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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研究进展

■ 高志１　陈兰杰２　张志强３

１天津城建大学图书馆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　２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３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目的／意义］综述目前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研究，为发现顶尖科学家学术成长规律提
供研究方向。［方法／过程］首先界定顶尖科学家的范围，总结个人学术影响力的内涵及其定量测度方法，然后
重点从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规律研究方法、规律研究结果和顶尖科学家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假说这４个角度
对顶尖科学家学术影响力的变化规律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结果／结论］认为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
律现有研究中存在数据处理过于笼统等问题，指出今后５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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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顶尖科学家（ｔｏｐ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学术影响力（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的变化规律研究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近几年国外学者对此方向的研究尤为火热。顶尖科学

家是人类科学事业公认的引领者和开拓者，研究他们的

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不但可以量化顶尖科学家学术职

业生涯过程中的学术影响力，而且还能揭示出顶尖科学

家学术职业生涯中学术表现的兴衰变化过程，从而为发

现顶尖人才成长规律提供实证依据，为制定顶尖或杰出

人才培养、引进政策提供参考，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２　概念界定

２．１　顶尖科学家

　　本文将顶尖科学家界定为在某一学科领域获得过

国际顶尖科学奖项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都取得过重

大科学发现。此定义里的重大科学发现是指科学家职

业生涯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研究成果。

　　本研究中的顶尖科学家的概念与已有研究中的杰

出科学家（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的概念不同，比如，有

文献［１］定义杰出科学家是指 ＩＳＩ高被引科学家库包含

的３００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可能获得过国际顶尖奖
项，也可能没有获得过。因此，从概念范围的角度来说

顶尖科学家是杰出科学家的一部分。

　　本文在综述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

及的国际顶尖科学奖项有：诺贝尔科学奖（物理学、化

学、生理学或医学、经济学，以下简称“诺奖”）、克拉克

奖（经济学）、菲尔兹奖（数学）。

２．２　个人学术影响力

　　目前学术界对个人学术影响力没有得到统一认可

的概念。有文献［２］曾对个人学术影响力的概念进行综

述，将个人学术影响力界定为在某一时期个人对其所

处科研领域内其他个人及其科研活动的影响范围和深

度，其根本来源是个人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根据

目前评价个人的学术影响力的指标得出其主要的影响

因素有：发文量、论文被引频次、与他人合作情况、发文

所在期刊影响力等。

　　目前评价个人学术影响力常用的方法有四大类：

基于传统文献计量学的评价方法、ｈ指数及其衍生指
数、基于社会网络的评价方法和基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评价

方法。有文献［２］对以上各个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系统

的综述，并指出单一指标不能够完全反映个人学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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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因此，进行个人学术影响力评价时要综合考虑

同行评议。

　　对个人学术影响力动态评价是指对个人学术影响
力在时间序列上的评价。目前个人学术影响力动态评

价指标主要有个人影响因子和 ｈｒ（ｙ）指数。有文献
［３］

将这两个指标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的优缺点。

３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
研究现状

　　关于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研究现
状，本文首先概括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

研究的３个角度，然后详细地评述从这３个角度研究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时所采用的顶尖科

学家的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变化规律统计学方法、变

化规律研究结果。

３．１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研究的角度
　　根据学术影响力的概念可以得出与之相关的主题
词有：生产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引用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发文量、科
研影响力（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ｍｐａｃｔ），基于这一内涵，笔者以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和ＣＮＫＩ数据库为数据源，以生
产率、引用、发文量、科研影响力、学术影响力（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与诺贝尔奖（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诺奖得主（Ｎｏｂｅｌｌａｕ
ｒｅａｔｅ）、菲尔兹奖（ＦｉｅｌｄｓＭｅｄａｌ）、沃尔夫奖（ＷｏｌｆＰｒｉｚｅ）、
图灵奖（ＴｕｒｉｎｇＡｗａｒｄ）、京都奖（ＫｙｏｔｏＰｒｉｚｅ）、拉斯克医
学奖（Ｌａｓｋ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ｗａｒｄｓ）、克拉克奖（Ｊｏｈｎ
ＢａｔｅｓＣｌａｒｋＭｅｄａｌ）等国际顶尖科学奖项名称作为关键
词进行组配式检索，经过手工筛选和关键期刊、关键作

