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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规律及

其驱动因素分析

任晓亚 1，2，张志强 1，2

（1.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 100190）

摘 要 科技强国是科技领域知识发现与创新能力强的国家，而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无疑是衡量国家间科技领域

知识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为对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全貌有一个客观、系统的认识，本研究选取主要科技领域

权威的、具有影响力的 22项国际性科技奖项，以学科领域、获奖年度、获奖成就、获奖者国籍与机构、获奖者家谱

及出版物等作为研究维度，重点分析获奖者国别与获奖领域的横向分布，发现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稳居获奖

量高位且领域分布均衡，而我国与之相比差距显著。进而，为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纵向对比主要科技奖项获

奖国家在其他典型科技指标上的表现，虽然我国进步趋势显著，但主要获奖国家呈现明显领先优势。最后，结合科技

奖项奖励制度及定量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强相关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研究的科学决策和战略布局提供

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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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awards with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fields are one of the significant indica-

tors that measure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level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have an objective and

systematic cognition of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awards within S&T fields, we attempt to select the 22 most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prizes within the main fields by taking the subject area, year of the award, nationaliti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winners, award-winning achievements and winners' genealogy, and their publications as research dimensions. This paper

principally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countries and the fields of the winners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laureate of that prize.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conduct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we longitudinally compare the perfor-

mance of major S&T award-winning countries in other typ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icators. Our results are as fol-

lows: (1) Major international S&T prizes are typically distributed to the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Japan, etc.): the US has won an overwhelming quantity; (2)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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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orementioned countries, China has performed poorly when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award-winners and award-win-

ning fields; (3)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other representativ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icators, but the main

award winning countries show a clear lead. Finally, based on the major S&T prizes award mechanism and quantitative re-

sults, we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decision-making and strategic layout of innovative research in relat-

ed S&T fields.

Key words：S&T fields；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awards；academic awards；main countrie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

cal indicators

1 引 言

科技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开展科技重大发展评价的主要

手段。18 世纪，科技奖项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科研成

果评价形式开始出现 [1]，代表对研究人员 （团队）

成果及贡献的肯定和褒奖。1901 年，首届诺贝尔奖

的颁发使得学术奖项的认可标准扩大到国际范

畴 [2]。在科技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科学研究的国际

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日益频

繁，形成全球化的科学共同体，国际范围的学科领

域科技奖项越来越多，权威性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高

度认可。迄今国际上的科技奖励已经发展和涵盖了

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

张先恩等 [3]在 《国际科学技术奖概况》 一书中

将国际学术奖项定义为：由政府、民间机构 （学术

组织、基金会、企业等） 或个人设立的对在促进世

界科技、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做

出杰出成就的人或组织的奖励，其特点是没有国

家、种族、性别和肤色的限制。本文选择分析的主

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是指主要科技领域的国际

学术奖项，即指狭义上的科技类奖励，获奖者所取

得的是由国际科学共同体设立、评定和颁发的科学

发现性学术成就的褒奖与荣誉。

对科技奖项开展相关研究是科学学和科学社会

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针对学术奖项的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奖项的基础性研究。主要梳理奖项发展现

状、颁奖机制等。Zuckerman[4]、Crawford[5]、Fried-

man 等 [6]学者先后归纳、探讨了诺贝尔奖的评选机

制与历史制度，表达其对现代科学文化的观点。

第二，奖项的影响力研究。主要评价奖项的社

会影响。李奕嬴等 [1]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特点为参

考依据，通过文本分析 24 项经济学学术奖项章程，

对各奖项影响力进行三段层级划分。姜帆 [7]利用

PageRank 算法和引文分析方法分析了 44 项经济管

理学领域奖项获奖者，以各奖项的中心性影响力和

文献影响力作为评价奖项影响力的指标。

第三，奖项获得者及其成果产出规律的分析。

①获奖者人物群体的研究。如 Jenkin[8]深入剖析了

1915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William Henry 和 William

Lawrence Bragg 之间的特殊合作研究关系 （父子关

系），Krige[9]分析了 1984 年欧洲两位诺贝尔物理奖

得主。门伟莉等 [10-11]经研究发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获得者的科研创造峰值年龄目前处于 44~47 岁。也

