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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科学家的科研产出规律 

——以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得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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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大科学突破的产生离不开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的积累与继承，了解有关学科领域杰出科学

家群体科研产出的一般规律，有助于科研人员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实现“继

承-创新”式研究；有利于管理和决策者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发展规律，完善学科领域的管理资助

政策和机制等。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聚类分析与定量聚类分析方法。以生物

医学领域获得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的 319 名科学家为代表样本，经过数据清洗最终得到文献 31 095 篇，

通过 LDA 主题模型提取研究主题并进行共现网络分析，从语义层面分析该领域杰出科学家科研产出的

一般规律。本文得出了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科学家在获奖成就细分学科、研究主题演变与分布、获奖年

龄趋势及发文期刊等方面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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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ortant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accumul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cademic thoughts.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laws of outstanding

scientist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in respective fields will not only help researchers grasp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levant disciplines, but also help decision-makers

understand the law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pertinent disciplines and improve management

funding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luster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s.

Using 319 scientists who won the 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al as

representative samples, we obtained 31 095 articles, after data preprocessing. The research theme

was extracted by LDA topic model, after which we conduct co-occurrence network analysis on the

semantic level to find the general laws of outstanding scientists' research output within biomedicine.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laws in qualitative clustering of award-winning achievements,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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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政策环境、科研资助、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

持[1]，更离不开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的积累与继承。在现代科学史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更是得到深刻地体现，前人所做出的重大成就对后续研究往往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一项重

大发现可能会开辟一系列研究，导致一连串创新，形成诺奖级别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突破传递

链。如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öntgen）因 X射线的伟大发现获 1901 年第一届诺贝尔

物理学奖，直到今天，以 X 射线为基础展开的诸多研究成就了几十位诺奖获得者，如约里

奥·居里夫妇、劳厄、布拉格父子、巴克拉、康普顿等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国际科技奖励制度正式形成于 18世纪[3]，重要科技奖项获得者获得的科技成果奖励，本

质上是国际相关领域科学共同体对其学术成就和贡献的肯定与褒奖。一般认为，重要奖项获

得者符合我们对杰出科学家的定义与认知。因此，文章选取享有盛名的“拉斯克医学研究奖”

获得者作为生理医学领域杰出科学家的代表群体，研究其科研产出的一般规律，特别是研究

领域分支与研究内容的分布，有助于科研人员和决策者把握生理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动向

与关注焦点，为该领域研究人员取得新的研究突破、做出创新成果提供思路参考。 

1 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优秀科学家群体及其科研产出的规律已经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探索，而

在其中，对国际公认的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界“顶级桂冠”——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

的研究分析最为广泛。 

以杰出科学家及其出版物为研究对象的评价研究中，如Ma 等 [4]对 1901-1989 年物理学诺

奖获得者发表论文的使用语言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补充以不同时期下各类语言论文所占比重。

Jenkin
[5]剖析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William Henry 和 William Lawrence Bragg 之间的特殊合作

研究关系（父子关系）。再如 Chariker 等学者[6]通过学术指导关系绘制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

术家谱图。而张志强等[7]深入剖析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学术型师承关系及规律，提出

师承效应能够显著缩短未来获奖者作出重大创新成果所需的时间等重要观点。  

以杰出科学家及其出版物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计量研究中，Kademani 等[8]分析了 1964 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Dorothy Mary Crowfoot 每五年在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证实其符合

Bradford-Zipf（布拉德福-齐普夫）定律。Zhou 等[9]对 1901-2012年间 193 名诺贝尔物理奖得

主的 382 篇标志性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得出在被引次数、期刊影响因子、发文国家等的

特点与趋势。李江等[10]通过分析 341 位诺奖得主的引文规律，进而提出引文曲线分析框架，

并对其适用性进行了深入思考；而 Egghe 等[11]学者则以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的零被引

论文为视角，分析其与常用科学计量指标（h 指数、论文数等）之间的相关性，发现 h 指数

与零被引论文数量呈正相关关系。此外，Mazloumian 等[12]发现著名科学家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论文得到了许多引用，同时提高了自身其他出版物的引用率，得出重要论文具有“提升效应”

的结论。 

以杰出科学家及其出版物为研究对象的预测研究中，比如 Hu 等[13-14]以 2016年诺奖得主

的出版物为实证案例，提出基于 TOPCM 和 TTPCM 算法的“火花指数”(Sparking Indices)来识

别引文网络中的奠基性文献。唐川等[15]利用多文献计量指标和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对图灵奖获

得者进行识别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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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多是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和文献计量等方法，对优秀科学家进行学术关系、

合作网络、引文计量的特点与评价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识别、预测研究，而从学术知识

