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提供一流的研究与分析服务

• 为政策讨论提供详尽的信息

• 改善全球的教育质量

http://www.rand.org/education/


研究客观 值得信赖 

分析全面 细致严谨  

决策工具 开拓创新 

政策影响 持久深远 

立足美国 面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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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高质量的教育是经济繁荣和人民富

强的基础，是为未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

各国的教育目标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培养高素质的公民；缩小地区或者群体间教育水平

的差距；改善低水平学校的教育质量；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确保教育机构和人员履行职

责；培养并维持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客观的、高水平的研究与分析是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然而，现实存在多种挑战。研

究所需要的数据难以收集，数据需要先进的统计技术处理，或者备选的问题解决方案存

在众多争议。这一切都使得在报告研究结果和推荐问题解决方案时保持客观、中立的立

场至关重要。

而这些正是兰德教育研究部的擅长之所在。

我们向美国以及全球各地的政府机构、基金会组织和慈善机构提供一流的研究与分析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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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孩子们成长在日益错综复杂并且彼此紧密相连的世

界中。在 21 世纪的今天，教育在各国的政策议程上占据了重

要位置。



质量文化

对于所有的研究产品，兰德教育研究部都强调质量至上。我们的员工认为，质量是对工作

高标准要求的一种态度，是对客户的承诺，更是对提高全球教育质量的不懈追求。

从立项到研究产品的最终发布，兰德建立了严谨的质量监控制度和流程。兰德教育研究部

的质量监控研究员与兰德质量监控总办公室共同监管这个流程。所有的研究产品，无论是

否正式出版，必须通过质量监控所有的流程审核。任何要发布的研究报告必须通过同行的

独立匿名评审。

因而，兰德教育研究部的研究报告在客观性、严谨性等各种质量指标上经得起考验，在业

界同行中享有高质量的口碑。

支持教育变革的联邦教
育计划

发现了政策实施的重要特征之一 

——“相互适应”。在此之前政

策实施的这一特征并未被广泛认

识。研究表明愿景美好和精心设

计的改革政策在实践中未必能够

获取成功。

1975 年
监测数学和科学教育的
指标体系

确立了将教育视为综合一体

化系统的重要性。在绩效评估

时，必须全方位考虑教育的各

种要素。

1987 年
特色高中

确认了优质高中取得成功的

基本要素，尤其是领导力和文

化价值观的作用。

1990 年
学生成就和发展变化中的
美国家庭

运用复杂的模型将家庭背景因素

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与学校和教育

政策的影响区分开。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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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研究
兰德教育研究部凭借其研究对教育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在该领域树立了权威地位，曾多次推动美国教育政

策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六年之后美国的新学校

研究结果表明仅仅打破学校原有

的旧模式不一定能带来有效的变

革。教育改革要成功，对教育辅

助结构的改变也很重要，尤其是

整个学区范围内教育辅助系统的

改革势在必行。

1998 年
缩小教育差距：受益与成本

确定了缩小非西班牙裔白人与少

数族裔之间成绩差异的可行性。研

究表明增加用于公共医疗和社会

福利的储蓄，提高高收入群体的所

得税能够促进缩减种族间教育差

距，而纳税人将受益于种族间教育

差距减小的长远回报。

1999 年
加利福尼亚州缩小班级
规模

研究证明，即使是“已被事实证

明可靠的”教育干预措施，例如

缩小班级规模，如果没有足够数

量的高水平教师来执行这一政

策，也不一定会成功。

2000 年
改革卡塔尔的教育体系

为卡塔尔的 K-12 教育体系设计了彻底

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与卡塔尔方面密切合

作，规划并协助实施了此项改革。最终，

卡达尔首次采用了国际基准的课程标准并

开设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实验学校。截至 

2007 年，新实验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超

过公立学校学生人数的 50%。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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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教育研究部的使命——

通过研究与分析，帮助改善教育政策和辅助政策制定



为客户提供本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

人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兰德教育研究部的 50 多位研究员拥有多样化的专业背景和超群的

工作能力。超过 70% 的研究员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精通高端统计建模和其他分析技术的

专业人员。他们中很多都是在教育领域已经做出了杰出贡献并赢得了国际声望的著名学者。

兰德公司的整体团队为兰德教育研究部的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后盾。兰德公司政策研究

的相关领域包括国际政策、科学与技术、儿童问题、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等。

如此优秀的研究团队使得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满足每项研究的独特需求，并成功交付令

客户满意的研究成果。

兰德教育研究员的专业背景, 按学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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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模式的多样化
学区分权、定点式管理、市长控制

艺术与文化教育
艺术教育需求、艺术教育的可行性、艺术教育政策

教育选择权改革
特许学校、凭单制、择校、私营部门管理

幼儿教育与校外时间
有效性、成本、质量、管理、供应、需求、享有权

教育公平
教育资源匮乏的群体、少数民族、移民，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群
体，残疾人群体

国际教育政策
所有政策区域

K–12 学校改革
设计、实施、评估、成本；初高中改革

高等教育
管理、教育项目、少数族裔的参与

校长、教师与教学
供应、需求、质量改进、领导力、绩效薪酬、增值模型

基于标准的改革、责任制与考试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增值与收益分析、投入、过程和业绩指标制定；
新的教育考试方式 

技术、信息与创新
计算机化的教育干预、以数据为基础的教育决策

职业与成人教育
高中改革、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劳动力培养

兰德教育研究部政策研究领域一览

33% 社会和行为科学

5% 其它科学

10% 数学和统计

23% 政治和政策分析

28% 经济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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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府