有学者从奖项获得者做出重大成果到获奖的时间间

隔角度出发，如 Fortunato[12]发现随着诺贝尔奖获得

者平均年龄的上升，获得诺奖的平均“时滞”也呈

上升趋势。②获奖者出版物的典型特征和规律。这

方面主要采用传统文献计量学方法。如 Ma 等 [13]统

计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发表文章的使用语言。段

志光等 [14]研究 1981—2005 年 55 位诺贝尔生理医学

奖获得者的标志性文章，发现其在发表后被引次数

显著增长 10 年。Zhou 等 [15]对 1901—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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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

家等方面的规律。Bjork 等 [16]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的引文曲线可通过 Bass 模型进行很好的拟

合。而 Egghe 等 [17]分析了 75 名菲尔兹奖章和诺贝尔

科学奖获得者的零被引出版物，发现 h 指数与零被

引文章数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提出一种 Lot-

kaian 模型解释这种规律。

第四，奖项间的网络关系研究。对揭示奖项等

级秩序与关联关系、预测未来获奖具有重要意义。

张志强等 [18]、门伟莉等 [19]定量研究了诺贝尔科学奖

获得者中的师承效应，发现师承关系、特别是跨学

科的师承关系对未来诺奖获得者的成长成才具有积

极作用。Ma 等 [20]通过对全球 3062 个科学奖项的网

络分析发现，学科间和同一学科内的科学奖项存在

连锁效应，而且大部分获奖者 （74%） 之间也存在

师徒关系或合作关系，从科学奖项视角论述相对有

限的科学思想和科研精英在推动科学疆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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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俊涛等 [21]选取 265 项国际科技奖项，受科学计量

学中“共被引”现象启发，绘制基于共同获奖人的

奖项亲疏关系图谱。还有学者以经济学领域为研究

视角，通过绘制关系图谱来揭示国际经济学奖项间

的相互关系 [1]。

此外，科学奖项不仅用于判断科学家科研表现

与学术影响力，也被用于科学评价与预测研究。①
在评价指标方面，如 Charlton[22-23]以 NTLT 指标 （诺

贝尔奖-菲尔兹奖-拉斯克奖-图灵奖） 分析了获奖国

家与机构分布，论述将其作为识别、监测革命性科

学研究卓越中心指标之一的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

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报告 [24]

将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获奖教师”和“获

奖校友”作为大学学术表现的一种指标。②在评价

预测方面，早在 20 世纪末，Garfield 等 [25-26]就通过

传统文献计量指标 （发文量、被引频次、h 指数等）

来区分诺贝尔奖得主与“普通科学家”。目前最有

影响力的机构是科睿唯安从 2002 年开始颁发的“引

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 [27]，通过基于引文

的定量分析 （30 年内） 辅助以定性评价来预测诺贝

尔奖得主 （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化学、经济学），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已成功预测 50 名。其他学者如

Hu 等 [2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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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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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Gros[31]

将人口基数纳入考量，预测美、英、德、法四国获

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趋势。

通过国内外学术奖项研究的文献调研，我们发

现已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多是对某一类奖项展开

文本分析、数理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及社会网络分

析等，但从国家层面与科技领域视角对比、剖析学

术奖项的研究尚显不足，无法对世界范围科技领域

奖项全貌有一个客观、清晰的认识。因此，本文选

取主要科技领域权威的、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奖

项进行统计分析，梳理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的国

家、领域分布情况，分析比较主要国家的获奖情

况，可以了解我国科研人员在主要科技领域科研表

现现状，特别是与顶尖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

与其他代表性科技指标作纵向对比，与奖项奖励制

度相结合探讨其内在机制，为我国加强相关科技领

域的重大创新研究的科学决策和战略布局提供重要

咨询建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中国科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

