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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 陈秀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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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目的／意义］科研合作是不同科研主体之间围绕特定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的协同研究工作，以实现科
研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国际科研合作对促进科研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当前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影响

研究的现状，为未来进一步开展该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过程］论文在界定国际科研合作、科研
绩效两个重要概念的基础上，从研究层次、分析指标、分析方法３个维度对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影响研究
的论文进行梳理。［结果／结论］分析发现，目前该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国家、地区或区
域等）、中观（领域或机构、团队等）、微观（科研人员个体）３个层面，通过简单计数类和单一比值类国际科研合
作指标以及科研产出数量类、科研产出质量类和ｈ指标类科研绩效指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及统计学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进行探析。未来需加强：科学家层面的研究，拓宽

更多科研合作行为的分析；表征科研合作和科研绩效综合类指标的探索；针对性分析模型的创建，并对一些具

有重要意义的变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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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研合作是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方面。１９６３年，

科学计量学奠基人 Ｄ．Ｐｒｉｃｅ在其专著《小科学与大科

学》（Ｌｉｔｔｌ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ｇＳｃｉｅｎｃｅ）中首次提出“大科学”的

概念，指出现代科学研究具有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

叉、实验设备昂贵、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１］；加之科学

问题复杂度的提升和科研人员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科学研究逐渐从个体的研究向团队内协作乃至跨

实验室、跨机构、跨国家（地区）的科研合作研究转变。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家（地

区）的国际科研合作方兴未艾。政策层面，美国、英国、

德国、芬兰、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很多国家均推

出了国际科研合作战略［２］，支持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

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国际科研合作工作，改革开放后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进国际合作。２０００

年，我国首个国际科技发展纲要《“十五”期间国际科

技合作发展纲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我国国际科研合

作的层次，并对我国“十五”期间的国际科研合作做出

了部署和安排［３］。２００６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简称《规划纲要》）

颁布，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为“扩大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

和交流”［４］。为落实《规划纲要》，科技部、基金委、教

育部、中科院等分别发布了国际科研合作相关政策措

施。实践层面，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提高本国

的竞争力和创新优势。２０１８年１月，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ＳＦ）发布的《２０１８

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美国科研人员发

表的科学与工程论文中，国际合作论文比例约为

３７％，而２００６年相应的比例约为２５％［５］。２００９年，巴

西的国际合作论文占３０％［６］。２０１７年７月，国家科技

评估中心与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科研合作

现状报告》显示，２０１５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发文量达

７．１万篇（总发文量约２７．８万篇），同比２００６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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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４．４倍，跃升为第三大国际科研合作学术产出国；中
国的“科研朋友圈”也在不断深化扩大，逐渐成为国际

科研合作网络中各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十二五”时

期，中国的科研合作伙伴已遍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全
球性覆盖基本达成［７］。

　　在科学国际化趋势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国际科研
合作对科学发展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开展国际科研

合作的效用研究逐渐成为科研合作研究领域的重要议

题，如研究国际科研合作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对科研人

员自身发展的作用、对研究资源累积的促进作用、对科

技论文影响力的提高以及对合作成本的影响等［８］。其

中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是国际科研合

作效用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众多学者开展了相关

的研究。Ｆ．Ｂａｒｊａｋ等研究指出，国际合作对欧盟研究
团队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具有正向影响［９］。Ｊ．
Ｄ．Ａｄｍａｓ等基于美国排名前１１０名的大学发表的文
献数据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机构的国际合作与论

文的被引频次存在正向影响，但与科学生产力（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存在负相关关系［１０］。Ｃ．Ｎ．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Ｂｒａｍｂｉｌａ等从动态角度利用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维
度的网络嵌入（直接联结数量、节点强度、结构洞、中心

度、跨学科联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１１］。但总体来看，

不同学者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影响研究所选

取的研究视角、研究指标及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等均存

在差异。为了解和掌握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找出

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切入点，本文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

首先对国际科研合作、科研绩效两个重要概念进行界

定，然后通过文献调研法，从研究层次、分析指标、分析

方法几个维度对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的

论文进行梳理和分析，具体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分析框架

２　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的内涵

　　梳理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的相关
论文，需清晰界定“国际科研合作”和“科研绩效”两个

重要概念的范畴。

２．１　国际科研合作
　　（１）科研合作。目前学术界对科研合作的定义不
尽相同。科学计量学家 Ｊ．Ｓ．Ｋａｔｚ和 Ｂ．Ｒ．Ｍａｒｔｉｎ将
科研合作定义为科研人员为创造新的知识这一共同愿

望而在一起工作［１２］。Ｊ．Ｚｉｍａｎ认为，科研合作可被看
作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稳定期”之后的产物，进入“稳

定期”之后合作效应在提高科学知识产出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３］。Ａ．Ｇ．Ｈｅｆｆｎｅｒ认为科研合作
是科研人员相互作用的一种强烈的形式，在科学活动

这一过程中，需要科研工作者通过思想上相互交流，智

力上相互沟通，形成最理想的科研合作模式［１４］。赵蓉

英提出科研合作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科研人员或组

织共同致力于同一研究任务，通过相互配合、协同工作

而实现科研产出最大化目标的一种科学活动，其本质

是合作者之间的资源共享［１５］。

　　综合不同学者提出的科研合作的概念，笔者认为
在研究开展过程中，当需要不同性能的仪器设备、不同

领域或不同来源的数据以及独特的资源时，科研人员

（团队）之间围绕特定科学问题开展科研合作的动力

就大大增强，以求思想、仪器、数据和资源的互补和共

享，共同完成有明确目标的研究任务，创造新知识、新

技术、新成果等［１６］。整个研究过程中科研主体间共享

资源（可以是智力、知识、声誉，也可以是资金、设备

等）发生合作关系，如数据／资源／平台共享、技术引进、
人员派遣与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合作建设平台、合作

发表成果等（见图２），其中，合作发表科研成果、形成
研究的知识产权是科研合作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２）国际科研合作。国际科研合作指不同国家或
地区之间的科研团队之间进行科研的合作与交流，共