者、关键机构追踪以及文献的回溯检索，共搜集到国内

外相关文献２１篇，其中国外文献１２篇，国内文献９篇。
笔者对２１篇中外文献进行深度阅读发现，在研究内容
上目前对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的研究主

要可分为３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以顶尖科学家的学术
职业生涯过程为时间轴去研究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

力的变化情况［４－８］；第二种角度是以取得重大科学发现

为时间节点，研究此节点前后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

变化情况［９］；第三种角度是以获得国际顶尖科学奖项为

时间节点，研究此节点前后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

化情况［４，１０－１６］。

３．２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
　　目前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的测度主要采用发
文量、被引量、篇均被引量等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国内

学者较多地使用这些指标的绝对数量［４，１０－１１］，而国外

学者大多数使用这些指标的相对指标或加权指

标［６，１２－１３］。这主要是考虑到研究所选的数据库的数据

收集时间跨度长，从而防止由于数据库的期刊数量和

规模变化较大导致对顶尖科学家的发文、引用产生影

响。因此，使用相对指标去测度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

更科学、准确。但是国内外学者均未使用 ｈ指数及其
衍生指数作为学术影响力的衡量指标。总之，目前使

用的学术影响力指标计算粗糙、类别单一，也没有使用

不同类别的指标去对比、验证研究顶尖科学家的学术

影响力的变化。

３．３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统计学方法
　　目前关于研究获奖对顶尖科学家学术影响力的影
响，国内学者主要使用了ｔ检验［１０］、符号检验［４］方法；国

外学者主要是通过设置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法［１４，１７］、ｔ
检验方法［１３］。没有设置对照组而直接对获奖者在获奖

前后的学术影响力进行比较，无法控制其他无关变量

（比如年龄、语言、研究方向、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变化等）

对获奖者学术影响力的影响。设置对照组的好处是通

过由获奖者组成的实验组和由与获奖者在获奖之前学

术影响力相似的同行组成对照组进行对比，消除了无关

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增强了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ｔ检验的前提是总体分布是正态分析，而已有文献在
应用ｔ检验时未能证明总体分布是正态分布［１０，１３］，直接使

用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研究过程不科学。

　　另外，在研究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
时，国内外学者均使用引用与时间变化的曲线拟合的

方法［４，６］。在曲线拟合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顶尖科学

家的职业学术生涯过程的最终时间的确定问题，尤其

是在世科学家的学术职业生涯的最终时间的确定。因

为在世科学家可能还继续会有科研产出，如果以某一

时间点为其学术职业生涯的最终时间，则在此时间点

之后的 ｎ年随着科学家的科研产出，其学术影响力曲
线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单峰曲线变成双峰曲

线或多峰曲线等。

　　总之，目前对于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的变化
规律还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有的研究中没有使用统计

检验方法［１１］，有的研究虽然使用了统计检验方法，但

忽视了对方法使用前提的论证。

３．４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研究结果
３．４．１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的研究结果
　李江等通过对１９６９－２０１１年３４１位诺贝尔奖物理学、
化学、生理医学和经济学奖获得者每年的所有发文的引

用量研究建立了引文曲线框架，拟合得出了经典引文曲

线、指数增长引文曲线、睡美人引文曲线、双峰引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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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波型引文曲线［４］。Ｓ．Ｂｊｏｒｋ等对诺奖获得者的引用
轨迹用Ｂａｓｓ模型进行拟合，认为钟型曲线能够对大部分
获奖者的引用曲线进行很好的拟合，说明了经济学知识

遵从典型的创新扩散过程［６］。Ｒ．Ｋ．Ｐａｎ等通过设计每
５年的篇均被引次数，以４位诺奖获奖者为例得出了诺
奖获奖者的学术影响力变化曲线是多峰曲线［８］。方锦

清等研究发现诺奖获奖者李政道的学术职业生涯中创

新能力出现多个高峰［７］。之所以曲线的形状不同，一方

面是由于顶尖科学家自身的原因，如：母语是否是英语、

重大科学发现是理论型还是应用型、重大科学发现的论

文是否是睡美人型论文等导致发文、引用的变化；另一

方面则是学术影响力的计算指标和方式不同。主要的

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每年的学术影响力的描绘

的学术影响力变化曲线，另一种则是对第一种计算出的

每年的学术影响力进行逐年累加。

３．４．２　获奖和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对顶尖科学家学术
影响力的影响的研究结果　对于获奖（如诺贝尔奖）
是否对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有影响，学界仍有争议。