积累继承角度切入，针对科学家获奖成就与研究主题的分析较为少见。本项研究在理论模型

的指导下，主要通过定性聚类方法、LDA-共现分析方法，从语义层面分析杰出科学家科研产

出、特别是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的一般规律。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说明 

阿尔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16]由 Albert and Mary 

Lasker 基金会于 1946 年设立并管理，先后设立基础医学研究奖、临床医学研究奖、公众服务

奖和特殊贡献奖（即特殊成就奖），主要授予医学领域取得重大发现和突破、做出突出贡献的

科学家。拉斯克奖在医学界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截止到 2019 年 4月，拉斯克奖获得

者中已经有 86人获诺贝尔奖[17]。 

通过拉斯克基金会官网，确定样本为 1946 年来获得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临床医学

研究奖和特殊贡献奖的 319 名科学家（截止到 2018 年有 326 人次获奖，其中 7人两次获奖;

下文简称为拉斯克奖）。科学家年龄、机构等数据主要来源于科学家学术简历、维基百科等官

方渠道。科学家文献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9年 1 月 8日-

2019 年 3月 25日，设定文献类型为 Article 和 Review，最终获取到 306 名拉斯克奖获得者发

表的全部学术文献（13人未检索到文献数据）；同时，与科学家个人学术简历进行映射比对，

去除同名作者、标题与摘要不规范等干扰数据，最终共获取到 31 095 篇文献。 

2.2 研究方法 

2.2.1 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18]的核心思想是：每个

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他的行为既可能影响他人，也可能被他人所影响，要想让自己的行为发

生好的效果，就必须很好地认识和理解他人及其行为的规律，从而对他人行为作出反应。  

借鉴格式塔学派著名心理学家勒温（K. Lewen）的“场论”研究：B = f(P, E)[19]。其中，B

代表人的行为，E代表环境，f 是变量，P和 E的交互作用形成心理场，即情境。人的行为是

由人（P）和他的心理生活空间（E）的相互作用决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其人格或

个性与其当时所处情景或环境的函数。  

在学术信息交流环境中，不论是科研选题，还是科研合作等科学活动，科学家之间同样

存在互相影响的现象。运用上述思想来思考科学家取得突破性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如

下假设：在某个研究领域，科学家长期受到优秀科学知识的熏陶，形成一定的“科学思想场”，

那么他就有可能做出“继承-创新”研究，甚至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构建如下函数关系： 

B = f(S, SE, O)                              （1） 

其中，B表示科学家取得重大突破（breakthrough），S表示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家群体（scientist），

SE表示凝聚了优秀科学知识且知识可自由传播的学术环境（scholarly environment），O表示

其他自然和社会因素（others），如政治经济环境、科研条件等。S、SE和 O三者的共同作用，

是得以萌发、产生新思想并最终实现创新突破的充分必要条件。 

科学家能否取得重大突破，是由科学家个人的学术精神、凝聚知识精华的学术氛围和其

他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决定的。因此，本文主要以生物医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为研究对象，

对其历年来科研产出（以论文为代表）的研究内容进行主题抽取与关联共现分析，也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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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即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场”进行研究，分析杰出科学家研究主题分布等一般规律。 

2.2.2 定性聚类分析方法 

借助数学中定量聚类分析的思想，对 1946 年以来拉斯克奖获得者的 182 项获奖成就进

行定性聚类分析。邀请领域专家参与，归纳重大突破的范畴与类别，对奖励的科学成就的主

要归属领域予以分析。首先将获奖成就划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其他贡献三大层次，

继而，再细分不同层次的获奖成就，其中，基础医学类重大突破成就可划分为免疫学、遗传

学、分子生物学（包括蛋白质、抗生素等研究主题）、神经科学、病理生理学、细胞生物学、

细菌学等 7 类；临床医学类重大突破成就可划分为病理学、疫苗学、药理学药剂学、麻醉学、

外科医学、生物材料/医疗设备等 6类。  

2.2.3 LDA-共现分析方法 

在对 306 名科学家研究主题进行定量分析时，本文拟采用 LDA-共现分析的方法。其中，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是 2003 年由 Blei等[20]首次提出，已在图书情报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LDA 模型本质上是将隐含主题看成词汇特征的概率分布，同时将每个