要》 中提出的 8 个重大科技创新领域 （基础前沿交

叉、先进材料、能源、生命与健康、海洋、资源生

态环境、信息、光电空间等） [32]，确定调研的主要

科技领域，主要分析各领域的国际权威奖项的国家

分布情况。

本文选择主要科技领域重大权威科技奖项的原

则和依据是：①时间检验。奖项设立时间久，有较

长的奖励历史 （20 年以上），经过了较长的“时间

检验”（有良好的奖励声誉）。②同行检验。评奖程

序严格规范，得到学术共同体 （同行） 的评价和高

度认可，保证科技奖励的成果权威性。③社会认

可。面向社会开展科学传播的相关文章等中有较多

对其学术地位的分析和肯定 （公开的社会评价和检

验）。④开放性国际化奖励。面向科技领域的全球

科学家的重大成果的奖项，而非只是某国的国内奖

项。根据以上原则，本文主要选择的是国际公认

的、具有权威性的领域国际最高奖项 （一般都是被

誉为相应领域的“诺奖”级别的奖项），个别领域

视奖项的影响力有所增加 （其中个别设立时间较

新，但奖项评奖程序规范权威、奖励起点高、影响

力大的也纳入分析）。

2.2 研究数据与方法

由于国际学术奖项类型多样，综合考虑到各类

奖项数据的可获取性、国际知名度及代表性，经过

文献研究、网络调研、专家咨询等方式，最终选择

出主要科技领域的 22 项国际科技大奖 （表 1）。奖

项数据来源于各类奖项颁奖机构、学会、基金会等

官方网站，梳理奖项的授奖机制、统计各奖项自颁

发以来的授奖有关数据 （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本

文获取到的数据信息均为可查数据，尽量保证了整

体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本研究从学科领域、获奖年度、获奖成就、获

奖者国籍与机构、获奖者家谱及出版物等维度出

发，重点梳理从各奖项颁发以来获奖者的数量、国

籍与获奖领域的横向分布情况，并纵向对比主要获

奖国家在其他典型科技指标方面的表现，探讨内在

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在进行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呈 现 时 ， 利 用 DDA （Derwent Data Analyzer） [33]、

SigmaPlot 14.0、Echarts 4.0 等工具进行分类统计与

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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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国际权威科技奖项奖励制度

科技奖励不仅是对科研成果的肯定与认可，更

是对有突出科学发现贡献的科学研究者和组织的激

励与认同。经过研读重大科技奖项的奖励机制，总

结出以下主要特点：①设奖或管理机构多为学协会

组织、基金会等社会力量；②设奖/颁奖组织在该

科技奖项上权威性高，并提供较为丰厚的奖金；③
设奖/颁奖组织多来自发达国家，这与发达国家科

学传统悠久、科学发达、科技奖励系统较为完善有

很大的相关性；④重大科技奖项多采用“推荐制”、

“提名制”，评奖过程严谨，且年度颁奖数量很少；

⑤评奖过程由学术机构来组织，政府等部门不介入

组织评奖，也不参与奖项管理，但重大科技奖项的

获奖者/机构能够得到政府或更高组织的正式认可。

借鉴波士顿矩阵分析法的思路，从设奖/管理组

织类型与来源国两个维度，绘制主要科技领域国际

重大奖项的四象限矩阵。如图 1 所示，可以明显看

出，本文所选择的主要科技领域的这 22 项国际科

技大奖均分布于一、四象限，即设奖/颁奖组织设

立于科技发达国家，美国、欧洲主要国家、以色列

等科技发达国家名列在榜，并且，由学术组织、基

金会设立管理的国际性权威奖项居多。

3.2 国际权威科技奖项总体分析

3.2.1 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获奖人数

考虑到研究样本中授奖时间最早的是英国皇家

学会颁发的戴维/大卫奖章 （1877 年），因此从 1870

—1879 年开始对奖项数据进行每 10 年区间的划分。

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

奖项获奖人数有着非常明显的增幅，获奖科学家从

5 人增至 2010—2018 年的 379 人 （图 2），其中，生

命与健康领域增幅最快。与此同时，在不同科技领

域相继增设奖项的作用下，科学家的重要成果将有

更多的机会被科学界识别和认可。

表1 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选择及说明

科技领域

基础

前沿

交叉

先进材料

能源

生命

与健

康

海洋

资源生态

环境

信息

光电空间

综合

数学

物理

化学

健康

现代

农业

奖项

菲尔兹奖

阿贝尔奖

狄拉克奖章

费米奖

艾夫斯奖章

普利斯特里奖

戴维/大卫奖章

希佩尔奖

全球能源/国际能源奖

拉斯克医学奖

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

世界粮食奖

GCHERA世界农业奖

斯维尔德鲁普金质奖章

泰勒环境成就奖

维特勒森奖

国际气象组织奖

图灵奖

冯∙卡门奖

沃尔夫奖

日本京都奖

克拉福德奖

超始

年份

1936

2003

1985

1954

1929

1923

1877

1976

2003

1946

1959

1987

2013

1964

1974

1960

1956

1966

1983

1978

1985

1982

奖项说明

由国际数学家联盟（IMU）评定，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由挪威政府设立，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设置的年度性奖项，是理论和数学物理领域的最

