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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率低仍是科研“短板”
———2015年度中国国际科技论文产出态势分析

■本报记者 柯进

美国探索频道最新打造的一档固定
栏目 《神奇的中国》， 近来风靡全球。
它以每周一小时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形
式， 向观众讲述新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
巨变。 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纪
录片给出了这样的描述：

以前的中国， 是世界的工厂， 制造
业的首都， 但是未来的新中国会拥有更
多的科技与创新， 从世界最大的射电望
远镜、 到微信的爆炸性影响， 中国的创
新发展日新月异， 而这也将为中国的未
来书写新的篇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的
《2015年科学报告： 面向2030》 也从另
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变化。 该报告显
示， 目前， 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
总额的28%， 中国以20%的份额紧随其
后， 超越欧盟 （19%） 和日本 （10%）。

世界科技研发投入份额变化的背
后， 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衡量中国科
研进展重要表征的科技论文的进步轨
迹。 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兴奋点是什么？
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
势？ 日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
布的2015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中国科技论文质量与世
界科技强国的差距在缩小

根据2015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结果， 2005年至2015年9月， 我国科技
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58.11万篇， 论文
共被引用1287.60万次， 与2014年统计
时相比， 数量增加了24.2%， 连续两年
排在世界第4位。 虽然中国论文被引用
次数增长的速度显著快于其他国家， 但
与排在前3位的美国的6041.7万次、 德
国的1417.4万次和英国的1404.3万次相
比， 还有较大差距。

就篇均被引用率而言， 我国平均每
篇论文被引用8.14次， 比上一年度统计
时提高了7.5%。 这意味着，从纵向比较，
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我国国际
科技论文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 本
统计年度世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
的平均值达到每篇11.29次， 比上年度
统计时的11.05次提高了2.1%。 这说明
虽然我国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率有所
提高， 但与同期的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
的差距。

如果进一步扩展横向比较的范围，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大
国的差距依然不小。 以2005至2015年
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的20
个国家 （地区） 作参照， 若按每篇论文
的平均被引用次数排序， 每篇论文被引
用次数超过本统计年度11.29次这一平
均值的国家有12个。 其中， 瑞士、 荷
兰、 美国、 英国、 瑞典和德国的论文篇
均被引用次数超过15次。 而中国则排
在第15位， 仍然落后于西方传统的科
技强国。

当然， 中外之间虽存在差距， 但这
并不意味过去的一年中国科学研究没有
进步。 如果按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的通行做法， 把统计年度内的论文被
引用次数世界均值划一条线， 将高于均
线的论文列为“表现不俗” 论文 （即论
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
水平） ， 依据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SCI） 统计， 在2014年度中国作者为

第一作者的26.35万篇论文中， 表现不
俗的论文为9.14万篇， 占论文总数的
38.9%， 较2013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 国际学术界在衡量一个
国家和地区国际科技论文的水平在世界
处于什么位置时， 往往会引入“高被引
论文” 数量这一评价指标 （即指被引用
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论文）。 我们不妨
将时间拉长到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
段进行国际横向比较。

数据显示， 2005—2015年， 中国
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
文为15011篇， 占世界份额达到11.9%，
较上一统计年度提升了1.5个百分点。
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虽然与排名前三位
的 美 国 、 英 国 和 德 国 的 65079篇 、
16478篇和15073篇仍有差距， 但差距
正在快速缩小， 且与自身相比， 入选数
量较2014年统计时增加了22.2%。 这说
明过去一年间中国科技论文的质量有了
显著提高。

中国的这种进步趋势， 还体现在广
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能反映世界科学界
最新科学发现和研究动向的热点论文数
量增长上。 这些在发表后两年间被引用
次数排在各学科前1‰的热点论文， 在
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世界科学研究前沿
的风向标， 往往能对世界学术研究产生
广泛影响。 在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
统计年度中， 中国国际热点论文数为
383篇， 占世界热点论文总数的14.5%，
排在世界第4位。 同期， 美国热点论文
数最多， 达到1475篇， 占世界热点论
文总量的55.7%， 英国以540篇、 德国
以448篇分列第2和第3位。

从世界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
期刊收录中国论文总量变化来看 ，
2014年度， 在世界176个学科领域154
种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50404篇论文
中， 中国发表论文5505篇， 比2013年
增加386篇， 占世界的份额由上一年的
8.9%增至10.9%， 排在世界第2位； 美
国有19772篇， 占世界的份额由上一年
的40.8%降至39.2%。