文档看作是潜在主题的概率分布 [21]。基于 LDA-共现分析的方法，能够发现研究主题的关联

聚类关系，挖掘潜在知识，揭示医学/生理学领域杰出科学家的研究主题分布。  

简单来说，这一研究思路主要是：首先从概率分布角度识别科学家论文标题与摘要中的

主题词，然后根据齐普夫定律（Zipf's Law）[22]提取高频主题词，进而进行词聚类与关联矩阵

的共现分析。 

在获得上述 31 095 篇文章的基础上，通过 DDA ( Derwent Data Analyzer) [23]进行数据清

洗与字段提取等操作，提取出科学家发表文章的“TI”、“AB”和“PY”字段，利用数据挖掘平

台 KNIME 3.7[24]进行文本预处理，以期提高主题识别的准确性。预处理的连接模块包括：字

符串转换、去除标点与数字、大小写转换、词干提取、停止词过滤、过滤 3个字母以下的单

词（考虑到生物医学领域专业术语的特性，如 DNA，RNA等），最后构建主题词词袋（图 1）。 

 

图 1  拉斯克奖获得者文献数据预处理流程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统计分析 

截止到 2018 年，获得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的 319 名科学家，在国家分布和机构分布中均

表现出较高的聚集性。国家分布中，美国表现极为突出，以 231 人次获奖者遥遥领先，占比

约 71%，英国、德国分别以 29 人次、12 人次位居前列，法国（9 人）、加拿大（7 人）与日

本（6人）均有 5名以上科学家荣获桂冠（图 2）。工作机构分布中，获奖者仍集中分布于美

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其中，洛克菲勒大学、哈佛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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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均拥有 10 人以上长期工作的拉斯

克奖获得者（本文的长期工作特指保持工作 5 年及以上），洛克菲勒大学医学院拥有 23 位，

哈佛大学医学院拥有 19 位（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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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拉斯克奖获得者国家分布 

获奖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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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拉斯克奖获得者机构分布 

注：1.国家按所属国籍统计，其中 4 人为双国籍，7 人国籍不祥；2.图中仅展示获奖人数 3 人以上的

机构。 

3.2 领域重大突破定性聚类分析 

过去 73 年以来，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临床医学研究奖和特殊贡献奖一共对 182 项

具有重大进展和重大意义的获奖成就进行表彰。  

按照前述研究方法与专家咨询，针对获奖成就，将其获奖领域划分为：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和其他贡献三类维度，同时，将基础医学领域的获奖成就划分为：免疫学、遗传学、分

子生物学（包括蛋白质、抗生素等研究主题）、神经科学、病理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细菌学

等 7类；将临床医学领域的获奖成就划分为：病理学、疫苗学、药理学药剂学、麻醉学、外

科医学、生物材料/医疗设备等 6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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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拉斯克奖获奖成就定性聚类分析 

领域 细分领域 获奖成就及获奖年度 百分比 

基础

医学 

免疫学 
肺炎球菌（1947）；免疫化学方法（1953)；弗氏佐剂（1959）；免疫病理学（1975）；单克隆抗体（1984）；T 细胞和免疫防御（1995）；发现

树突状细胞（2007) 
3.8% 

遗传学 

代谢过程的遗传控制（1950）；病毒感染遗传（1952）；核酸作为遗传原理（1958）；DNA 双螺旋结构（1960）；遗传连锁方法（1960））；

DNA 和 RNA 肿瘤病毒（1964）；转移 RNA 的化学结构（1965）；遗传密码（1968）；疾病的分子基础（1971）；逆转录酶（1974）；DNA 测