具体的已有研究结果如下：

　　（１）顶尖科学家的获奖对其获奖后的学术影响力
无影响。鲍玉芳等认为诺贝尔奖并未使科学家在获奖

后所发论文的被引频次显著提高，“马太效应”并不显

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诺贝尔奖是对科学家研

究成果的奖励，记录了科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但并没有

促进科学家的科研创新［１１］。李江等绘制了诺奖获得

者的引文曲线，得出了引文曲线中的各种变化均不能

归因于获诺贝尔奖，因此，认为科学家的引文曲线并没

有因为获诺贝尔奖而受到显著影响［４］。Ｓ．Ｈｕｇｇｅｔ［１７］选
取诺奖获得者在获奖时间的前４年与后５年的引文曲
线做比较，发现获奖后的被引次数明显增长，然后用这

些引文曲线与对应领域其他未获诺贝尔奖的优秀科学

家的引文曲线做比较，发现被引次数的增长并不能归

因于获诺贝尔奖。Ｊ．Ｃ．Ｂｒｉｃｏｎｇｎｅ研究发现获得诺奖
未增加获奖者的论文数量和质量［１４］。

　　（２）顶尖科学家的获奖对其获奖后的学术影响力
产生正影响。郭红梅研究发现获得诺贝尔奖对获奖者

所发表论文的引用行为有产生马太效应的可能性［１０］。

Ｔ．Ｆ．Ｆｒａｎｄｓｅｎ等研究得出诺奖获得者 Ｒ．Ｊ．Ａｕｍａｎｎ
获奖后其成果得到更多的引用，尤其与重大发现相关

的论文。获奖者的与重大发现相关的论文的参考文献

也增加了被引用次数［１２］。Ｈ．Ｆ．Ｃｈａｎ等研究发现克
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与未获奖且学术影响力类似的科

学家相比，获奖使其发文量和被引用量得到增加，并认

为其结论之所以与Ｇ．Ｊ．Ｂｏｒｊａｓ的研究结论（见下文）
不同，原因在于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科学家还有机

会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而数学学科没有设立诺贝

尔奖，因此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获奖后会继续研究

原有的方向，不会主要承担行政任务［１３］。Ｊ．Ｃ．Ｂｒｉｃｏｎ
ｇｎｅ研究发现克拉克经济学奖改变了获奖者的论文排
名，但发文数量不变［１４］。

　　（３）顶尖科学家的获奖对其获奖后的学术影响力
产生负影响。Ｇ．Ｊ．Ｂｏｒｊａｓ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菲尔兹
奖获得者与对照组（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在获

得菲尔兹奖之前两者的学术影响力相似，但是获奖之

后菲尔兹奖获得者论文发文数明显下降，进一步研究

发现这一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菲尔兹奖获得者从

事新的领域研究，对新的领域的不熟悉导致其科研产

出率在获奖之后明显降低［１５］。

　　另外，Ａ．Ｍａｚｌｏｕｍｉａｎ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诺贝
尔奖得主在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后与重大科学发现相关

的论文被引次数呈爆炸式增长，同时重大发现论文的

出现增加了重大发现之前的论文影响力，这些论文也

包括与重大发现主题无关的论文［９］。

　　获奖对顶尖科学家学术影响力的影响的研究结果
要区分获奖的种类，比如诺奖和菲尔兹奖的不同之处

在于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顶尖奖项，获奖年龄要求

在４０岁以下，这就导致了科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后容易
从事新的研究领域，而据已有研究表明诺奖的重大科