在学术界， 《科学》、 《自然》 和
《细胞》 是被国际公认的三大学术名刊。
在2014年三大名刊发表的5774篇论文
中， 中国论文为246篇， 单就论文数，
较上一年度虽增加了20篇， 但在世界
的排名由2013年的第6位降至第7位。
美国以2567篇仍居首位。 英国、 德国、
法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列第2至第
6位。

从国际知名学术引文数据库收录中
国科技期刊种类的角度来看， 中国科技
期刊知名度稳步提高， 也在另一个侧面
印证了中国科技论文质量的稳步提升。
2014年， 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
142种， 比2013年增加3种； 2014年Ei
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16种； 美国
《医学索引》 收录中国科技期刊100种；
SSCI 数 据 库 收 录 中 国 期 刊 2 种 ；
Scopus数据库收录中国期刊776种。
中国进入SCI的期刊中， 2014年进入本
学科领域总被引频次排名前1/3行列的
期刊有16种， 比2013年增加7种； 进入
影响因子本学科领域排名前1/3的期刊
有28种， 比2013年增加8种。

科研合作的无国界趋势
越来越明显

目前， 我国已通过参与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 （ITER） 计划、 国际综合大
洋钻探计划、 全球对地观测系统等一系

列大科学计划， 与美、 欧、 日、 俄等主
要科技大国和地区开展平等合作， 在参
与制定国际标准、 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
的同时， 陆续建立了5个国家级国际创
新园、 33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222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这些国际合
作平台的建立， 表明中国已具备了参与
国际大科学和大科学合作的能力。

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 中
外科学家合著论文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也在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国
际合作步伐正在显著加快这一结论。 据
SCI数据库统计， 2014年收录的中国论
文中， 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为6.5万篇，
比 2013年 增 加 了 9372 篇 ， 增 长 了
16.7%。 国际合著论文占我国发表论文
总数的24.7%。 2014年， 中国作者为第
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共计44415篇，

占我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67.9%， 合
作伙伴涉及144个国家 （地区）； 其他
国家作者为第一作者、 我国作者参与工
作的国际合著论文为21033篇， 合作伙
伴涉及105个国家 （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 在2014年度国际
大科学的研究领域， 以中国科研人员为
第一作者的国际论文数量虽然有所增
加， 但在中国科研人员参加的所有论文
中的占比仍然较低。

在2014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
作者数大于1000人、 合作机构数大于
150个的论文共有161篇， 作者数超过
100人且合作机构数量大于30个的论文
共计411篇， 涉及高能物理、 天文与天
体物理、 仪器仪表、 气象和大气科学、
生物学和医药卫生等学科。 其中， 中国
机构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仅为29篇，

参与合作的国家 （地区） 有美国、 意大
利、 俄罗斯、 德国、 日本、 土耳其、 韩
国、 巴基斯坦、 瑞典、 荷兰、 印度、 澳
大利亚等。 在这29篇论文上署名的中
国机构达到81个， 其中55个为高等学
校、 10个为研究机构、 2个为公司企
业。 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在大科学领域
的国际合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 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未来的科学研
究的国际合作中融入国际潮流、 实现新
突破指明了方向。

据2015年11月12日发布的 《自然》
增刊“2015自然指数—科研合作” 显
示， 中国正崛起为国际科研合作的中
心， 在全球位列第5， 仅次于美国、 德
国、 英国和法国。 2014年， 在纳入自
然指数的高质量科研期刊中， 中国大陆
的科学家与全球其他94个国家的科研
同行合作发表了论文。 与许多国家一
样， 中国与美国的科研合作最多， 德国
是中国第2大科研合作国， 除美国和德
国之外，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法国、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也是中国最主要的科
研合作国。

公司企业在科研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方面优势明显

分析本年度的统计数据， 我们发
现， 尽管过去一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产
量和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成果
转化率低仍然是制约科学研究良性循环
的重要瓶颈。

我们不妨将能反映一个国家或机构
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作为观测依据。 根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援引经合组
织2015年的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发
明人拥有的三方专利数为1785项， 占
世界的3.3%， 排在世界第6位， 超过
2012年的998项。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援引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
库》（DWPI）的数据显示，2014年在中国
公开的授权发明专利约22.97万件， 较
2013年增长4.8% 。 按第一专利权人
（申请人） 的国别看， 中国机构 （个人）
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约为16.3万件，
占比70.94％。