高荣誉

美国政府颁发的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国际奖项之一，是核物理领域的终身贡

献奖

美国光学学会（OSA）最具威望奖项

美国化学学会（ACS）所颁发的最高奖项

英国皇家学会系列奖章之一

美国材料研究学会（MRS）的最高荣誉奖项

国际大奖之一，由来自13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监督

由拉斯克基金会设立，在医学界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

生物医学界最具声望的大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

由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被誉为食品和农业领域的“诺贝尔奖”

世界上唯一一个农业奖，评奖程序规范、严格

由美国气象学会（AMS）授予，是该领域世界最高学术奖

世界环境科学界的最高奖项，被誉为“环境科学领域诺贝尔奖”

被誉为“地球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世界气象组织（WMO）最具声望、最有影响的奖项，有“气象诺贝尔奖”之称

美国计算机学会（ACM）最高技术奖，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是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最高奖项，被誉为“宇航科学诺贝尔奖”

由沃尔夫基金会颁发，具有终身成就性质，是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

国际科学大奖，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

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是一项几乎与诺贝尔奖齐名的世界性科学大奖

奖金额度

（美元）

约12000

约800000

5000

25000

10000

—

约2500

100000

约700000

250000

约75000

250000

—

—

200000

250000

1200

1000000

—

100000

约900000

500000

获奖

人数

61

20

75

66

79

83

149

42

33

324

351

48

7

43

78

31

64

70

36

280

7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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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国家分布

诺贝尔科学奖是迄今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奖

励，自 1901 年颁奖以来，共计 607 人次获得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34]。其中美国

以 294 人次位居全球首位，占比 48.43%；英国、德

国、法国、日本均处于前列。诺贝尔科学奖只面向

三个领域授奖，显然，在这三个科技领域的获奖情

况，无疑就是衡量各国在这些科技领域重大原创性

知识发现能力的主要指标。

主要科技领域重大奖项自颁发至今，全球共有

2083 人次 （团队） 获奖 （图 3），其中 33 人拥有多

个国籍 （按每国一次计算），192 人荣获 2 次及以上

图1 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四象限分布

图2 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获奖人数

图3 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获得者国家分布

其他：指拥有1名或2名获奖者的国家，如塞尔维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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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9 人国籍不详 （非中国科学家）。可以发现，

美籍获奖人数遥遥领先，共有 1146 人次获奖，占比

高达 55%；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

日本依次为获奖者主要来源国；而中国获奖者仅有

14 人次 （其中袁隆平 2 次），获奖比例远低于世界

主要国家，与科技发达国家差距显著。

3.2.3 主要国家国际权威科技奖项分布对比

1） 2003—2018 年主要国家国际权威科技奖项

动态分布

2003—2018 年，主要国家中共计 525 人次/团队

获奖 （图 4），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英国保持稳

定高位，主要国家每年度获奖人数呈小幅波动，基

本稳定在不同量级，而日本获奖表现势头良好。其

中，除中国外 （9 人），其他六国获奖总量均在 20

人次以上，美国甚至高达 339 人次。过去 16 年以

来，美国年均获奖人数约为 22.6 人，远高于中国的

0.6 人，而英国 4.13 人，日本 2.33 人，德国与法国

年均获奖人数至少 1.5 人。

2） 主要国家国际权威科技奖项领域分布

在获奖领域分布上 （表 2），总体上美国领先于

各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均有获奖者，整体分布相对

均衡；而中国仅在信息、光电空间、生命与健康、

资源生态环境与海洋五大科技领域拥有少数获奖

者，特别是在基础前沿交叉领域 （数理化），还未

实现零的突破。

在基础前沿交叉领域，数学、物理、化学领域

的权威大奖基本由美国占据榜首，尤其化学大奖

“普利斯特里奖”，美国的获奖比例高达 91.57%。在

先进材料领域，“希佩尔奖”美国科学家获奖率高

达 69.05%。在能源领域，“全球能源/国际能源奖”