享资源，科研合作方实现优势互补或强强联合。即当

上述的科研合作主体涉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时，便发

生了国际科研合作关系。

２．２　科研绩效
　　研究开展过程中，在客观需求、主观动机及原有合
作基础的驱动下，科研主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产生

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效益，如论文、专利、专著等直接的

效益及合作主体本身知识、技能、声誉等的提高这种间

接的效益，范围较广泛（见图３）。目前研究中常用于
表达科研合作效益的术语有科研产出（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ｕｔ
ｐｕｔ）、科研生产力（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科研绩效（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科研影响力（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ｍｐａｃｔ）、科
研质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ｌｉｔｙ）等。从内涵上来看，科研产
出、科研生产力一般测度的是科研产出量或科研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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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的科研合作

图３　国际科研合作过程与效益模型［１６］

注：模型有改动

的被关注情况；而科研绩效的范围较之稍广泛，可能还

包括一些较难测度的间接效益，科研影响力及科研质

量一般仅指科研成果的被关注情况。本文主要以“科

研绩效”指代国际科研合作产生的效益。

３　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

３．１　国际合作的研究层次

　　对国内外学者开展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

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所选择的研究样

本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国家、地区或区域等层面（宏

观层面）的分析，领域或机构、团队等层面（中观层面）

的分析以及科研人员个体层面（微观层面）的分析。

３．１．１　宏观层面的分析　从国家、地区或区域等宏观

层面进行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时，国内

外学者主要侧重于两方面的分析：

　　（１）国家角度的国际科研合作对其科研绩效的影

响研究分析。这部分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合作模式对

科研绩效的影响。Ｊ．Ｓ．Ｋａｔｚ等以英国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

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机构内合作、国内合

作、国际合作不同合作模式对论文影响力的影响，结果

显示合作论文的影响力高于独著论文，且国际合作论

文的影响力最大［１７］。Ｎ．Ｍａ等比较分析了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间中国分子生物学领域国际合作论文和国内

论文的影响力差异，结果表明国际合作确实有助于提

升中国论文的国际交流和影响力［１８］。Ｚ．Ｈａｙａｔｉ等对

伊朗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ＳＣＩＥ论文研究发现，国际合作论

文的被引数要远高于无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

数［１９］。王文平以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为基础，比较分

析了国际合作论文与非国际合作论文的质量及国际科

研合作模式对论文质量的影响［２０］。从目前的研究成

果来看，参与国际合作一般对国家的科研绩效有正向

的影响。

　　（２）不同国家间国际科研合作的获益情况比较分

析。这部分研究侧重分析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绩

效是否存在差异，如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量、国家本

身的科研影响力等对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是

否存在影响。Ｓ．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ａｍ等分析了发达国家及第

三世界国家作者的国际合作论文情况，研究认为国际

合著论文与非合著论文相比一般发表在具有较高影响

因子的期刊上，并被更多的文献引用［２１］。Ｊ．Ａｄａｍｓ等

对英国及其主要合作伙伴国的国际合作格局做了全面

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合作收益方面英国国际合作论文

的平均影响力显著高于其科研论文的总体影响力［２２］。

Ｖ．Ｐ．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Ｂｏｔｅ等基于ＳＣＩＥ数据库合作论文的定

量分析，遴选了美国、俄罗斯、中国等３７个国家和地区

分析了在国际科研合作论文被引用率提升方面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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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结果显示合作参与的国家越多、影响力越大，国

家本身的科学影响力不会显著影响其从合作中获得的

收益，但会对与之合作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

响［２３］。Ｂ．Ｓ．Ｌａｎｃｈｏ－Ｂａｒｒａｎｔｅｓ等以９个文献高产出
国家和６０个文献产出量高于１０００的国家为研究对象
分析与不同国家合作对引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合

作可以提高文章的引用率，但相比之下影响力大的合

作国家对文章引用的提高要低一些［２４］。对不同国家

之间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可得出：国际合作论文一般

比非国际合作论文质量更高，更容易发表在高影响因

子期刊上；科技领域研究合作国家越多，领域方向的研

究影响力（被引频次）一般越大（如 ２０１６年发表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上关于引力波的文章，由来自
２０多个国家的１０１１位作者合著，目前的引用达２０００
多次，且这篇文章的作者中诞生了三位２０１７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科技发达国家与科技一般国家之间

的合作，显然可以提高科技一般国家的科研影响力。

３．１．２　中观层面的分析　国内外学者在中观层面对
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时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层面：

　　（１）学科领域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分
析。一方面，侧重于分析单个学科领域国际科研合作

的效用，如生物医学（Ｍ．Ｂｏｒｄｏｎｓ，１９９６）［２５］、金融学
（Ｎ．Ｋ．Ａｖｋｉｒａｎ，１９９７）［２６］、天文学（Ａ．Ｆ．Ｊ．Ｖａｎ
Ｒａａｎ，１９９８）［２７］、生物学（Ｓ．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ａｍ，２０００）［２８］、化
学（Ｗ．Ｇｌｎｚｅｌ，２００１）［２９］、生态学（Ｒ．Ｌｅｉｍｕ，２００５）［３０］

等。Ｍ．Ｂｏｒｄｏｎｓ等分析探讨了西班牙生物医学领域作
者国际合作、国内合作、机构内合作三种不同合作模式

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合作论文与非国际

合作论文相比研究质量更高，国际合作人员与非国际

合作人员相比科研产量更多［２５］。Ｎ．Ｋ．Ａｖｋｉｒａｎ以金
融领域的 １４种期刊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发表的论文为样
本，比较研究合作研究与非合作研究对论文质量的影

响，结果发现合作研究与非合作研究的质量不存在显

著差异［２６］。Ａ．Ｆ．Ｊ．ＶａｎＲａａｎ以荷兰学者在１９８０－
１９９１年发表的天文学领域的论文为对象，分析国际科
研合作对科研成果影响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合作

论文的自引率比非合作论文高，但其指出自引并不是

国际合作论文影响力高的重要原因，国际合作依然对

荷兰天文学领域国际影响力有重要作用［２７］。另一方

面，侧重于分析不同学科领域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

效影响的差异性［３１］。Ｆ．Ｎａｒｉｎ等研究欧洲国家２８个
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及国际合作论文的被引用情