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的机构类型
看， 2014年度， 中国高等学校获得约
3.8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 占中国 （不含
外国在华机构）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的23.4％； 研究机构获得约1.36万件授
权发明专利， 占总数的8.32％； 公司企
业获得约9.2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 占总
数的56.65％。 这说明， 在第四次工业
革命兴起及世界范围的产业转型升级进
程中， 公司和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方面优势越来越明显， 而作为
科研成果产出“大户” 的高校和研究机
构则变化幅度并不显著， 还存在明显的

“短板”， 未来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有更
大的突破， 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如果我们从历时的角度进行比
较， 这一变化轨迹表现得更为清晰。
2000年至2013年， 中国高校平均每年
获得1.1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 研究机
构平均每年获得0.44万件， 公司和企
业年均获得5.24万件授权发明专利。

科研水平挺进世界第一
阵营的学科在增多

与过去每年发布的国际科技论文统
计的做法相似，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本年度发布的报告聚焦点是中国国际

科技论文的产量、 影响因子、 产地， 但
借助论文产出学科领域的统计数据能在
一定程度上管窥出当年中国各学科的科
研优势和不足。 2014年， 世界各国的科
学家都在研究什么？ 哪些学科领域是世
界科学界的兴奋点？ 在这些领域中， 中
国哪些学科领域具有优势？ 哪些学科还
有待提高？

以SCI为例， 2014年SCI收录论文最
多的依次是化学、 临床医学、 物理、 生
物、 材料科学、 基础医学、 电子通讯与
自动控制、 数学、 地学和计算技术等10
个学科。 这表明着过去一年世界各国学
者科学研究的“兴奋点” 主要集中在化
学、 临床医学等10个学科领域。

就2014年中国各学科产出论文数量
及被引用次数及其占世界的比例而言，
中国有12个学科产出论文的比例超过世
界该学科论文的10%； 有19个学科论文
被引用次数挤进世界前10位， 比上一年
度统计时增加3个学科， 其中农业科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 工程技术、 材料科
学、 数学、 药学与毒物学等7个领域论文
的被引用次数排名排在世界第2位， 环境
与生态学和物理学排在世界第3位， 生物
与生物化学、 地学排名世界第5位。 与前
一个统计年度相比， 有10个学科领域的
论文被引用频次排位有所上升， 其中药
学与毒物学跃升3位， 进步明显。 另外，
还有5个学科领域上升了2位。

这些学科在国际科学界座次榜上的
跃升，表明中国学者在化学、计算机科学、
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等19个学科领
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世界科学研究的第
一阵营，具有比较明显的学术优势。

在众多活跃的学科领域中， 中国学
者对于医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尤其
耀眼 。 以美国 《医学索引》 （Index�
Medicus/Medline） 收录中国论文情况
为例， 2014年该数据库收录的中国论文
有9.87万篇， 比2013年增加了8653篇，
年增长率达到9.61%。

事实上， 中国学者在相关学科领域
开展科学研究的活跃程度也能从各类国
际会议中得到印证。 根据 《科技会议录
引文索引》（CPCI-S� 数据库）2014� 年
收录的世界重要会议论文分布状况 ，
2014年，CPCI-S收录第一作者单位为中
国的科技会议论文共计4.67万篇，数量略
少于2013年的5.08万篇。 2014年，中国科
技人员共参加了在72个国家（地区）召开
的1383个国际会议， 发表的国际会议论
文最集中的分别是电子、 通讯与自动控
制、材料科学、计算技术、机械工程、能源
科学技术、土木建筑、物理、临床医学、环
境科学和化学等10个学科。

但是， 进步的背后， 我们也应当清
醒地认识到， 我国学者除了在几个“单
项” 领域的研究具有学术优势外， 像社
会科学、 免疫学、 心理学和微生物学等
领域的研究依然与世界主要的科研大国
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科学研究的这种

“偏科” 现象或许向我们提出了警示———
未来， 我国在相关学科建设方面还需要
针对性地“开方抓药”， 强化“短板” 领
域的重点建设。

从国际论文的地区分布来看， 北
京、 江苏、 上海、 广东、 浙江和湖北6
个省市不仅是论文产量比较集中的地
区， 而且国际论文10年累计被引用篇
数也排在全国前列。 这种分布状态或
许说明一个地区国际论文的产量和质
量与该地区高等教育资源、 科研院所
布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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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图为： 2014—2015统计年度中国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数较多的6个地区篇数
饼状图为： 2014—2015统计年度中国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数较多的6个地区篇数占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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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岗位