半数获得者为俄罗斯科学家 （16 人）。在生命健康

领域，最负盛名的“拉斯克奖”和“盖尔德纳基金

会国际奖”美国获奖率分别是 71% 和 53.85%。在现

代农业领域，“世界粮食奖”美国的获奖比例为

43.75%，其次是印度 （6 人），中国的何康和袁隆平

分别获得 1993 年度、2004 年度该奖项。在海洋领

域，“斯维尔德鲁普金质奖章”美国获奖率 65.12%，

我国谢尚平获 2017 年度该奖项。在资源生态环境领

域，美国获得“泰勒环境成就奖”、“维特勒森奖”

与“国际气象组织奖”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国家，分

别是 61.54%、58.06% 与 20.3%，我国张德慈和刘东

生分别荣获 1999 年度和 2002 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

叶笃正 （2003 年度）、秦大河 （2008 年度） 和曾庆

存 （2016 年度） 获国际气象组织奖。在信息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图灵奖”得主以美籍科学家为主

（44 人）。在光电空间领域，“冯·卡门奖”美国获

得者有 9 人，但近十年来仅在 2017 年度有 1 人获

奖，法国 7 人，中国的刘纪原 （2011 年度） 和吴美

蓉 （2013 年度） 曾获该奖。下文会对部分科技奖项

的分布做详细分析。

3.3 国际权威科技奖项部分领域分析

3.3.1 基础前沿交叉领域

1） 数学：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

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 由加拿大数学家 John

Charles Fields 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 （IMU） 主持

评定，自 1936 年开始每四年颁发一次，奖金约

12000 美元，但要求获奖者年龄小于 40 周岁 [35]。截

止到 2018 年 12 月共颁发给 61 人，其中 18 人来自美

国，其余获奖者分布于法国（12人）、俄罗斯、英国

等国家。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澳大利亚华裔数

学家陶哲轩分别获得 1982年度、2006年度菲尔兹奖。

阿贝尔奖 （Abel Prize） 于 2003 年由挪威政府

设立，奖金额度近 80 万美元 [36]，同诺贝尔奖奖金

相近，在数学界具有极高影响力。其中，美国有 10

人获奖 （该奖项累计获奖总人数为 20 人），为获奖

人数最多的国家 （图 5）。

2） 物理：费米奖、狄拉克奖章、艾夫斯奖章

艾夫斯奖章 （Frederic Ives Medal） [37]由美国光

学学会 （OSA） 设立于 1929 年，自 1951 年来每年

颁发一次 （之前每两年颁发一次），是光学领域最

具威望的奖项。狄拉克奖章 （Dirac Medal） [38]由国

际理论物理中心 （ICTP） 设立于 1985 年，是理论

和数学物理领域的最高荣誉，但该奖章不授予前诺

贝尔奖、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获得者。费米奖

（Enrico Fermi Award） [39]由美国政府能源部设立于

1956 年，奖金额 2.5 万美元，多人同时获奖时平分 5

图4 2003—2018年主要国家国际权威科技奖项动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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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是核物理领域的终身成就奖。

分析历年数据发现，美国在物理领域三项大奖

获奖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艾夫斯奖章、狄拉克

奖章和费米奖的获奖率分别是 81.01%、50.67% 和

84.85% （图 6）。

3） 化学：普利斯特里奖、戴维奖章

普利斯特里奖 （Priestley Medal） [40]创立于 1922

年，奖项名来源于英国化学家 Joseph Priestley，是

美国化学会 （ACS） 所颁发的最高奖项，自 1944 年

以来每年评选一次，每年上半年评选并公布下一年

的获得者，是化学界影响力最大的奖项。其中，美

国拥有 76 名 （该奖项累计获奖总人数为 83 人） 获

得者 （图 7）。

戴维奖章 （或大卫奖章，Davy Medal） [41]，由

英国皇家学会于 1877 年设立，奖金额约 2500 美元。

截止到 2018 年共颁给 149 人 （1 人双国籍），英国囊

括了最多的获奖人数 （88 人）。

3.3.2 生命与健康领域

阿尔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 （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 [42]由阿尔伯特·玛丽·拉斯克基