况，分析发现国际合作论文稳步上升，生物医学领域的

国际合作论文比作者独著论文及国内合著论文都具有

较大的影响［３２］。Ｃ．Ｓｕáｒｅｚ－Ｂａｌｓｅｉｒｏ等以波多黎各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ＳＣＩＥ中的论文为例，研究国际科研合作
对论文发表的期刊档次的影响，结果显示除临床医学、

化学、地球空间学等领域外，国际合作论文发表的期刊

影响因子普遍高于没有国际合作的论文，此外作者认

为有明显促进关系的学科领域其本身在波多黎各就有

较好的研究环境和国家政策的支持［３３］。贺天伟以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被ＳＣＩＥ收录的论文为研究样本，将
论文归属于１２个学科领域并通过计算相对引文影响
评估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质量，

结果显示各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论文质量均高于中国

论文的平均质量，但国际合作论文的质量在不同学科

领域相对优势略有不同［３４］。Ｈ．Ｍ．Ｐｕｕｓｋａ等基于芬
兰１９９０－２００８的发文数据分析了国际合作和国内合
作对引文的影响在学科间的差异性［３５］。对学科领域

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分析，可得出：多

数学科领域，国际科研合作有利于提高科研产出的质

量；因领域发展、研究环境等的不同，不同学科领域国

际科研合作对科研产出质量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２）研究机构／团队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科研绩
效情况分析。这部分研究以科研机构或研究团队为对

象研究国际合作对绩效的影响。Ａ．Ｂａｓｕ等以１９９７年
印度被ＳＣＩＥ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际科研
合作对机构论文产出量和论文平均影响因子的影响，

研究显示国际科研合作对机构论文产出量和论文平均

影响因子均有促进作用，且机构的产出规模会影响这

种促进作用，规模越大，国际科研合作的促进作用越明

显［３６］。Ｓ．Ｇｏｌｄｆｉｎｃｈ等调研分析了新西兰９家国家研
究机构，研究表明国际合作参与作者数、机构数、国家

数均会对论文的被引产生正向影响［３７］。Ｌ．Ｆ．Ｆｒｅｄ
ｅｒｉｋｓｅｎ分析了不同学科国际科研合作和论文合作者数
量对丹麦工业机构研究引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科

研合作和多作者论文比较普遍的学科中，它们对引用

的影响较显著［３８］。Ｇ．Ｐｒａｔｈａｐ以印度的两家机构的产
出数据为来源测度国际合作对机构的科研产出价值提

升的影响程度［３９］。Ｆ．Ｂａｒｊａｋ等研究指出国际科研合
作对欧盟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团队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

质量具有正向影响［９］。Ｎ．Ｃａｒａｙｏｌ等分析了路易斯巴
斯德大学的８０多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研究表明并没
有证据支持国际合作有助于提高实验室的研究生产

力［４０］。通过研究机构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科研绩效

０３１



陈秀娟，张志强．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１５）：１２７－１３９．

情况的分析，可得出：一般研究机构的产出规模越大，

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合作参

与的国家、机构、作者越多，机构产出论文的质量越高。

　　（３）领域／机构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科研绩效的
影响分析。考察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科研绩

效的影响是国际科研合作与绩效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部分研究主要利用一些社会网络的指标来测

度网络结构特征。Ｓ．Ｕｄｄｉｎ等以钢结构领域２０年的
纵向数据集为研究对象分析合作网络的演变和论文的

引用效率，结果显示国际合作论文的引用效率更高，且

国际合作论文网络的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与论文的

平均引用效率正相关，接近中心性不会影响论文的引

用效率［４１］。Ｊ．Ｌ．Ｏｒｔｅｇａ以微软学术搜索为数据源构
建自我中心网络（ｅｇｏｎｅｔｗｏｒｋ），分析不同学科领域合
作网络结构特征是否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与科研绩

效有关以及不同的合作形式（机构内、国内、国际）对

科研绩效的影响［４２］。李文聪等利用中国干细胞研究

机构的合著论文数据，分析了科研机构在国际合作网

络和国内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

入对论文发表数和论文被引频次为代表的科研产出的

影响［４３］。

３．１．３　微观层面的分析　相较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
分析，国内外学者从科研人员个体层面分析国际科研

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Ｍ．Ｊ．Ｋｉｍ比
较分析了韩国物理领域科学家国际合作与非国际合作

的科研绩效，研究发现合作对引用的影响与合作国相

关［４４］。Ｚ．Ｌ．Ｈｅ等以新西兰大学６５位生物医学家１４
年合作出版的纵向数据集研究科研合作与科研产出的

关系，结果发现，论文层面，机构内合作和国际合作对

论文质量都有积极的影响；科学家层面，只有国际合作

对科学家未来的科研产出（论文数量及质量）有正面

的影响［４５］。Ｒ．Ｓｏｏｒｙａｍｏｏｒｔｈｙ基于ＳＣＩＥ中的数据研究
南非科学家科研合作类型与论文引用量间的关系，并

进一步探索了作者所属学科领域及机构对论文引用量

的影响，结果显示科学家论文合作的类型会影响论文

的引用量，且不管合作与否，作者的学科领域及机构均

会对论文引用量产生影响［４６］。Ｇ．Ａｂｒａｍｏ等以意大利
８２个高校的科学家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发表的论文为对
象研究科研的国际化合作程度与科学家科研绩效的关

系，结果发现科研的质量和数量都与科研的国家化合

作程度呈正相关［４７］。Ｇ．Ａｂｒａｍｏ等的另一项国际化合
作程度与科学家科研绩效关系的研究表明，高论文产

出量和影响力的科学家往往国际合作程度也比较高，

但反之却并非如此［４８］。

３．２　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的分析指标
　　国内外学者在开展国际科研合作与绩效关系的研
究中，往往使用一些指标来量化国际科研合作情况和

科研绩效情况，以更加直观、有效的展示两者间的关

系。下文主要从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两个方面对

目前研究中所涉及的指标进行梳理和分析。

３．２．１　国际科研合作指标　国际科研合作指标的选
取是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中重要的内