序技术（1979）；重组 DNA 技术克隆基因（1980）；移动遗传元素（1981）；致癌基因（1982）；抗体多样性遗传基础（1987）；分裂基因和

RNA 剪接（1988）；早期胚胎发育遗传基础（1991）；DNA 是遗传的化学物质（1994）；选择性抑制基因表达的反义 DNA（1996）；Lambda

阻遏物和基因调控（1997）；遗传密码，秀丽隐杆线虫和重组 DNA（2000）；RNA 加工和细胞因子信号传导（2002）；转录基因的蛋白质机

制（2003）；Southern 印迹和 DNA 指纹图谱（2005）；RNA 的基因功能（2008）；核重新编程（2009）；基因性质的发现（2012）；发现

BRCA1 基因位点（2014）；DNA 损伤应答现象（2015）；DNA 复制（2016）；组蛋白化学修饰和基因表达（2018）；RNA 生物学（2018） 

17.6% 

分子生物学 

蛋白质 

酶将糖原转化为葡萄糖（1946）；链激酶作为抗血栓形成剂（1949）；肌动球蛋白（1954）；脊髓灰质炎病毒（1954）；荧光标记技

术（1959）；在固体基质上合成蛋白质（1969）；RNA 的酶促作用（1988）；跨膜的靶向蛋白质（1993）；朊病毒（1994）；离子通

道蛋白（1999）；端粒酶（2006）；发现蛋白质折叠（2011）；细胞骨架运动蛋白（2012）；蛋白质反应（2014）；发现 TOR 蛋白

（2017） 
13.2% 

 抗生素 土壤细菌的抗生素特性（链霉素）（1948）；逆流分配技术（1963）；抗生素抗性的分子性质（2008） 

激素 
分离六种垂体激素（1962）；环 AMP 调节激素作用（1970）；分离下丘脑肽激素（1975）；前列腺素（1977）；调节基因的核激素

受体（2004）；发现瘦素（2010） 

技术 分子杂交技术（1974）；基因敲除小鼠（2001） 

神经科学 神经递质(2013) 0.5% 

病理生理学 

哺乳动物心血管和肾脏（1947）；心脏导管检查技术（1949）；视觉循环（1953）；甲状腺功能亢进症（1954）；心血管生理学（1955）；治疗

血栓栓塞症（1955）；结缔组织的生化研究（1956）；心血管生理学（1957）；高血压基本机制（1958）；肿瘤诱导病毒（1958）；药物的生理

作用（1967）；脑损伤和精神发育迟滞（1968）；癌症诱导病毒（1974）；癌症化疗（1974）；放射免疫分析技术（1976）；脑功能和生理学

（1979）；控制胆固醇代谢（1985）； NO 作为信号分子（1996） 

10.4% 

细菌学 寄生虫感染机制（195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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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 

Krebs 循环（1953）；培养哺乳动物细胞（1958）；阿片受体和脑啡肽（1978）；分子方法揭示记忆（1983）；生长因子-NGF 和 EGF（1986）；

磷酸化和 G 蛋白信号传导（1989）；细胞分裂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1998）；泛素调节蛋白质降解系统（2000）；细胞内囊泡运输及调控机制

（2002）；干细胞及其双重特性（2005）；现代细胞生物学（2006）；细胞感知及适应氧气（2016） 

6.6% 

临床

医学 

临床病理学 

Rh 因子导致新生儿溶血性贫血（1946）；宫颈癌的子宫颈抹片检查（1950）；癫痫研究（1951）；预防性癌症检测诊所（1951）；氟化方案

（1952）；冠心病（1953）；过量氧气导致早产儿失明（1956）；治疗高血压（1957）；新的微生物学原理（1957）；柯萨奇病毒（1959）；治疗

急性呼吸道疾病（1959）；立克次体病治疗（1962）；雌激素治疗前列腺癌（1963）；儿童白血病（1966）；治疗霍乱（1967）；L-DOPA 治疗

帕金森病（1969）；淋巴瘤和急性白血病的联合化疗（1972）；测量脑功能的脱氧葡萄糖方法（1981）；溶酶体贮积病（1982）；肿块切除术治

疗乳腺癌（1985）；艾滋病毒是艾滋病的起因（1986）；DNA 技术诊断遗传病（1991）；集落刺激因子（1993）；幽门螺杆菌引起消化性溃疡

病（1995）；肿瘤抑制基因（1998）；丙型肝炎病毒（2000）；体外受精治疗不孕症（2001）；血液透析治疗肾衰竭（2002）；认知疗法

（2006）；分子靶向治疗（2009）；发现 VEGF（2010）；血液遗传疾病（2010）；帕金森氏症治疗（2014）；单克隆疗法（2015） 

18.7% 

疫苗学 
流感疫苗（1947）；黄热病疫苗（1949）；Salk 脊髓灰质炎疫苗（1956）；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1965）；肺炎和脑膜炎疫苗（1978）；预

防新生儿 Rh 不相容的疫苗（1980）；预防儿童脑膜炎的疫苗（1996）；HPV 疫苗（2017） 
4.4% 

药理学药剂

学 

青霉素治疗梅毒（1946）；可的松抗炎药（1949）；维生素补充剂（1952）；异烟肼药物治疗结核病（1955）；高血压药物（1958）；口服抗凝

剂（1960）；异丙嗪治疗严重抑郁症（1964）；治疗高血压（1971）；丙醇用于治疗心脏病（1976）；锂治疗躁狂抑郁症（1987）；美沙酮治疗

药物成瘾（1988）；RU486 抗妊娠丸（1989）；早产儿的表面活性剂治疗（1994）；维生素 A 治疗预防感染和失明（1997）；ACE 抑制剂治疗

高血压（1999）；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抗 TNF（2003）；现他汀类药物（2008）；青蒿素（2011）；研发丙型肝炎药物（2016） 