学发现一般在４４－４７岁［１８］之间，获得诺奖平均年龄

在５９岁［１９］，所以获得的奖项不同，科学家获奖后产生

的学术反应也不同。通过设置与获奖科学家学术影响

力相似的未获奖的科学家作为对照组来研究获奖对获

奖的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的变化不够科学，因为除了

控制了获奖前两者的学术影响力相同，但无法控制其

他变量（比如个人禀赋、科学工作机制等）对获奖后未

获奖者和获奖者的影响。因此研究结果不一致。总

之，获奖是否对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产生影响的主题

研究的结果还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规律研究采

用的方法、学术影响力的指标、研究的学科（奖项）。

因此要区别、谨慎对待这些研究结果，不能完全否定或

肯定任何一个研究结果。

４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
的假说

　　目前关于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的假
说主要有以下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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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创新扩散理论
　　Ｅ．Ｍ．Ｒｏｇｅｒｓ在 １９８３年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２０］，认为创新的传播包
含５个步骤，即认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说服（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决
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实施（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确认（ｃｏｎｆｉｒｍａ
ｔｉｏｎ）。创新扩散的传播过程可以用一条“Ｓ”形曲线来
描述。在扩散的早期，采用者很少，进展速度也很慢；

当采用者人数扩大到居民的１０％ －２５％时，进展突然
加快，曲线迅速上升并保持这一趋势，即所谓的“起飞

期”；在接近饱和点时，进展又会减缓。整个过程类似

于一条“Ｓ”形的曲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创新扩散曲线

　　已有研究文献实证研究表明创新扩散理论存在于
顶尖科学家的整个学术职业生涯中和获奖前后。一方

面，Ｓ．Ｂｊｏｒｋ等［６］认为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

术职业生涯中，学术影响力变化是创新扩散的过程，并

符合Ｂａｓｓ模型。他例举了１９７０年获得诺奖经济学奖
的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发文的每年累积相对引用次数（见图２
左图）和每年的相对引用次数（见图２右图）。另一方
面，Ｔ．Ｆ．Ｆｒａｎｄｓｅｎ等以诺奖获得者 Ｒ．Ｊ．Ａｕｍａｎｎ为例，
实证研究得出Ｒ．Ｊ．Ａｕｍａｎｎ获得诺奖不但使得他本人
的论文被引量大增，而且还使他的论文的参考文献的

被引用也大增［１２］。诺奖作为意见领袖，它的获得间接

作用于重大科学发现，使得学术界对获奖者的文献与

重大科学发现相关文献以及它们的参考文献进行关

注。因此，与重大科学发现相关的文献以及它们的参

考文献比在获奖之前被更广泛地为学术界所认识，接

下来的创新扩散的说服、决定、实施以及确认这４个阶
段也就是被诺奖的名誉刺激所形成。

４．２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学史研究者 Ｒ．Ｋ．
Ｍｅｒｔｏｎ［２１］在１９６８年提出的，它源自圣经《新约·马太
福音》２５章中的一段话：“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
余；没有的，连他现有的也要夺过去”。已有研究表明

图２　１９７０年诺奖经济学得主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引用的创新扩散模型［６］

马太效应在顶尖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前后和获奖

前后这两个阶段比较明显。Ａ．Ｍａｚｌｏｕｍｉａｎ等［９］研究发

现，重大科学发现论文的出现使得更多同行关注了顶

尖科学家的工作，并使在重大科学发现之前的发表论

文得到了大量的被引用。Ｈ．Ｆ．Ｃｈａｎ等［１３］发现获得克

拉克经济学奖的科学家在获奖后发文和被引用明显地

增加。两者认为取得重大发现或获奖会对获奖者的学

术影响力产生马太效应。

４．３　年龄效应
　　年龄不是个人学术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有
关年龄与学术影响力的关系一直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

主要内容和前沿方向。有文献［２２］列出了年龄与学术

影响力变化关系的双因素假说、效用最大化假说（或称

机会成本机制）、职位负担假说、劣势积累假说（或称

学术回报效应、优胜劣汰机制）、知识陈旧假说、知识僵

局假说、投资驱动假说（或称利益驱动假说）这 ７个
假说。

　　目前有关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与年龄关系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顶尖科学家的创造峰值与年龄的关系

上：认为顶尖科学家的科研创造峰值年龄随时间统计

呈现增大趋势。Ｂ．Ｆ．Ｊｏｎｅｓ等［２３］对 １９０１－２００８年
５２５名诺奖获奖者（其中物理学奖获得者１８２名、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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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获得者１５３名、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１９０名）的所有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变化，在３０
岁左右取得重要成果的科学家频数不断下降（直至为