容，研究内容及目标的不同测度指标也存在差异。借

鉴浦墨等对国际科研合作计量指标的分类，本文根据

指标计算的难易程度将相关研究中涉及的国际科研合

作指标分为简单计数类指标、单一比值类指标（见表

１）。
　　（１）简单计数类指标。简单计数类指标指通过简
单的数量统计即可得到的一类指标，如国际合作强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Ｉ）、国际合作广
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ＣＡ）、国家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ＯＣ）、作者数（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ｕｔｈｏｒ，
ＮＯＡ）、度中心性（ｄｅｇｒｅ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ＤＣ）等。如 Ｇ．
Ａｂｒａｍｏ等提出国际合作强度（ＩＣＩ）、国际合作广度
（ＩＣＡ）指标测度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的国际化程度对科
研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４８－４９］。邱均平等以计算机

科学为例测度合作国家数（ＮＯＣ）与论文被引频次的相
关性［４９］。Ｎ．Ｋ．Ａｖｋｉｒａｎ探索金融领域国际合作对单
篇论文影响力的影响，认为合作确实对论文影响力有

积极作用，但超出三位作者的合作对影响力提升没有

显著边际价值［５０］。石燕青等测度国际合作产量（国际

合作强度，ＩＣＩ）、国际合作广度（ＩＣＡ）对学者论文总产
量、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及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的

影响［５１］。Ｓ．Ｕｄｄｉｎ［４１］和Ｊ．Ｌ．Ｏｒｔｅｇａ［４２］测度国际合作
网络结构特征度中心度（ＤＣ）对科研绩效的影响。
　　（２）单一比值类指标。单一比值类指标即通过两
个数量的比值计算得到的一类指标，如国际合作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ＣＲ）、双边合作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ｔｙ，ＤＢ）、合作国科研影响力（ｃａｐａｃｉ
ｔｙ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Ｐ）等。Ｇ．Ａｂｒａｍｏ［４８－４９］、石燕青［５１］等

利用国际合作率（ＩＣＲ）指标测度科学家的国际化程
度。Ｊ．Ｇｏｒｒａｉｚ等将国家间的合作分为双边合作、多边
合作等，分析不同合作类型下的科研产出数量［５２］。王

文平通过合作国科研影响力指标，分析合作国科研影

响力（ＣＡＰ）的大小对中国科研产出论文质量的影
响［２０］。一些学者还利用一些合作网络的特征指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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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如介数中心性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ＢＣ）、接近中心性（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ＣＣ）、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Ｄ）、聚集系数（ｃｌｕｓ
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Ｃ）等。Ｓ．Ｕｄｄｉｎ等测度钢结构领域

国际合作论文网络介数中心性（ＢＣ）、接近中心性
（ＣＣ）与论文平均引用效率的关系［４１］。Ｍ．Ｂｏｒｄｏｎｓ以
西班牙药学与药理学为对象研究合作网络特征网络密

度（Ｄ）、聚集系数（ＣＣ）等与科研影响力的关系［５３］。

表１　国际科研合作的主要分析指标

指标 含义 计算方法

简单计数类 国际合作强度（ＩＣＩ） 合作论文中有非本国作者的论文数，即国际合作论文数 －

国际合作广度（ＩＣＡ） 国际科研合作文章中涉及的外国国家数 －

国家数（ＮＯＣ） 研究的样本集中涉及的国家数量 －

作者数（ＮＯＡ） 每一篇论文涉及的作者数 －

度中心性（ＤＣ）［５４］ 合作网络中一个节点与所有其它节点相联系的程度
ＤＣｉ＝∑

ｎ

ｊ＝１
ｘｉｊ（ｉ≠ｊ）

单一比值类 国际合作率（ＩＣＲ） 国际合作论文产量与科研总产量的比值 ＩＣＲ＝国际合作论文数
总论文数

双边合作程度（ＤＢ） 双边合作论文占总合作论文的比例 ＤＢ＝双边合作论文数
合作论文总数

合作国科研影响力（ＣＡＰ） 某国家（地区）在某个研究领域的科研影响力
ＰＣｉｊ＝

ＴＣｉｊ
∑ｎｉ＝１ＴＣｉｊ

介数中心性（ＢＣ）［５４］ 经过某个节点的最短路径数目
ＢＣｉ＝ ∑ｓ≠ｉ≠ｔ

ｎｉｓｔ
ｇｓｔ

接近中心性（ＣＣ）［５４］ 一个节点到所有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距离的累加起来的倒数 ＣＣｉ＝
ｎ

∑ｎｊ＝１ｄｉｊ

网络密度（Ｄ） 网络中节点间相互连边的密集程度 Ｄ＝ ２ｌ
ｎ（ｎ－１）

聚集系数（ＣＣ） 网络中节点聚集程度的系数 ＣＣｖ＝
ｎ
Ｃ２ｋ

　　注：表中度中心性计算公式中ｘｉｊ为节点ｉ与节点ｊ之间的直接联系，ｎ是网路中节点的个数；介数中心性计算公式中ｇｓｔ为从节点ｓ到节点ｔ

的最短路径的数目，ｎｉｓｔ为从节点ｓ到节点ｔ的ｇｓｔ条最短路径中经过节点ｉ的最短路径的数目；接近中心性计算公式中ｄｉｊ为节点ｉ到节点ｊ的距

离，ｎ为网路中节点的个数；合作国科研影响力（ＣＡＰ）计算公式中ＰＣｉｊ表示国家（地区）ｉ在研究领域ｊ的科研影响力，ＰＣｉｊ为国家（地区）ｉ在研

究领域ｊ发表论文的被引总频次，ｎ为研究领域 ｊ中论文被引总频次排名（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前 ５０％的国家（地区）总量；网络密

