可见，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植根于不同的世界观，特别是对社会
世界的理解。如果社会世界与物质世界同质，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背后的含义
就更加稳定，因此可观察、可定义和可测量，这就保证了定量分析方法可以从
社会现象中抽象和提取出变量并探索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对于解析传统来说，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将这些行为和现象的个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简化掉以及建构
其含义的思想脉络忽略掉的过程。换句话说，定量分析方法里的变量之所以可
观察、可定义和可测量就是因为它们被假设成可观察、可定义和可测量。当然，
这样的解析观点来源于对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同质性的不认同。如果社会世
界与物质世界根本不同，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背后的含义就不稳定，就带有行
为和现象本身强烈个性，甚至是被理念和话语建构的，那就谈不上统一定义和

６６

◆专栏：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测量以及寻找规律，而是要用定性分析方法深入探索这些个性、理念、话语以
及建构过程。

这当然不是说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水火不容，但它们的确各有所
长，难以轻易替换。定性研究方法一般用来探索事物的个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而定量分析方法被用来发现事物的共性、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是由它们各自的
特点所决定的。定性研究方法更适合用来展示细节，深入案例，发掘因果过程，
但越是深入越是细节就越难兼顾更多的案例，因此结果就越难具有普适性；反
之，定量分析方法在大量样本中探索变量间的关系，并不关注孕育变量的特殊
环境和条件，因此对变量的理解就比较简单。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回看《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的核心
观点，即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遵循统一逻辑，都是科学工作。这显然
是值得讨论的。它们既可以不遵循统一逻辑，也可以不都是科学工作。很显然，
这本书的作者们是倾向于科学主义的，他们希望用科学主义“挽救”定性分析
方法，因此极力证明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只是风格上的不同，但内核
都是科学的，至少都是可以变成科学的。其实，定性分析方法并不需要科学来
“挽救”，它本身有人文领域这个广阔的施展空间。对于很多学者来讲，真正需
要改变的是不将科学当作认识社会世界的唯一视角。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
因为用以认识社会世界的那些基本元素（权力、关系等）无法被直接观察到，
所以它们到底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建构无法确定，于是科学主义和解析传统就
都成了认识社会世界的视角，并没有高下之分，都要基于假设，只是不同罢了。
由此可以看出，适合科学思路的定量分析方法和适合人文思路的定性分析方法
也没有高下之分。所以，定性分析方法是可以不科学的。

当然，可以不科学和能否科学是两个问题。即使同意上述观点，我们仍然
可以问：定性分析方法是否可以为科学所用？是否能做到与定量分析方法一样
科学？《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很好地探索
了定性方法的科学化问题。从本文前面的讨论看，定性方法有以下两点还可以
进一步强调。首先，定性分析的长处是发掘细节，它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学者了
解孕育变量的环境和条件，使其更好地把握变量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定性分
析可以直接展示因果过程，帮助学者认识因果机制。但是，像前面说的那样，
认识得越深就难以认识得越广，越是发掘细节就越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试想，
一个纯粹的实证主义者会认为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些用以
认识社会世界的基本元素都可以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如果现在他用定性
研究方法去探索规律，那么他需要多少案例才能独立和共同检验出每个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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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变化？因此在实证主义的认识基础上用定性分析方法去探索规律其实是
“扬短避长”。不过，当我们从纯粹的实证主义立场移向解释传统时，就会发现
定性分析方法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越来越需要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认识被
选择的变量，直至它们无法再被称作变量。

方法的选择基于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越重视社会现象的个性、复杂性、特
殊性就越倾向于用定性研究方法，越重视社会世界的主观建构就越倾向于用定
性分析方法。反之，越重视社会现象的共性、普遍性和规律性以及社会世界的
客观性就越倾向于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于解析传统来讲，定量分析方法很难有
用武之地，而对于纯科学探索，定性分析方法往往力不从心。不是定性方法不
可用于探索规律，而是对变量的理解深度与论点的普适范围成反比。研究设计
的基点不应该是如何变得更科学，而是研究者到底怎么认识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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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

Ｂｒａｄｙ，Ｈ． Ｅ． ＆ Ｃｏｌｌｉｅｒ，Ｄ． Ｅｄｓ．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ｏｏｌｓ，Ｓｈａ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Ｌａｎｈａｍ，Ｍｄ．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Ｅｎｄｅｌｍａｎ，Ｊ． （２０１５）．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Ｖｉｓｕａｌ 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４：１９９ － ２１８．

Ｇｏｅｒｔｚ，Ｇ． ＆ Ｍａｈｏｎｅｙ，Ｊ． （２０１２）．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ｇｉｎ，Ｃ． Ｃ． （２００８）．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ｂｅｎｋｉ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８６

◆专栏：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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