10.4% 

外科医学 
蓝婴症手术（1954）；心内直视手术（1955）；动脉粥样硬化模型（1956）；氯丙嗪治疗精神分裂症（1957）；先天性心血管缺陷矫正手术

（1959）；同种异体骨髓移植（1970）；全髋关节置换术（1974）；超声技术（1977）；白内障手术的超声乳化术（2004）；肝移植（2012） 
5.5% 

麻醉学 研发异丙酚麻醉剂（2018） 0.5% 

生物材料/

医疗设备 

电子显微镜（1960）；由涤纶制成人造动脉（1963）；细胞器的电子显微镜（1966）；心肺机（1968）；心脏除颤器和心脏起搏器（1973）；

CAT 扫描成像（1975）；冠状动脉图像技术（1983）；磁共振成像（MRI）（1984）；人造二尖瓣和主动脉瓣（2007）；人工耳蜗（2013） 
5.5% 

其他贡献 临床遗传学（1997）；科学传播与教育（1998）；分子精神病学（1999）；生化武器的公共政策（200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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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946 年以来拉斯克三项奖获得者的获奖成就定性聚类，受篇幅所限，对获奖成就进

行高度凝练与概括，与原始获奖成就的表述相比不够具体。可以发现，在生理医学领域的重

要科学突破中，基础医学类的遗传学（17.6%）、分子生物学（13.2%）和病理生理学（10.4%），

以及临床医学类的临床病理学（18.7%）和药理学药剂学（10.4%）的研究奖项数量最多。 

在基础医学类重要突破中，遗传学类获奖成就多是奖励首次在 DNA 分子、RNA 分子、

基因等的生物化学反应中有重要发现的、深入研究的科学成果，如 Edwin Southern 和 Alec 

Jeffreys 分别于 1975 年与 1984 年提出的 Southern 印迹和 DNA指纹识别技术，对人类遗传学

和法医诊断学产生了革命性影响；Mary Claire 经过多年研究在 1990 年发现导致遗传性乳腺

癌的遗传标记，并将其命名为“BRCA1 基因”。分子生物学类获奖成就主要是对蛋白质、抗生

素、激素等的深入研究，且近年来尤为热门，如 Arthur L. Horwich 在 1989 年发表的有关蛋

白质折叠的研究获得 2011 年拉斯克奖；Peter Walter 和日本分子生物学家森和俊在未折叠蛋

白质反应方面的研究共同分享了 2014 年拉斯克奖；以及 Jeffrey M. Friedma 在 1994 年发现瘦

素及其在调节体重中的作用，为人类肥胖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病理生理学类重要突破多集

中在脑部、心血管与癌症的发病机制与理论研究上，但主要集中于 21世纪之前，如获得 1958

年拉斯克奖的 Irvine Page 对高血压机制的研究，在高血压领域发挥了近 60年的重要作用；

以及美国神经生物学家 Roger Sperry 在脑功能方面（裂脑）的研究获得 1979 年拉斯克奖，随

后凭借这一发现获得了 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临床医学类获奖突破多是在临床疾病治疗手段与药物研发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受疟疾侵害的人，借此获得 2011 年拉斯克奖；

Napoleone Ferrara 发现了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并制造了第一种抑制多种肿瘤生长的

抗 VEGF抗体；Harvey J. Alter 和Michael Houghton 在 1988 年发现 HCV（丙型肝炎病毒），

经过对其结构和复制的不断深入研究与测试，由Michael J. Sofia等三位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团

队研发出丙型肝炎药物索菲布韦(sofosbuvir)，使得丙肝病毒得到治愈，分别获得 2000 年和

2016 年拉斯克奖。 

从定性聚类结果来看，我国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科研人员，可以进行遗传学、分子生

物学、以及病理学中疾病治疗方法及药剂开发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拓展，努力取得理论与实

际应用的重大突破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具有更高的获奖可能性。当然，获得褒奖不是生

理医学领域科学家唯一的目的，在不断积累领域知识的研究基础上，提高人类健康状况，探

求生命的真谛与科学的真理，才是科学家毕生的追求。 

3.3 杰出科学家研究主题定量聚类分析 

利用 KNIME的 Topic Extractor（Parallel LDA）)主题抽取功能模块进行主题识别，通过

主题模型降维，结合齐普夫定律选取高频主题词，然后，通过关联二维矩阵进行语义关联，

采用经典的 K-means 聚类算法实现主题词的聚类，运用 Gephi 0.9.2[25]绘制研究主题共现关系

的可视化图谱。在对单个科学家和 306 位科学家的研究论文进行主题抽取时，经过多次实验

与效果比较，最终相关参数设置如下（图 4）：对单个科学家文献抽取主题时设置 K=5（即 5

个主题数），每个主题由 6 个主题词描述，α= 0.1，β= 0.01，迭代次数为 1 000次；306位科

学家的 K值为 100，每个主题由 20个主题词描述，其余参数不变。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in_Mellor_Sou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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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个人科学家（a）与科学家群体（b）主题模型有关参数设置 