度计算公式中ｎ为网络的节点数，ｌ为网络中实际连接的边数；聚集系数计算公式中ｋ表示节点ｖ的所有相邻的节点的个数，ｎ表示节点ｖ的所

有相邻节点之间相互连接的边的个数

３．２．２　科研合作绩效指标　不同研究对科研绩效的定
义不同，因此科研合作绩效指标也存在多样性。综合现

有研究，学者多以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科研绩

效，提出科研产出数量类指标、科研产出质量类指标以

及综合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的ｈ指标类复合指标。
　　（１）科研产出数量类指标。在多数国际科研合作
与科研绩效的研究中均有科研产出数量这个指标，根

据研究需求学者常用于表征科研产出数量的指标包括

科研产出总论文数（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论文分数产出（ｆｒ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Ｐ）等。科研产出总论文数指研究
范围内国家、机构、领域、团队、个体等所产出的论文总

数。如石燕青等分析我国图情领域国际合作程度对学

者论文总产量（Ｐ）的影响［５１］。论文分数产出（ＦＰ）指
科研人员对其所发表的论文的相对贡献总和，＂贡献＂
指每篇论文合作者数量的倒数，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发

表了ｍ篇论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为ｎ，那么该科研

人员的论文分数产出为
１
ｎ１
＋１ｎ２

＋１ｎ３
＋１ｎｍ
。Ｇ．Ａｂｒａｍｏ

等的两项分析科研国际化程度与科研绩效关系的研究

中均利用了作者论文分数产出（ＦＰ）这一指标［４８－４９］。

　　（２）科研产出质量类指标。相对于科研产出数量
指标，学者选定测度科研产出质量的指标较丰富（见表

２），有科学计量学的传统经典指标，也有基于经典指标
衍生出来的一些新指标。

　　科学计量学经典指标：经典指标指在科学计量中
很早即被提出并频繁用于科研合作研究的一些指标，

这类指标使用广泛且认可度较高，如论文被引频次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所有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国际合作论文
总被引频次及国内论文总被引频次等）、论文篇均被引

频次（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ｐａｐｅｒ，ＣＰＰ）、高被引论文数（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ＨＣＰ）、期刊影响因子（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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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Ｆ）等。如在Ｊ．Ｇｏｒｒａｉｚ等分析国际科研合作
关键评估因素的文章中通过论文总被引频次（Ｃ）、论文
篇均被引频次（ＣＰＰ）以及高被引论文数（ＮＨＣＰ）来测度
国际科研合作论文的影响力［５２］，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国

际合作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ＩＦ）来衡量论文的质
量（Ｊ．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ａｍ等［２８］、王俊婧［５５］、Ｇ．Ａｂｒａｍｏ等［４７］、

石燕青等［５１］）。要真正量化论文的质量，以发表论文本

身为对象的指标才更为准确、精确。尽管高影响因子期

刊上的论文总体上质量较高，但简单以期刊的影响因子

代替发表在其中的单篇论文的质量，受到较多诟病。

　　衍生指标：衍生指标指学者在经典指标的基础上
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提出的研究指标，和经典指标相

比，这类指标数量多、不断推陈出新、计算复杂性明显

提高，但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具体的指标有国际合作

论文未被引论文比率（ｕｎ－ｃｉ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ＵＩＣＰＲ）、论文效率分数（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相对引文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ＲＣＲ）、相对引文
影响力指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ｄｅｘ，ＲＣＩＩ）、相对
引文影响（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ＲＣＩ）、国际合作论文
效率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ｉｎｄｅｘ，ＩＣＰＥＩ）、平均标准化期刊影响力（ｍｅａｎ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ＭＮＪＳ）、平均标准化引文分数
（ｍｅ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ＭＮＣＳ）、双边合作论文
被引度（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ｔｙ，ＣＤＢ）、皇冠指数
（ｃｒｏｗ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ＣＩ）、引用增长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ａｉｎ，ＣＧ）、
合作引用率增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
ｏｒａｔｏｒ，ＣＲＩＣ）、引用影响增量（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ｍ
ｐａｃｔ，Δｋ）等。如王俊婧比较分析国际合作论文与非国
际合作论文的未被引论文占论文比率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性的差异［５５］。Ｓ．Ｕｄｄｉｎ等提出论文效率分数（Ｅ）指
标，标准化每篇论文的年度引用频次，测度论文作者数

量、国际合作及网络结构特征对论文引用效率的影

响［４１］。Ｗ．Ｇｌｎｚｅｌ利 用 其 提 出 的 相 对 引 文 率
（ＲＣＲ）［５６］测度国际合作论文和国内论文的相对引文
影响力［５７］；其又在相对引文率（ＲＣＲ）基础上提出相对
引文影响力指数（ＲＣＩＩ），比较欧盟国家国际合作论文
与非国际合作论文的影响力［５８］。贺天伟基于区域或

国家论文相对引文影响指标 ＲＣＩ［５９］提出学科领域的
ＲＣＩ，测度中国国际合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质
量［３４］。王文平通过国际合作论文效率指数（ＩＣＰＥＩ）比
较国际合作论文和非国际合作论文的相对影响力［２０］。

Ｍ．Ｂｏｒｄｏｎｓ等利用平均标准化期刊影响力（ＭＮＪＳ）指
标和平均标准化引用分数（ＭＮＣＳ）指标测度科研产出

的质量，探讨合作的异质性与科研影响力的关系［５３］。

Ｊ．Ｇｏｒｒａｉｚ等利用双边合作论文被引度（ＣＤＢ）、皇冠指
数（ＣＩ）、国内皇冠指数（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ｒｏｗ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ＣＩ）、合作皇冠指数（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ｒｏｗ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ＣＣＩ）、引用增长量（ＣＧ）等指标测度不同合作类型对国
际科研合作的影响［５２］。Ｂ．Ｓ．Ｌａｎｃｈｏ－Ｂａｒｒａｎｔｅｓ提出
了合作引用率增量（ＣＲＩＣ）指标测度从不同的合作国
所获取的引用率增量［２４］。Ａ．Ｉｎｚｅｌｔ等定义了引用影
响增量（Δｋ）测度匈牙利高等教育机构国际科研合作
对论文引用影响力提升的促进程度［６０］。

　　显然，要量化测算论文的学术质量，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问题，最多只能是对论文质量的一种量化刻