零）；４０岁左右获得重要成果的频数不断上升；２５岁之
前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频数也随时间不断减少。据

此，他们认为科学家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在增长，而教育

经历可能导致早期创新成果产量降低。门伟莉等［２４］

综述了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变化规律研究，并实证研究

了１９０１－２０１３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重大科学发现
年龄变化规律，得出了重大科学发现年龄以６．１岁／百
年的速度延迟，明显快于赵红洲提出的３．５岁／百年。
目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重大科学发现年龄在４４－
４７岁之间［１８］。

５　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此研究主题与自然科学领域个人学术影响
力与年龄的变化规律存在的４个问题一致［２２］，即：未

考虑对科学家分层次研究以及相应的学术影响力指标

的选择问题；未考虑如何动态地评价科学家的学术影

响力；缺乏以年龄为标尺对个人学术成长过程中其他

因素对个人学术影响力影响的分析；未注意时代的发

展对科学家从事科研的状态的影响。

　　其次，除了以上４个问题之外，还有以下６个问
题：

　　（１）未考虑顶尖科学家多次获得不同国际顶尖科
学奖对其学术影响力变化产生的复杂影响。比如，在

研究诺奖获得者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时未能考虑诺

奖获得者也会获得诺奖的风向标类的奖，如沃尔夫奖、

克拉克经济学奖对诺奖获得者的学术影响力产生的综

合的复杂影响。因此，在研究诺奖的获得对诺奖获得

者的学术影响力时，应将也获得诺奖风向标之类的奖

项的科学家区别对待。

　　（２）未分类去研究顶尖科学家的影响力变化。比
如，母语、地区以及重大科学发现的类型（理论型与应

用型）。不以英语为母语和职业生涯过程中所在地区

不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顶尖科学家虽然获得了国际顶

尖科学奖，但是有的顶尖科学家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

极少。例如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虽然获得了诺奖，但其

重大科学发现的论文不是英文而是中文，这使得国际

学者在引用有关其发现抗疟疾药青蒿素时引用最多的

是一篇国外抗疟疾药的研究综述，在这篇论文中介绍

了屠呦呦的研究成果，而屠呦呦的重大科学发现的中

文论文很少被国际学者引用。所以需要将顶尖科学家

按照母语、地区等分类研究。

　　取得理论型重大科学发现的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
响力与取得应用型重大科学发现的顶尖等科学家的学

术影响力也不一样，比如，Ｂ．Ａ．Ｗｅｉｎｂｅｒｇ等［５］发现取

得理论型重大科学发现时的科学家的年龄要早于取得

应用型重大科学发现时的科学家年龄。因此，在研究

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与年龄）变化规律时要将

重大科学发现分为理论和应用创新两类去研究顶尖科

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

　　（３）未考虑因部分顶尖科学家的重大科学发现的
论文是睡美人型论文导致的学术影响力增加的滞后问

题。２０１４年诺奖化学奖得主 Ｓ．Ｈｅｌｌ的重大科学发现
论文是一篇睡美人文献［２５］。睡美人型的论文由于被

学术界认可、引用较晚，使得顶尖科学家的学术表现较

晚才得到同行的赞扬、推广等。在研究顶尖科学家的

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时应将这类科学家区别对待，否

则会得到总体上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峰值的年龄

较大的结论。

　　（４）顶尖科学家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这一主题研
究中某些重要时间段定义模糊。比如，在已有研究中

对顶尖科学家的学术职业过程的学术影响力变化的时

间轴如何选取存在界定模糊问题。有的顶尖科学家已

经去世，学术职业过程是从事学术起始时间（国际上一

般是采用获得最高学位时间）到去世时间还是最后一

篇论文被发表时间？对于在世的顶尖科学家，其学术

职业过程是从事学术起始时间到哪个时间点才能准确

反映其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

　　（５）未有进一步的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
函数的数学解释。目前已有很多研究对顶尖科学家的

引用轨迹进行曲线拟合，但未有模拟的数学函数和缺

乏进一步的数学解释。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可以分析

顶尖科学家在某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学术影响力增长

速度的变化情况，从而了解其学术影响力的发展态势，

甚至预测未来的学术影响力。

　　（６）未考虑顶尖科学家发文的署名位置对其学术
影响力的影响。在某些学科论文中，署名位置决定了

作者对该论文的贡献程度。在文献［２６］中，院士头衔
获得前后科学家署名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样顶尖