3.3.1 科学家研究主题个例分析 

以 2018 年度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得者 Allis 的 293 篇论文为例（图 5），抽取排名前

30的主题词，采用 FR (Fruchterman-Reingold)  布局算法进行共现网络分析，网络中节点的平

均聚类系数为 0.843。 

 

图 5  Allis 论文主题识别结果示例（左）与研究主题共现网络（右） 

Allis 因发现组蛋白化学修饰如何影响基因表达而获奖。经过对其研究论文的主题抽取，

发现 histone（组蛋白）、chromatin（染色质）、methylation（甲基化）、dna、modification（修

饰）等为高频共现词。从可获取的 1991-2018 年的文献中，Allis发表的多是关于组蛋白翻译

后修饰 (PTMs) 作为一种靶蛋白工具在生理学领域疾病治疗机制中的应用、组蛋白 NatD（N-

alpha-乙酰基转移酶 D）在体外和体内调节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入的作用、连接组蛋白 H1 的

磷酸化和基因表达等研究的文章。对文章内容进行深入解读，证明 Allis 在组蛋白修饰领域已

有多年连续性研究，这也说明，重大科学突破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离不开坚实的研究基础、

知识积累与不断开拓的发现精神，以此才能达到学术生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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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杰出科学家研究主题共现分析 

 

 

图 6  领域杰出科学家研究主题共现网络（整体与局部） 

对 31 095 篇研究论文进行主题抽取，发现 cell、protein、infection、human、patient、gene、

disease、mutation（变异/突变）等主题词度中心性（degree）较高，在网络中较为重要（图 6）。

经过模块化算法（modularity），可将网络划分为 11个模块。对提取出的研究主题以及相关文

献进行深入解读，将研究主题主要归纳为如下几方面：①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多集中在蛋

白质与基因方面，如近年来有关 DNA甲基化介导的基因表达的研究、修改 CRISPR-Cas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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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 遗传疗法在抗白血病方面的作用、通过实验研究组蛋白 H3 在 Rsk-2 基因突变的表达情

况、以及从染色体中去除组蛋白甲基化等研究；②细胞层次上的生物学研究，如培养人类多

能干细胞（PSC）以及测定其发育与分化潜能的方法、将人胚胎或诱导多能干细胞（hESC / 

iPSC）来源的肝细胞样细胞（HLC）作为戊型肝炎病毒（HEV）研究的常规肝癌细胞培养系

统的替代方案等，对当前医学领域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器官修复、疾病治疗等方面

也极具临床价值；以及③临床免疫反应、疾病产生的机理以及疾病治疗方法（尤其是药剂开

发）等，如研究发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STI571（后被称为信号转载抑制剂 571 或伊马替尼）

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有效作用，经过临床试验与药物改进，彻底将其从不治之症

转变为仅通过终身口服药就可治疗，极大提高了治愈率。再如针对苍白球内侧核（GPi）和丘

脑底核（STN）的烧蚀和慢性刺激对帕金森病和其他运动障碍患者认知和精神治疗方面的一

系列重要研究与进展。 

3.3.3 不同时间区间的杰出科学家研究主题共现分析 

考虑到生理医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可获取的杰出科学家在不同发表年份文献数据的规模，

划分出三个时间区间抽取对应主题词，分别对不同时期下主题共现网络的特点进行深入解读

（图 7）。 

图 7  不同时间区间领域杰出科学家研究主题共现网络 

（注：从左至右分别是 1930-1980 年、1981-1999 年、2000-2018 年） 

1）1930-1980年 

在 1930-1980 年，生理医学的优秀科学家非常关注 cell、patient、antibody、virus、receptor

等相关研究，比如对细胞结构、细胞成分和调节功能、提取抗体及其在脑组织中的渗透过程

的研究，病毒基因转录机制、菌株及疫苗制备，以及对白血病细胞培养与靶细胞鉴定、肺癌

的诊断技术、哮喘等慢性支气管炎的鉴别与治疗，等等。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先驱科学家

（如免疫病理学之父 Henry G. Kunkel、获得 1960 年诺贝尔奖的 Macfarlane Burnet）与引领

性研究，这也与获奖成就定性聚类分析有较为一致的结论，定量结果与专家定性判断较好地

相互印证。 

2）1981-1999年 

1981-1999 年的近 20 年间，科学家们主要集中于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等领

域的深入研究，语义处理后 cell、active、protein、patient、gene、express、bind等主题词较为

显著。比如有关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 Receptor）的研究进展、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GM-CSF) 、鉴定顺式高尔基体的标记蛋白、突触融合蛋白的作用机制、细胞分裂周期