画而不可能真正准确计量出论文的质量水平，因此这些

指标的推广价值不大、使用率不可能高。而且，要试图

以复杂的量化的方式确定论文的质量（即学术研究的水

平质量），本身就存在着问题。越是复杂化的计算指标，

其实是越没有推广使用的价值。同时，学术研究的质量

水平，学术共同体的定性价值判断应当是最权威的。

　　（３）ｈ指数类复合指标。ｈ指数（ｈ－ｉｎｄｅｘ）是一个
混合量化指标，２００５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的物理学家乔治·希尔施提出，用于评估科研

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６１］。ｈ指数复合
指标像 ｈ指数一样，是综合了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两
方面的复合量化指标。在目前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

效关系的研究中，为更好的反映科研产出绩效很多学

者利用这种综合指标（见表３）来进行测度。如林卉用
ｈ指数作为表征论文影响力的指标，分析机构合作程度
与论文影响力的相关性［６２］。Ａ．Ｂａｓｕ等提出 ＧＩＦＣＯＬ
（ｇａｉｎｉｎ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国际科研合
作提升影响力增量）指标来测度机构国际科研合作对科

研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效应［３６］。Ｇ．Ｐｒａｔｈａｐ采用二
阶方法将论文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提出国外合作指标

（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ｏＦＣ）和合作均衡度指标
（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ｏＥＣ），并在 ＧＩＦＣＯＬ
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良版的 ＂ＧＩＦＣＯＬ＂指标，测度国
际合作对机构或组织科研产出价值提升的影响程度［３９］。

３．３　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评价的主要分析方法
　　在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中不仅需要
数据的支撑、指标的度量，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

呈现最终的研究结果。综合分析现有国际科研合作与

科研绩效关系的研究，可将学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归为

文献计量学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统计学分析的方

法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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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科研合作与科研产出绩效分析的质量类指标

指标 含义 计算方法

经典指标 论文被引频次（Ｃ） 选定样本及时间窗的基础上论文的总被引频次 －

论文篇均被引频次（ＣＰＰ） 选定样本及时间窗的基础上每篇论文的被引频次 ＣＰＰ＝论文总被引频次
总论文数

高被引论文数（ＮＨＣＰ） 选定样本中近十年来被引频次排在前１％的
论文（ＥＳＩ）

－

期刊影响因子（ＩＦ） 论文所发表的期刊的影响因子 期刊引证报告（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Ｒ）

衍生指标 国际合作论文未被引论文

比率（ＵＩＣＰＲ）
选定样本及时间窗内已发表但未被引用的论文占

总论文的比例
ＵＩＣＰＲ＝国际合作论文中未被引的论文数

国际合作论文总数

论文效率分数（Ｅ） 每篇论文自发表之日起，每年度的平均被引次数 Ｅ（论文）＝ 论文总被引频次

（当前日期－出版年）

相对引文率（ＲＣＲ） 国家（地区）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数相对于

其发表的期刊平均引文数的大小
ＲＣＲ＝平均观察引文率（ＭＯＣＲ）

平均期望引文率（ＭＥＣＲ）

相对引文影响力指数（ＲＣＩＩ） 国家（地区）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数相对于其

发表的期刊平均引文数的大小
ＲＣＩＩ＝ＲＣＲ－１ＲＣＲ＋１

相对引文影响（ＲＣＩ） 国际合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质量 ＲＣＩ＝给定领域国际合作论文的平均引文数
给定领域所有论文的平均引文数

国际合作论文效率指数

（ＩＣＰＥＩ）
国际与国内合著论文的相对影响力 ＩＣＰＥＩ＝国际合著论文被引频次／国内合著论文被引频次

国际合著论文数／国内合著论文数

平均标准化期刊影响力（ＭＮＪＳ） 作者发表论文期刊的相对影响力 ＭＮＪＳ＝ 作者论文发表期刊的平均引文数

领域内所有论文发表期刊平均引文数

平均标准化引用分数（ＭＮＣＳ） 作者发表论文的相对影响力 ＭＮＣＳ＝作者所有论文的平均引文数
领域内所有论文的平均引文数

双边合作论文被引度（ＣＤＢ） 双边合作论文的相对影响力 ＣＤＢ＝双边合作论文的被引次数
合作论文的总被引次数

皇冠指数（ＣＩ） 所测对象的科研影响力相对于领域平均

水平的大小
ＣＩ＝ＣＰＰＦＣＳｍ＝

∑ｎｉ＝１（ｃｉ／ｎ）
∑ｎｉ＝１（ｅｉ／ｎ）

＝
∑ｎｉ＝１ｃｉ
∑ｎｉ＝１ｅｉ

引用增长量（ＣＧ） 国际合作论文相对于非国际合作论文的被引增量
ＣＧ＝

（ＣＰＰＣＯＯＰ－ＣＰ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ｎｌｙ）
ＣＰ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ｎｌｙ

合作引用率增量（ＣＲＩＣ） 从合作国家获取的引用率增量
ＣＲＩＣＡ→Ｂ＝

ＣＡ→ＡＢ
ＣＡＢ

／
ＣＡ→Ｂ
ＣＡＢ

引用影响增量（Δｋ） 国际科研合作对论文引用影响力提升的促进程度

Δｋ＝
ｚｋ－∑ｉｎｋｉ

ｚｉ
ｎ( )
ｉ

ｎｋ

　　注：表中皇冠指数（ＣＩ）计算公式中，ＣＰＰ为篇均被引量，ＦＣＳｍ为所测领域平均引文，ｃｉ为论文 ｉ的引文数，ｅｉ为论文所在领域的引文数，ｎ

为论文总数；引用增长量（ＣＧ）计算公式中ＣＰＰＣＯＯＰ为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量，ＣＰ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ｎｌｙ为非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量；合作引用率增

量（ＣＲＩＣ）计算公式中，Ａ、Ｂ代表Ａ、Ｂ两个国家的论文数，ＡＢ代表两个国家合作论文数，引用数Ｘ→Ｙ表示Ｘ论文集对Ｙ论文集的引用数；引用

影响增量（Δｋ）计算公式中ｚｋ为被分析的对象与合作伙伴ｋ一起发表的论文的总被引频次，ｎｋｉ为被分析的对象在第ｉ年内与合作伙伴ｋ一起

发表的论文数，ｚｉ为被分析的对象在第ｉ年内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ｎｉ为被分析的对象在第ｉ年内发表的论文数，ｎｋ为被分析的对象与合作