金会 （Albert and Mary Lasker Foundation） 于 1946 年

设立并管理，首先设立基础医学研究奖、临床医学

研究奖和公众服务奖 （本文不涉及该分支），后在

1994 年增设特殊贡献奖 （即特殊成就奖），在医学

界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自 1946 年颁发以

表2 主要国家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领域分布

科技领域

基础前沿交叉

先进材料

能源

生命与健康

海洋

资源生态环境

信息

光电空间

综合

合计

数学

物理

化学

健康

现代农业

主要奖项

菲尔兹奖

阿贝尔奖

狄拉克奖章

费米奖

艾夫斯奖章

普利斯特里奖

戴维奖章/大卫奖章

希佩尔奖

全球能源/国际能源奖

拉斯克医学奖

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

世界粮食奖

GCHERA世界农业奖

斯维尔德鲁普金质奖章

泰勒环境成就奖

维特勒森奖

国际气象组织奖

图灵奖

冯·卡门奖

沃尔夫奖

日本京都奖

克拉福德奖

美国

18

10

38

56

64

76

19

29

6

230

189

21

2

28

48

18

13

44

9

151

35

41

1146

英国

8

2

10

2

2

2

88

6

3

28

44

3

—

4

5

6

7

7

1

30

10

9

277

德国

2

—

—

2

2

1

13

3

1

12

10

—

1

2

—

—

3

—

3

9

1

2

67

法国

12

4

1

1

2

—

13

2

—

9

11

—

—

1

1

1

—

2

7

16

3

3

89

日本

3

—

1

—

—

—

—

—

1

6

11

—

—

2

—

—

1

—

4

9

16

5

60

中国

—

—

—

—

—

—

—

—

—

1

—

2

—

1

2

—

3

1

2

2

—

—

14

俄罗斯

8

1

8

—

1

—

1

—

16

1

—

—

—

1

1

—

6

—

6

10

3

3

66

图5 1936—2018年菲尔兹奖和2003—2019

年阿贝尔奖获得者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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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拉斯克奖共颁给 319 人 （7 人国籍不详），其中

美国高达 230 人次 （Nathan S. Kline 获得 2 次基础医

学研究奖），占比 71%，英国 28 人，中国屠呦呦获

得 2011 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

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 （Canada Gairdner Inter-

national Award） [43]设立于 1959 年，由盖尔德纳基金

会颁发，主要针对在医学领域有重要实用价值的成

就，被提名者应“对生物医学领域做出原创和重大

成就的开创性发现的科学家”，被誉为诺贝尔奖的

预备奖。其中，美国拥有 189 名获奖者 （该奖项累

计获奖总人数为 351 名）（图 8）。

3.3.3 信息领域

图灵奖 （A. M. Turing Award） [44]由美国计算机

协会 （ACM） 于 1966 年设立，每年颁发一次，奖

金 100 万美元。自 1966 年以来，共颁给 70 人，获奖

者以美籍科学家 （44 人） 为主，中国的姚期智 （就

职于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获得 2000 年度该奖

项。获奖科学家隶属机构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居

首，共有 27 人获奖 （图 9）。

3.3.4 综合科技领域

沃尔夫奖 （Wolf Prize） [45]由 Ricardo Wolf 设立，

1978 年开始由沃尔夫基金会每年颁发，奖励在农

业、化学、数学、医学和物理领域，或者艺术领域

（本文不涉及该奖项） 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士。该

奖项在物理、化学和医学领域中的影响力极高，约

1/3 的得主获得诺贝尔奖。

克拉福德奖 （Crafoord Prize） [46]由瑞典皇家科

学院于 1980 年设立，基金来源于 Anna-Greta 和 Hol-

ger Crafoord 基金会，对数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和

生物科学轮流授奖，近年来知名度不断上升。

京都奖 （Kyoto Prize） [47]由日本京瓷 Kyocera 公

司稻盛和夫捐资设立，自 1985 年每年颁发一次，颁

发给全球范围在尖端技术、基础科学、思想和艺术

（本文不涉及该分支） 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士，素

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2018 年，稻盛集团宣布

将奖金从 5000 万日元提高到 1 亿日元 （约 90 万

美元） [48]。

在综合领域奖项的国家分布上，美国获奖人数

依旧领先于各国 （图 10）。“沃尔夫奖”中美籍科学

图6 1929—2018年艾夫斯奖章、1979—2018年狄拉克奖章和1956—2018年费米奖获得者国家分布

图7 1923—2019年普利斯特里奖和1877—2018年

戴维奖章获得者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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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46—2018年拉斯克奖(除公共服务奖外)和1959—2018年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获得者国家分布