（CDC）基因的发现、TOR信号通过调控真菌（如酵母）的转录调控细胞的生长和代谢、免

疫检测与免疫应答、基因导向的酶前体药物疗法治疗肿瘤等研究内容，生物医学在细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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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子水平上的机制、功能等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3）2000-2018年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生物医学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经数据处理得到样本的高频主题

词是 function、cell、active、protein、response、human、express、disease 等，在众多研究中，

以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以蛋白质的研究居多）、细胞生物学、病理学的有关研究居多。比如

研究人员通过对信使 RNA分子的研究发现新型基因调节机制，对载脂蛋白 E（APOE）的基

因位点的检测方法、诊断以及研究 APOE对疾病发病机制或人类认知功能的影响，发现细胞

在分子水平上感受氧气含量的机制及其对相关疾病的药物研发的理论指导意义，对 HIV脂肪

代谢障碍症的特征以及患者所服用的蛋白酶抑制剂（如利托那韦）的临床实验等取得重要进

展的研究。 

科技奖项主要授予的是做出原创性贡献的科学家，在 306 名获得拉斯克奖的生理医学科

学家中，其研究主题的聚类效果较为显著，在不同时期，领域杰出科学家比较集中的研究主

题有一定重合，又存在差异。这就反映出学术知识的交互效应，即“科学思想场”的作用，学

术思想的积累、继承、再创新得到了体现。相较于只针对获奖成就分析的定性结果，语义抽

取文献主题的共现分析更能体现学术研究的主流趋势与受关注度较高的研究方向，这些大多

是能够持续做出创新成果的研究领域。定量分析结果便于生理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直观了解

领域先驱与带头人的研究成果与主题，为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研究思路，也为进一步的“继承

-创新”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3.4 其他规律 

3.4.1 研究成果发表期刊分布 

 

图 8  拉斯克奖获奖科学家研究成果来源 Top20 期刊 

经统计可获取的拉斯克奖获奖科学家发表的所有论文，在生物医学领域，样本群体在期

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上发表文章最多（2806 篇），其次是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

会期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1004 篇）和 CNS（Cell、Nature 与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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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654篇），位居前五（图 8）。 

表 2  拉斯克奖获奖科学家研究成果来源 Top20 期刊、影响因子及所属分类 

序号 文献来源 Top 20 期刊名 篇数 3 年平均 IF 期刊分类 

1 PNAS 2806 9.529 综合性 

2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1004 4.131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3 CELL 634 30.173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4 NATURE 522 39.951 综合性 

5 SCIENCE 498 37.641 综合性 

6 JOURNAL OF VIROLOGY 410 4.546 病毒学 

7 JOURNAL OF IMMUNOLOGY 388 4.793 免疫学 

8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363 4.213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9 GENES & DEVELOPMENT 311 9.639 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遗传学 

10 EMBO JOURNAL 308 9.997 细胞生物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1 PLOS ONE 288 2.876 综合性 

12 BLOOD 282 13.381 血液学 

13 CANCER RESEARCH 253 8.936 肿瘤学 

14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47 11.340 免疫学；医学：研究与实验 

15 MOLECULAR CELL 245 14.307 细胞生物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6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43 8.485 细胞生物学 

17 NEURON 192 14.106 神经科学 

18 BIOCHEMISTRY 177 2.037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9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170 12.870 医学：研究与实验 

20 DEVELOPMENT 162 5.772 发育生物学 

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期刊的指标褒贬不一，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差性和局限性[26]，

但在依旧缺乏科学规范、完全有效的同行评议的今天，期刊影响因子在总体上反映期刊水平

方面仍是无法替代的存在。文章借助《2018 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27]检索

出样本科学家研究成果分布的 Top20期刊的最新影响因子及所属小类学科（表 2）。生物医学

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的研究论文，多发表在这些高水平、高影响力期刊上。 

3.4.2 获奖年龄趋势 

考虑到研究内容的需要，按年度将 1946-2018 年来 297 位拉斯克奖获得者（22位出生年

不详）的获奖年龄进行曲线拟合，可以发现，科学家获奖年龄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从 1946 年

的平均 54岁上升到 2018 年的平均 73.5 岁，73年来整体平均上升了 19.5 岁（图 9）。对于学

术界的“顶级桂冠”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的年龄也呈“老龄化”趋势[28]，比如 2018 年的得奖

者平均年龄达到了 72 岁，而在 50 年前左右，得奖者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 56 岁。随着现代

科学的进步，一方面科学家群体日益庞大，竞争愈加激烈；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科学家做出的重要成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得到学术同行、颁奖委员会乃至全社会的检验、评