伙伴ｋ一起发表的论文数

表３　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分析的ｈ指数复合指标

指标 含义 计算方法

ｈ指数 某作者、机构、学科等至多有ｈ篇论文
分别被引用了至少ｈ次

－

ＧＩＦＣＯＬ 国际科研合作对机构科研产出论文数量

和质量的双重影响
ＧＩＦＣＯＬ＝机构Ａ的国际合著论文的累积影响

机构Ａ的所有论文的累积影响 ×１００％－机构Ａ的国际合作论文数
机构Ａ的所有论文数 ×１００％

＂ＧＩＦＣＯＬ＂ 国际科研合作对机构或组织科研产出

价值提升的影响程度
ＧＩＦＣＯＬ＝国际合著论文数

总论文数
×国际合作论文的影响力
所有论文的影响力－１

３．３．１　文献计量学方法　多数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
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均有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其中最常

用的是引文分析法，其利用各种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对

文献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进行分析，测度引文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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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数量、引文的国别等。如利用总被引频次、篇均

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以及一些衍生的指标来衡量

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揭示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产出

论文的效用［３８，４５］。

３．３．２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一
种集数学、统计学、图论等一体的定量分析方法，是对

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

法。在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科研绩效关系的

研究中均会涉及此类方法，研究中以社会网络分析为

视角，将原本不可计算的国际科研合作主体（国际、机

构、科研人员个体）通过合作关系构建网络，通过网络

节点和边的参数对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揭示。如借助中

心度（度中心度、介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网络密

度、聚集系数等指标表征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而探

究这些结构特征与科研绩效间可能的关系［４２－４４，５４］。

３．３．３　统计学分析的方法　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
效关系研究中应用最多的分析方法是统计学的方法，

此类方法多用于科研合作与绩效关系的探索部分，具

体包括描述性统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

应分析［３３］、主成分分析［４２］以及自建模型，下面主要对

几种应用较频繁的分析方法进行简述。

　　（１）描述性统计（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部分研究
仅通过简单的数量统计分析而不涉及复杂的计算来反

映国家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５７，６０］。如朱世琴等

采用期望、频率比分析了科研合作对论文质量的影响，

总体来看，华东理工大学的国际合作论文质量要远高

于国内合作和无合作论文，而国内合作论文略优于无

合作论文，但不同学院的情况有所不同［６３］。郑如青等

通过频数统计国际合作论文的篇数及论文的影响因

子，结果说明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对促进北京大

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有十分明显的作用［６４］。

　　（２）假设检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ｓｔｉｎｇ）。国际科研合作
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中，部分学者通过假设检验分析

不同合作的科研绩效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方

法包括Ｔ检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
ｌｉｓＨ检验、卡方检验、方差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ＣＯＶＡ）等。如王俊婧通过 Ｔ检验和卡方检验测度
国际合作论文与非国际合作论文的被引频次及未被引

频次之间的显著性差异［５５］。Ｔ．Ｊ．Ｃｈｅｎ等通过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测度国际合作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
因子与无国际合作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的显著性

差异［６５］。Ｓ．Ｕｄｄｉｎ等通过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和Ｔ
检验测度不同合作者数量和合作国数量论文的论文效

率分数（Ｅ）的显著性差异［４１］。Ｒ．Ｌｅｉｍｕ等通过方差
分析测度不同合作水平间论文的年度引用率的差异

性［３０］。

　　（３）相关分析（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相关分析是
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随机变量间相关

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侧重分析现象间是否相关、相关

的方向和密切程度。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的

研究中，部分学者通过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４２，５０］揭示国

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如石燕青等分

析国际合作指标国际合作产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ＣＰ）、国际合作率（ＩＣＲ）、国际合作幅
度（ＩＣＡ）与论文总产量（Ｐ）、论文被引频次（Ｃ）、论文
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ＩＦ）间的相关关系［５１］。

　　（４）回归分析（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为确定国际科
研合作与科研绩效相关的具体形式，确定其因果关系，

很多学者选择回归分析的统计分析方法，具体的模型

包括线性回归（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９，１７，３５，５４，６６］、托比特回
归（ｔｏｂｉ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５０］、逻 辑 回 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６７］、负 二项式回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ｉｎｏｍｉａｌ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３７，４４，５２］等。如王文平针对因变量期刊影响因子构
建了一般线性回归模型，针对因变量被引频次构建了

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析合作国的科研影响力、中美合

作、国际合作规模、通讯作者国别、基金资助等解释变

量对中国国际合作论文质量的影响［２０］。Ｎ．Ｋ．Ａｖｋｉ
ｒａｎ通过托比特回归模型测度非合作论文与合作论文
影响力的差异性。

　　（５）自建模型（ｓｅｌｆ－ｂｕｉｌｄｍｏｄｅｌ）。一些学者根据
具体的研究需求，基于研究的自变量、控制变量、解释

变量自主建立分析模型，这类模型相对来说更具针对

性。如 Ｌ．Ａｌｄｉｅｒｉ等构建了非代际交叠模型（ｎｏｎ－ｏ
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ｅｌ，ＮＯＬＧ模型）探索德国、法
国、意大利、英国和俄罗斯几个欧洲国家高校内部和外

部科研合作对其科研绩效的影响［６８－６９］。Ｇ．Ａｂｒａｍｏ等
构建了交叉延宕模型（ｃｒｏｓｓ－ｌａｇｇｅｄｐａｎｅｌｍｏｄｅｌ）分析
科研合作与科研生产力的关系以及决定它们相互关系

的因素［７０］。Ｇ．Ａ．Ｒｏｎｄａ－Ｐｕｐｏ等构建了幂率模型，
发现古巴自然科学领域国际科研合作与基于引文的科

研绩效间存在幂率相关性，国际合作论文比国内合作

论文表现出更强的马太效应［７１］。

４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从研究层次、分析指标、分析方法三个维度
对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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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综合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的现状可