图10 综合领域三大奖项获得者国家分布

图中仅标出沃尔夫奖获奖人数

图9 1966—2018年图灵奖获得者国家(a)与Top 11机构分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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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151 人 （除艺术奖外该奖项累计获奖总人数为

280 人），远远领先于英国 （30 人）、以色列 （20

人） 等国。华裔数学家陈省身 （1984 年度）、丘成

桐 （2010 年度） 曾获沃尔夫数学奖，中国的杨祥发

（1991 年度）、袁隆平 （2004 年度） 曾获沃尔夫农业

奖。“克拉福德奖”中美籍得主 41 人 （共 69 人），

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曾获 1994 年度克拉福德数学奖。

“日本京都奖”（思想艺术分支除外） 共颁给 74 人，

其中美籍科学家 35 人。

4 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的主要科技活

动驱动因素

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

原创性科学创造和贡献能力，上文分别对科技领域

国际重大奖项的获奖年度与获奖人数、国家与领域

等分布情况进行了阐述，那么科技奖项主要获奖国

在其他科技指标方面是否也具有明显优势呢？主要

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的获奖大国的重大科学成果

产生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为了对其背后因素有更

深入的认识，有必要精准聚焦主要科技强国 （美

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与主要科技奖项获

奖国，进行如科研投入、科研产出、国家创新能力

等其他典型科技活动指标的纵向对比。

4.1 科技强国的科研投入强度

R&D （研发） 经费支出及其占 GDP 的比重，是

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和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

指标 [49]，而基础研究又是科技领域原创性重大发现

的最重要支撑。仅分析 2007 年以来的数据可见，法

国、美国、英国、日本四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

R&D 投入比例均在 12% 以上，是中国 （5.25%） 的

2 倍以上，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自 1998 年知识创新工程实施

以来，R&D 投入强度才开始明显增加），主要科技

强国其实有更长时期高强度投入支持科技创新的发

展历史 [50]。

除政府、科研机构外，近年来创新性企业的研

发能力也不容小觑，不断涌现出重大创新成果，在

基础研究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多种重

要科技奖项由企业获得 （企业获奖或获奖人机构为

企业）。基于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数据可以发现，我国 2016 年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仅

有 0.2%[51]，远低于四国的投入比例 （图 11）。

4.2 科技强国的科研产出数量及影响力

科技奖项无疑是重大科学发现性成果，因此，

科研成果产出的学术质量是获得重大奖项的关键。

尽管科研成果的质量评价一直是个难题，但学术论

文的影响力无疑是一个观察角度。通过汤森路透

ESI 数据库 [52]分析，仅观察最新最高发展水平，中

国的 Top 论文 （即高影响力论文） 数量已经具有明

显的规模优势，仅次于美国，但 Top 论文篇均被引

率 （cites/paper） 却 明 显 低 于 五 大 科 技 强 国 （图

1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虽然我国科研学术

成果的数量增势显著 [53-54]，但学术影响力还有待大

力提高。

4.3 科技强国的重要科研成果产出效率

将重要科技奖项获奖数量与国家人口相结合

（按获奖当年的人口计算），具有均衡获奖人数绝对

数量落差较大的优点，还可以进行国家层面重要科

研成果产出效率的比较。如图 13 所示，2008—2017

年的近十年间，主要发达国家亿均人口累计获奖人

数增势显著，尤其是美国、英国等老牌科技强国位

列前茅，并不让人意外；而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涨

图11 五大科技强国(德国数据缺失)与中国基础研究投

入占研发投入比例(a)及企业研发投入类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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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继 2015 年左右超过俄罗斯后迎头赶超德国。近

十年来，中国亿均人口获奖人数增长趋势极为微

弱。这说明，考虑国家人口平均数，科技强国重要

科研成果的产出效率依然长期保持领先。

4.4 科技强国的国家创新能力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康奈尔大学与欧

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从 2007 年开始每年联

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 （GII） [55]是评价国家/经济

体创新能力的一项世界较为公认的代表性指标。选

取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 80 项指标进行评价，具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国的 GII 排名从 2014 年的第