1．行政管理人员；2．学科教师：小学、初中、高中各科优秀教师，特
别招聘能胜任音乐、美术、舞蹈特长生高考教学与辅导的专业老师；
3．行政职员；4．足球、攀岩教练各1名；5．网络工程师、.NET开发工程师
各1名；6．生活管理老师20名；7．校医2名。

二、招聘条件

1．行政管理人员
要求：认同学校办学理念，具有创新精神及管理执行力以及较强

的亲和力与优秀的人际沟通、协调、组织、管理能力，能承受工作压
力，有团队合作精神，有大型民办学校管理经验者优先。

2．学科教师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应学科的任教资格证书，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语文学科教师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其他学科二级乙等
及以上，年龄不超过48周岁；有毕业班教学经历或艺术特长生辅导经
验者优先，省、地市级优秀教师及学科带头人优先；地市级以上优质
课、示范课、基本功大赛获奖者优先。

3．行政职员
要求：学历本科及以上，可招收少数优秀应届毕业大学生；年龄

不超过35周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4．足球、攀岩教练
要求：具有相关专业教学资格和能力，能胜任相应训练队的教学训

练任务，吃苦耐劳、服从意识、抗压力强，在大型民办学校有相关教学经
验者优先。

5．网络工程师、.NET开发工程师
要求：熟悉相关专业内容，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团队意

识强，富有进取、创新精神。
6．生活管理教师
要求：高中或中师及以上学历，有爱心、耐心，工作细心， 年龄20~

50岁，退役军人、师范院校毕业生或有教师工作经历者优先，女性优先。
7．校医
要求：有专业从医资质，能适应白班、夜班轮流工作方式，有校医工

作经历者优先。

三、年收入及福利

1．小学教师年收入8万~20万元，初中教师年收入9万~25万元，高中
教师年收入10万~30万元；职员、生活管理教师年收入4万~6万元。 行政
管理人员、网络工程师和.NET开发工程师、校医待遇面议。

2．校内教职工寒暑假享受带薪休假，学校按国家规定为教职工办理

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工作时间均免费自助用餐，生活管理教师住宿费
用全免，其他教师、职员和工人享受教师公寓福利住房。

3．所有教职员工均享受统一的节日福利和校服福利。
4．教职工子女入读本校享受50%~100%的教育成本费补贴。
5． 本校教职工入职一年以上购买东莞市金胜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

盘，均可享受内部员工折扣。

四、招聘方法

1．应聘材料须包含应聘者详细简历、联系方式、近期4英寸生活照和
各类证件的复印件（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职称证及荣誉证书
等）。

2．应聘材料的纸质文稿可直接邮寄至我校人力资源部，恕不退还。
电子简历标题请按“学段（小学、初中或高中）+科目+专业+学历+姓名”
格式注明，投递至学校招聘邮箱（bsdszfx@163.com），应聘行政管理人员
的直接注明应聘职位。

3．初选后，工作人员将电话通知您到校考核，含具体面试时间、笔
试、课堂试教、谈话等环节。

五、招聘时间

集中招聘：2015年12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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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东莞石竹附属学校成立于2005年3月，是

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广东石竹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
民办公助学校，是东莞17所高收费民办学校之一。 学校地处
经济高度发达、 文化教育事业高速发展的世界制造业龙头
基地———东莞， 毗邻高档社区石竹山水园， 面向桥头客运
站，景色宜人，交通便利。 校园按省一级标准设计，占地面积
300亩，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
休闲区各区相对独立，联通互动；运动场、室内体育馆、室内
游泳馆和高标准的学生公寓、教师公寓一应俱全。 学校包括
小学低段、小学高段、初中和高中四个学段，全寄宿制管理，
现有教学班140个，在校师生近7000人，设计规模为6000人。

学校以办成民办教育名校为目标， 秉承北京师范大学
百年积淀的历史文化精神， 弘扬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办学的
优良传统，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强大雄厚的教育资源，广纳全
国理念先进、知识渊博、志向高远、人格高尚、教艺精湛、责
任心强的教育同仁，努力把学校建成人才辈出的摇篮、名师
成长的沃土、教育科研的基地和文化传播的中心。 建校十年
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与办学规模同步发展，综合办学实力
不断提升，历年来一直位居市、镇前列。 因学校规模发展需
要，现面向全国招聘如下岗位，个别岗位可立即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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