28%

33%

12%

11%

16%

美国政府

州及地方政府

其它行业及非盈
利组织

私立基金会

国际基金会 0.20%
捐助人捐助 0.10%

兰德教育研究部拥有一整套先进完备的研究工具

我们拥有一整套先进的研究设计和分析的工具，这使得我们能够采取创新而又不失严谨的方

法来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而这种能力是很多业界同行无法比拟的。

实地调查与文献分析 明确当前业界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帮助制订未来
的研究计划。

引发对重要问题的讨论，并从多个角度提供信息，为
深入客观的讨论创造条件。

指明政策性问题及需做的决策。

统计与计量经济学模型 分离出特定因素产生的影响，研究不同团体之间的
差异。

评估干预与项目的成效 联系实施的过程与结果。

对实施进程进行实时追踪并提供即时反馈。

重点调查 帮助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从教育的多个角度看待问
题。

我们的客户遍及公立和私营机构



为提高教育质量的研究服务遍布全球

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各国改善教育质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全球各国，不论处于任何发展阶段，其国家经济和国民素质都将受益于教育的改善。

各国需根据其本国国情制定教育改善计划。凭借在欧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作经验，兰德

教育研究部拥有在多种文化环境中解决教育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灵活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关于政策研究，我们的团队从不采用“千篇一律”的方式。我们着眼于国家教育系统生根发芽的

特定文化背景、价值观、国家目标、面临的挑战和所需的成本，并强调通过对数据的透彻分析找

到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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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对“不让一个孩子落

后”的国家法案进行全

国范围内的纵向研究

卡塔尔

改进卡塔尔的 

K–16 教育体系

叙利亚

开发、支持实施叙利

亚教育愿景计划

韩国

改进“智能韩国 21 
世纪”项目的评估

体系

英国

对职业学习系统政策

及其结果的评估

墨西哥

评估墨西哥的教师激

励计划——Carrera 
Magisterial

荷兰

对高校增加科学和技术

领域生源办法的国际比较

研究



研究结果的发布与交流推动公众对政策的讨论

如果没有一流的成果发布与交流计划，一流研究报告的影响也会有限。我们善于

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发布与交流增加研究报告对政策的影响力。 

• 我们关注高质量和客观性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于我们的研究设

计，也反映在我们以多种媒体形式发布的研究产品上。 

• 我们的出版物旨在满足客户的需求，并提高公众对重要教育问题的

认识。

• 我们的论坛和会议为政策专家及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对政策问题开展

辩论，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 我们以积极的姿态拓广产品发布与交流的渠道。我们的研究人员通

过专栏、简报、国会证词、演讲、访谈和媒体评论等多种形式发布研

究成果。

凭借兰德品牌的权威性和声誉，我们的产品发布与交流可帮助客户将他们关注的

教育问题纳入公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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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rand.org/education

http://www.rand.org/education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242/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548/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98/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351/


兰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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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通过研究分析来帮助改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核心价值观
质量和客观

成立时间
1948 年

规模
950 名专业研究人员

服务
政策研究和分析，战略和运营咨询，政策实施

全球总部
加州圣塔莫尼卡 (Santa Monica, CA)

全球分布

公司总部

1776 Main Street
P.O. Box 2138
Santa Monica, CA 90407-2138
电话：+1310.393.0411
传真：+1310.393.4818

华盛顿办事处

1200 South Hayes Street
Arlington, VA 22202-5050
电话：+1703.413.1100
传真：+1703.413.8111

匹兹堡办事处

4570 Fifth Avenue
Suite 600
Pittsburgh, PA 15213-2665
电话：+1412.683.2300
传真：+1412.683.2800

杰克逊办事处

RAND Gulf States Policy Institute
190 East Capitol Street, Suite 460
Jackson, MS 39201
电话：+1601.979.2449
传真：+1601.354.3444

新奥尔良办事处

RAND Gulf States Policy Institute
650 Poydras Street, Suite 1400 
New Orleans, LA 70130
电话：+1504.558.1975
传真：+1504.299.3471

兰德欧洲

Westbrook Centre
Milton Road
Cambridge CB4 1YG
United King dom
电话：+44.1223.353.329
传真：+44.1223.358.845

多哈办事处

RAND-Qatar Policy Institute
P.O. Box 23644
Doha, Qatar
电话：+974.492.7400
传真：+974.492.7410



• 三十余载教育政策研究的丰富经验

• 在政策研究领域无与伦比的权威性和声誉

• 处理教育界复杂问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 一流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 跨学科背景的专业团队，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与丰富的实践经验

• 研究产品的广泛发布与交流，使得研究成果迅速地传达给公众以

及政策制定者

• 在美国及海外创立了成功的业绩记录

兰德教育
值得信赖



60 年以来，无数公立和私营机构的政

策制定者慕名向兰德公司寻求能够应对国家和

全球所面临的挑战的客观分析和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兰德公司兰德教育研究部主管

Susan Bodilly
1776 Main Street
P.O. Box 2138
Santa Monica, CA 90407-2138
电子邮件： Susan_Bodilly@rand.org
电话： +1703.413.1100, 分机号：5377
+1310.393.0411, 分机号：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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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and.org/education

欲了解有关兰德教育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mailto:Susan_Bodilly@rand.org
http://www.rand.org/education
http://www.ran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