29 名上升到 2018 年的第 17 名，虽然进步趋势显著

（图 14），但仍落后于五大科技强国。国家的整体创

新能力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

家的科技创新的系统生态。科技强国或者说创新能

力强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具有良好的创新生态

系统 （科技政策、创新环境、创新人才、基础和高

等教育、创新文化等） [34]。所以，我国必须在全面

建设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方面长期持续发力。

5 结论与启示

纵观主要科技领域的国际权威奖项，颁奖范围

均不限国家、民族、地域，均由相应的国际学术共

同体评定，因此可以较好地进行国家层面的比较。

虽然科技奖项的绝对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

（或地区、机构等） 的科研水平与科研表现，但从

相应科技领域的国际权威重大奖项的定义与内涵来

看，科技奖项可以反映出国家的重大学术贡献和知

识创新能力、体现国家在相应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

水平。

通过前文的分析，在主要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大

奖的分布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科

技强国表现十分突出，特别是美国，在所有科技领

域均稳居获奖数量榜首；中国在获奖人数以及获奖

领域上显示度都较低，相较于美国差距尤为显著。

从科技奖项的绝对数量与领域分布来看，我国要改

变现有奖项量级、赶超主要获奖国，还需要相当长

时间的努力。国际科技奖项的分布现状，表明我国

主要科技领域的科研表现仍落后于科技发达国家。

同时，通过与研发投入强度 （特别是基础研

究）、ESI Top 论文及影响力、考虑人口的重要科研

成果产出效率、全球创新指数 （GII） 等具有不同

代表性的科技活动指标进行综合对比发现，我国的

科技表现虽然进步显著，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

成果和科学家仍与美、英、德、法、日等科技强国

存在较大差距，这可以反映权威科技奖项的主要获

奖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产出的科技活动驱动因素。虽

然我国科研产出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但其质量、

影响力、产出效率、创新性与科技强国之间依然有

着较大的差距。

基于以上结论，结合重大科技奖项的奖励制

度，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图12 2018年五大科技强国与中国ESI Top

论文数及篇均被引率

图13 2008—2017年五大科技强国与中国、

俄罗斯每亿人口累计获奖人数

图14 2014—2018年五大科技强国与中国、

俄罗斯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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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主要科技强国，也是科技领域重要

奖项的主要获奖国家，虽然我国当前多项科技指标

已逐渐提升至世界前列，但对现代人类知识体系的

基础科学贡献显示度较低。因此，在我国进行科技

强国建设的进程中，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基础科学研

究 [50]，只有加强基础研究，才能为重大科学成果的

产生提供原动力。同时，要全面推行重大科学贡献

导向的评价机制，促进原创性、引领性、前瞻性的

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出，培育基础科学领域的“诺

奖级”成果，能够在国际上开创并引领更多领域科

学研究的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

革的意见》 [56]提出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

科技评价体系；《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

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57]中明确提出建立以创

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都是我国在

不断完善科技评价机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第二，完善激励政策机制，鼓励多层次多维度

的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随着科技创新国家化特

征、企业化特征的不断强化，除了国家投入，需要

大力引导企业的技术导向的基础研究投入。国际上

一些重大科技成果是由企业做出来的，现在已经不

是个案。企业更加可以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针对

性的研发。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科技强

国相比还比较低，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第三，要改革我国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从政

府主导的科技奖励制度 （科研机构和科学家自己申

报，政府组织评审的制度） 退出，转变为由学术共

同体主导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 （由学术共同体

提名、评审和奖励）。政府在促进科学发展方面的

职责重点应是，加大科学研究的稳定投入机制，不

断建设和完善有利于科技领域全面发展的科技政策

与创新创业的创新生态环境，而不是去评审和奖励

本身。

第四，我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从科技

成果奖励的角度看，需要彻底改变我国评价和衡量

科技发展水平的机制，不能再以国内的科学标准和

眼界来衡量，而是要树立全球化视野，以国际科学

视野和国际最高水平来衡量我国的科技发展成果，

重点关注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科研显示度。

第五，要促进非政府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鼓

励我国民间机构或个人资金设立国际性开放的科技

领域权威奖项，面向相应领域的全球科学家评奖，

采用评奖专家委员会的国际化“提名制”评奖方式

（而非个人申报制），解放科学家，并努力培育出一

些领域的国际权威大奖，引导科学家做世界一流科

技原创贡献，这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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