科学家在获得顶尖奖项时是否同样存在这样的变化，

这一问题有待于去探究。

６　研究总结和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

９３１



第６０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

力在整个学术生涯过程的变化曲线拟合和顶尖科学家

在取得重大科学发现、获奖前后学术影响力变化的比

较。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有如下５个：
　　（１）顶尖科学家由于获得国际顶尖科学奖而产生
马太效应导致引用泡沫，这一点被国际学者所公认，但

是如何测度引用泡沫的程度仍需进一步研究。比如，

对诺奖获奖者在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前后和获得诺奖前

后分析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对引用诺奖获奖者的文献

进行基于内容的分析，诺奖获得者的论文在其引用文

献中被哪些部分引用了？引用动机是什么？

　　（２）以年龄为刻度对顶尖科学家在整个学术生涯
中学术表现的兴衰变化过程有待研究。Ｊ．Ｃ．Ｂｒｉｃｏｎ
ｇｎｅ［１４］考虑了在获得诺奖和克拉克经济学奖前后年龄
对其学术影响力的影响，但是未有对顶尖科学家在整

个学术生涯中随年龄变化其学术影响力量化的兴衰变

化过程的研究。

　　目前未有有关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与年龄变
化研究的文献，以及选择哪种学术影响力的计算方式

能更准确、真实地反映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

规律。目前学术影响力的计算方式有３种：第一种是
考虑顶尖科学家自从发表第一篇论文以来到每一年的

发文和引用情况；第二种是在计算每一年的学术影响

力时只考虑近 ｎ年顶尖科学家的发文和引用；第三种
是将第二种计算出的每一年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累积。

这３种计算方式的区别与联系是怎样的呢？
　　目前研究已使用的学术影响力的测度方式只有基
于传统文献计量学方法，而未有使用 ｈ指数及其衍生
指数和基于社会网络的评价方法作为测度顶尖科学家

学术影响力的方法研究。

　　（３）研究顶尖科学家获得不同国际顶尖科学奖对
其学术影响力变化产生的复杂影响。对于获得几个不

同国际顶尖科学奖的科学家来说是否存在不同于只获

得一个国际顶尖科学奖的科学家的“学习效应”。也

就是说，科学家在职业学术生涯中获得第一个国际科

学奖后，是否会导致其很容易获得名誉更大的国际科

学奖；当又获得一次国际科学奖后，是否会又导致其更

容易获得比这次更大的国际科学奖，依次循环。

　　（４）对获奖之后的顶尖科学家进行调查访问。选
择获奖者和与获奖者获奖之前学术影响力一样、研究

方向一致的未获奖者进行调查访问，从而了解获奖对

获奖者和未获奖者的影响。研究获奖者在获得国际顶

尖奖项后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比较多，比如：是否会改变

研究方向、是否主要从事行政管理或者选择退休等。

　　（５）获得国际顶尖科学奖对重大科学发现相关的
论文的参考文献或获奖者的合作者带来的影响。Ｔ．Ｆ．
Ｆｒａｎｄｓｅｎ等［１２］只以诺奖获得者Ｒ．Ｊ．Ａｕｍａｎｎ为例，实
证研究了Ｒ．Ｊ．Ａｕｍａｎｎ获得诺奖使其论文的参考文
献和合作者文献的引用大增的情况。但是其他诺奖获

得者又会怎样呢？其他国际顶尖科学奖也会像诺奖这

样产生连锁反应吗？如果产生连锁反应，哪一种奖的

获得使得连锁反应更强烈些呢？这些均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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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ｓｏｆｎｏｂｅｌｌａｕｒｅａｔｅ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２－２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ｐａｐｅｒｓ／ｗ１１７９９．ｐｄｆ．

［６］ＢＪＯＲＫＳ，ＯＦＦＥＲＡ，Ｓ?ＤＥＲＢＥＲＧ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ｔｈｅ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４，９８（１）：