得出：

　　（１）分析层次方面：宏观（国家、地区或区域等）和
中观（机构、团队或领域等）层面的分析较多，以科学

家为样本的微观层面的分析较薄弱；分析载体方面多

集中于可测度性强、稳定性高的合著论文的统计和分

析。未来需要加强科学家层面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

效影响的研究，展示微观层面国际科研合作产生的影

响；并尝试以合作专利、合作项目、合作交流、合作建设

平台、合办会议等更为丰富的科研合作行为为分析载

体研究国际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的关系，或尝试融合

多元的科研合作行为来分析国际合作对绩效的影响并

分析比较不同科研合作行为对科研绩效影响的差异，

而这部分研究的难点在于合著关系以外的科研合作关

系量化的问题。

　　（２）分析指标方面：许多已有研究多采用较单一
的科研合作指标来研究国际科研合作对绩效的影响，

然而合作指标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单独考虑某一因

素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可能与综合考虑诸多

因素后得出的结果有出入，如某一作者的国际合作强

度对绩效的影响可能还受作者本身科研能力的影响；

此外，科研绩效指标的选取方面，多测度的是国际科研

合作的直接效益，有些研究选择产出数量为绩效指标，

有些选择产出质量为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国际科

研合作的绩效。未来研究需加强表征科研合作和科研

绩效综合类指标的探索，如在合作指标选取方面，除了

比较单个合作指标对科研绩效的影响，还应考虑在指

标交互的作用下合作对绩效的影响；在科研绩效的测

度方面建议全面比较不同绩效指标可能对研究结论的

影响，而非用单一的指标片面的衡量科研绩效。

　　（３）分析方法方面：国际科研合作与绩效的关系
探索多采用统计学传统的分析方法，建模定量分析的

方法相对较少。未来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需求加强针

对性分析模型的创建，并对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

进行控制，如国际、机构、领域、作者等本身的科研影响

力、合作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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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１（４）：１０１６－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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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论坛》投稿须知

　　《知识管理论坛》（ＣＮ１１－６０３６／Ｃ，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５４７２）是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网络开放获取学术期刊，２０１７

年入选国际著名的开放获取期刊名录（ＤＯＡＪ）。《知识管理论坛》致力于推动知识时代知识的创造、组织和有效利用，促进知

识管理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和有效传播。

　　１．报道范围

　　稿件的主题应与知识相关，探讨有关知识管理、知识服

务、知识创新等相关问题。稿件可侧重于理论，也可侧重于

应用、技术、方法、模型、最佳实践等。

　　２．学术道德要求

　　投稿必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研究论文，选题与内容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引用他人成果，请务必按《著作权法》有

关规定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在文后参考文

献中列出。

　　本刊使用ＣＮＫＩ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

ＬＣ）对来稿进行论文相似度检测，如果稿件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一经发现概不录用；若论文在发表后被发现有学术不端

行为，我们会对其进行撤稿处理，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稿件

作者将进入我刊黑名单。

　　３．署名与版权问题

　　作者应该是论文的创意者、实践者或撰稿者，即论文的责

任者与著作权拥有者。署名作者的人数和顺序由作者自定，

作者文责自负。所有作者要对所提交的稿件进行最后确认。

　　论文应列出所有作者的姓名，对研究工作做出贡献但不

符合作者要求的人要在致谢中列出。

　　论文同意在我刊发表，以编辑部收到作者签字的＂论文

版权转让协议＂为依据。

　　依照《著作权法》规定，论文发表前编辑部进行文字性加

工、修改、删节，必要时可以进行内容的修改，如作者不同意

论文的上述处理，需在投稿时声明。

　　我刊采用知识共享署名（ＣＣＢＹ）协议，允许所有人下载、再

利用、复制、改编、传播所发表的文章，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文章

出处（推荐引用格式如：吴庆海．企业知识萃取理论与实践研究

［Ｊ／ＯＬ］．知识管理论坛，２０１６，１（４）：２４３－２５０［引用日期］．ｈｔ

ｔｐ：／／ｗｗｗ．ｋｍｆ．ａｃ．ｃｎ／ｐ／１／３６／．）。

　　４．写作规范

　　本刊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投稿请按现行的国

家标准及规范撰写；单位采用国际单位制，用相应的规范符

号表示。

　　５．评审程序

　　执行严格的三审制，即初审、复审（双盲同行评议）、终

审。

　　６．发布渠道与形式

　　稿件主要通过网络发表，如我刊的网站（ｗｗｗ．ｋｍｆ．ａｃ．

ｃｎ）和我刊授权的数据库。

　　本刊已授权数据库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龙源

期刊网、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等，作者稿件一经录用，将同时

被该数据库收录，如作者不同意收录，请在投稿时提出声明。

　　７．费用

　　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在《知识管理论坛》上发表论文，

将免收稿件处理费。

　　８．关于开放获取

　　本刊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其出版版本的ＰＤＦ均须通过

本刊网站（ｗｗｗ．ｋｍｆ．ａｃ．ｃｎ）在发表后立即实施开放获取，鼓

励自存储，基本许可方式为ＣＣ－ＢＹ（署名）。详情参阅期刊

首页ＯＡ声明。

　　９．选题范围

　　互联网与知识管理、大数据与知识计算、数据监护与知

识组织、实践社区与知识运营、内容管理与知识共享、数据关

联与知识图谱、开放创新与知识创造、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１０．关于数据集出版

　　为方便学术论文数据的管理、共享、存储和重用，近日我

们通过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Ｂ平台（ｗｗｗ．ｓｃｉ

ｅｎｃｅｄｂ．ｃｎ）开通数据出版服务，该平台支持任意格式的数据

集提交，欢迎各位作者在投稿的同时提交与论文相关的数据

集（稿件提交的第５步即进入提交数据集流程）。

　　１１．投稿途径

　　本刊唯一投稿途径：登录 ｗｗｗ．ｋｍｆ．ａｃ．ｃｎ，点击作者投

稿系统，根据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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