估与认可。本文尚没有分析获奖科学家的获奖成果产出的年龄，这是能真正反映科学家科学

创新的峰值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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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拉斯克奖获奖科学家获奖年龄趋势 

4 结论与思考 

本文对生理医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以获得拉斯克奖的科学家为样本）科研产出的一般

规律进行论述，构建理论模型，综合运用定性聚类分析与定量聚类分析并作对比，主要采用

LDA-共现分析方法，从语义层面提取出科学家的文献研究主题分布。不同于传统基于引文的

科学家合作网络的视角，而是计算研究主题词的关联，构建共现网络寻找领域杰出科研人员

较为集中的研究方向与内容。主要结论如下： 

（1）拉斯克奖获奖科学家主要分布于美国（71%）、英国（9%）、德国（4%）等科技发

达国家，这三国主导了 83.4%的绝对领先地位；就职机构中美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同样表现

良好，获奖者仍集中分布于洛克菲勒大学（23人）、哈佛大学（19人）、NIH（12人）、哥伦

比亚大学（11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0 人）、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10人）（本文仅

统计科学家长期工作达 5年及以上的机构）。 

（2）1946-2018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临床医学研究奖和特殊贡献奖（公共服务

奖不在本研究范围内）一共对 182项具有重大进展和重大意义的获奖成就进行表彰。获奖成

就多是属于基础医学类的遗传学（32 项，17.6%）、分子生物学（24项，13.2%）和病理生理

学（19项，10.4%），以及临床医学类的临床病理学（34项，18.7%）和药理学药剂学（19项，

10.4%）方面的重大进展。其中，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获奖成就多是奖励首次在 DNA

分子、RNA 分子、蛋白质、基因等的生物化学反应中有所重要发现的、开创性的科学成果，

基础病理生理学重要突破多集中在脑部、心血管与癌症的发病机制与理论研究上；临床医学

的成就多是颁发给在临床疾病治疗手段与药物研发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3）重大科学突破的产生得益于学术知识的积累，Allis 因发现组蛋白化学修饰如何影

响基因表达而获得 2018 年度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他在组蛋白修饰领域已有多年连续性

研究，对其文献进行语义抽取的结果也表明，histone（组蛋白）、chromatin（染色质）、methylation

（甲基化）、dna、modification（修饰）等为高频共现词。同时，通过抽取拉斯克奖获得者共

计 31 095 篇文献的主题词，发现生理医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主要进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多集中在蛋白质与基因方面）、细胞生物学与临床免疫反应、疾病病理及治疗方法（尤其是

药剂开发）等三大方面的科学研究，这也是获奖主题的“高发区”。主题-共现分析的结果也为

反映出，为了做出重大创新成果，在积累优秀研究思想的基础上，应该充分给予科学家较长

时间的研究周期，保障其继承性、持续性的深入研究。  

（4）在不同时期，科学家所关注的研究主题存在一定的重合与差异，各具特点：在 1930-

1980 年，主要是关于细胞结构、成分和调节机制、分子生物学（尤以抗体、病毒的研究居多）、

临床疾病治疗的研究；在 20世纪 80-90 年代，多集中于生物医学在细胞水平与分子水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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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功能等的深入研究；进入 21世纪后，以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以蛋白质为主）、细胞

生物学、病理学的有关研究居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如实验仪器）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推广

与应用，生物医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加速促进人类征服疾病、探求真理。 

（5）生理医学领域优秀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多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此外，科学家的获

奖年龄整体呈“老龄化”趋势，73 年以来从平均 54 岁的获奖年龄上升到 2018 年的平均 73.5

岁，整体上升了 19.5岁。本文尚没有分析获奖科学家的获奖成果产出的年龄，这是能真正反

映科学家创新峰值的年龄，之后将会做针对性研究。 

本文的局限是：在数据上，主要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为数据获取来源，限定了语种

为“英语”，但部分科学家的发文语言并非只是英语，且未涉及专利数据，因此数据不够完整；

在方法上，运用主题模型抽取主题词的方法存在一定误差，且只选取了高频主题词进行解读

分析，而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科学突破的也有可能属于“冷门”领域，经过科学家

长期、踏实地钻研最终做出开创性、引领性研究。文章仅从学术思想积累继承的角度做了浅

显分析，主要结论仅针对、且仅适用于生理医学领域。下一步的研究中，在丰富不同基础研

究领域研究样本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科技奖项授奖的历史进程中领域科学的演变与发展特点，

深度挖掘重要学术思想和知识的积累、传递过程链与传递规律；以及改进提取主题词和设置

参数的研究方法，使定量结果更加准确；并将“核心思想”按照科学的划分方法进行知识标注

（如研究方法改进、实验设备相同等），更好地反映出科学家实现重大突破的知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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