１８５－１９６．

［７］方锦清，刘强，李永．自然科学家的创作多峰现象及创新能力

［Ｊ］．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２．

［８］ＰＡＮＲＫ，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４，４：４８８０．

［９］ＭＡＺＬＯＵＭＩＡＮＡ，ＥＯＭＹＨ，ＨＥＬＢＩＮＧＤ，ｅｔａｌ．Ｈｏｗ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ｓ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ｓａｎｄ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ｓ［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１，６（５）：ｅ１８９７５．

［１０］郭红梅，金晶，何钦成．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论文施引行为的马

太效应初探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１（６）：８３０－８３２．

［１１］鲍玉芳，马建霞．诺贝尔奖与科学家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的相

关性———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诺贝尔化学、物理学获奖者的实

证研究 ［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８）：４０－４５．

［１２］ＦＲＡＮＤＳＥＮＴＦ，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Ｊ．Ｔｈｅｒｉｐｐ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６４（３）：４３７－

４４７．

［１３］ＣＨＡＮＨＦ，ＦＲＥＹＢＳ，ＧＡＬＬＵＳＪ，ｅｔ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ｈｏｎｏｒｓ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１－０５］．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１０．１０１６／ｊ．ｌａｂｅｃｏ．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５．

［１４］ＢＲＩＣＯＮＧＮＥＪＣ．Ｄｏｐｒｉｚｅ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４１



高志，陈兰杰，张志强．顶尖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变化规律研究进展［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６０（６）：１３５－１４１．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２－２３］．ｈｔｔｐ：／／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ｘ．ｉｓｔ．ｐｓｕ．ｅｄｕ／ｖｉｅｗ

ｄｏｃ／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３３．７２９７＆ｒｅｐ＝ｒｅｐ１＆ｔｙｐｅ＝ｐｄｆ．，

２０１４．

［１５］ＢＯＲＪＡＳＧＪ，ＤＯＲＡＮＫＢ．Ｐｒｉｚ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ｏｗ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ｍｅｄ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ｕｔｐｕ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５，５０（３）：７２８－７５８．

［１６］ＣＨＡＮＨＦ，ＧＬＥＥＳＯＮＬ，ＴＯＲＧＬＥＲＢ．Ａｗａｒ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ａＭａｔｔｈｅｗ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ｏｒａｔｉｃｋｅｔｔｏｏｎｅ’ｓｏｗｎｆｕ

ｎｅｒａｌ？［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２３（３）：２１０－２２０．

［１７］ＨＵＧＧＥＴＳ．Ｄｏｅｓａ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ｌｅａｄｔｏｍｏ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ｅｎｄｓ．ｃｏｍ／ｉｓｓｕｅ２０?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ｄｏｅｓ?ａ?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ｌｅａｄ?ｔｏ?ｍｏ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门伟莉，张志强．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变化规律研究———以自然

科学领域诺奖得主为例 ［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３（８）：１１５２－

１１５９．

［１９］刘群锋．诺贝尔奖得主获奖年龄之统计分析 ［Ｊ］．统计与决

策，２００７（１１）：８４－８５．

［２０］ＲＯＧＥＲＳＥＭ．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２１］ＭＥＲＴＯＮＲＫ．Ｔｈ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６８，１５９（３８１０）：５６－６３．

［２２］高志，张志强．个人学术影响力与年龄的变化规律研究进

展———基于自然科学领域 ［Ｊ］．情报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２）：１０５

－１０９，１５６．

［２３］ＪＯＮＥＳＢＦ，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ＢＡ．Ａｇ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ｒｅａｔｉｖｉ

ｔｙ［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

１０８（４７）：１８９１０－１８９１４．

［２４］门伟莉，张志强．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变化规律研究综述 ［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２３－１６２９．

［２５］杜建，武夷山．基于被引速率指标识别睡美人文献及其“王

子”———以２０１４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ＳｔｅｆａｎＨｅｌｌ的睡美人文

献为例 ［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５（５）：５０８－５２１．

［２６］刘俊婉，郑晓敏，王菲菲，等．科学精英科研生产力和影响力

的社会年龄分析———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Ｊ］．情报杂志，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３５，６１．

作者贡献说明：

高志：检索文献，设计论文研究思路，撰写论文；

陈兰杰：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文献；

张志强：修改、审定论文研究框架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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