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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上午，中国老科协秘书处召开2019年度年终工作总结会议。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老科协会长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老科协常务副会长齐让，副会长

杨继平、冯长根、王延祜、徐强、李芳出席会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宋军会后同与会全

体见面。中国科协科普部、创新战略研究院、学会服务中心，中国老科协秘书处全体人员、大学堂负

责人等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老科协

陈至立会长出席中国老科协2019年度秘书处
年终工作总结会议并讲话

2020年1月12日,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召开了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创新院发展规划研讨

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创新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方新研究员主持，共有26位学术委员参

会。会议宣读了第二届学术委员名单，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修订稿），听取了任福君院长代表创新院做的2019年研究工作总结汇报，研讨了2020年创新院科研计

划，并对创新院今后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议。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创新院组织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暨
创新院发展规划研讨会

2019年12月28日，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委托和支持，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主办的

“第二届全国技术预见方法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本届会议以“技术预见实操——

规范与操作”为主题，聚焦国内外技术预见实施特点、技术预见操作规范及步骤等内容，旨在提升科协

系统技术预见的研究能力。来自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各技术预见课题组、全国部分高校院所的技术

预见和科技政策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约100人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2019年12月25日，我国西部六省区建设草种子专业化生产带可行性研究项目总结会在兰州甘肃农业

大学草业学院召开。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立新博士、副研究员赵正国，新疆、甘肃、内蒙

古、宁夏、陕西老科协代表和新疆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内蒙古草都饲料研究院、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青海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老科协

资料整理：李琦 校对：李琦 刘雅琦

第二届全国技术预见方法与实践研讨会在京召开

西部六省区建设草种子专业化生产带可行性研究项目总结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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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预测（Te c h n o l o g y  F o r e c a s t）最

早应用于军事领域，只是对已有技术发展轨

迹的外推，不考虑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突

破。后来，战略性预测的概念逐步形成，战

略性预测与决策的进一步结合就形成了技术

预见（Te c h n o l o g y  F o r e s i g h t） [ 1 ]。技术预

见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当前技术发展的主要趋

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分析妨碍

技术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找到实现目标的途

径，以确定未来技术发展的目标 [2]。从技术预

见的发展历程来看，技术预见经历了“始于

美国→日本改进→欧洲跟进→世界各国开始

加入”的历史进程 [3]。

当前，国内外都对技术预见进行了研究，纷

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预见活动，方法上也屡有

创新。但是，限于技术预见活动的复杂性和实际

可操作性，现有的技术预见活动往往方法单一或

组合不够灵活，大大影响了技术预见活动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因此，如何对大量已有技术数据进

行分析，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以完善技术预见

流程，制定适用于不同预见目标的活动方案，是

技术预见的一个发展方向。

1. 技术预见常见分析方法介绍
发展至今，技术预见已经具备了较丰富的方

法理论体系，根据研究对象、研究层次的不同，

分析方法也各具特色，具体使用上也各有侧重点

（表1）。任海英等[4]以 Web of Science和CNKI数

据库中技术预见研究的文献为数据来源，检索分

析了1900年-2014年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得出当

前国内外技术预见领域使用频率较高的方法主要

有德尔菲法、技术路线图、情景分析法、科学计

量法（文献分析和专利分析）等。本文就以上分

析方法进行简要介绍。

1.1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作为最重要的技

术预见研究方法之一，应用非常广泛。20世纪50

年代，德尔菲法首次应用于军事研究；1964年，

美国兰德 (RAND)公司首次将德尔菲法用于技术

预测中。发展至今，以德尔菲法为主的技术预见

活动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展。简单来讲，德尔菲

作者简介：曹学伟，女，博士（后），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方向为创新战略、农业政策、技术预见。
	 高晓巍，女，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人力资源、科技政策等。

摘 要：技术预见活动起源于美国，随后逐渐被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广泛应用。技术预见的

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两大类，各有优缺点。本研究首先对当前国内外技术预

见领域使用频率较高的德尔菲法、技术路线图、情景分析法、科学计量法进行详细介绍；最后以服务于

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为目标，总结出一套多种分析方法综合使用的技术预见活动模型，旨在为国家

级层面的技术预见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技术预见，分析方法，分析模型

曹学伟，高晓巍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63）

技术预见主要研究方法综述及可实施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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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以不记名的方式征询专家对某类问题的看

法。此项调查需进行多轮（≥2），一般需要将前

一轮的调查结果反馈给下一轮的征询专家，经过

几次反馈，大多数专家的意见趋向集中[5]。

德尔菲法的一般工作程序如下：①成立专门的

德尔菲调查委员会，确定调查目的，拟定调查提

纲；②成立专家小组，确定调查问卷领域和主要内

容；③选择一批领域内专家，以通信方式发出调查

问卷，征询意见；④对返回的意见进行归纳综合、

定量统计分析后再寄给有关专家，如此经过多轮反

复（至少2轮），使意见比较集中后进行数据处理

并综合得出结果，再次与专家讨论确定最后结论

（图1）[6]。德尔菲法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与评估，

其精确性取决于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因此，准确

地确定调查领域及条目，合理地设计德尔菲调查问

卷，广泛而有效地选择参与德尔菲调查的专家将是

德尔菲调查法能否成功的关键。

1.2 情景分析法

情景分析法（Scenario Building）是在经济、

社会或技术持续性假设的基础上，对未来可能出

现的情况进行推理和描述的过程[7]。该方法是一种

适用于中期和长期规划的战略工具，在各种假设

前提下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偶然因素，通过

描述出现可能性较高的未来情景来帮助规划者更

表 1 技术预见方法体系

方法 拟解决的问题

1. 顶层设计法
组织体系、专家体系、方法体系、

领域与子领域、技术与方向

2. 德尔菲法 专家预测自己熟悉的技术

3. 文献分析 查阅各学科、领域科学论文

4. 专利分析 查阅各学科、领域科学专利

5. 情景分析 寻找发展规律、分析发展趋势

6. 技术路线图 绘制关键技术路线图

7. 愿景分析 展望未来目标

8. 头脑风暴法
激发创造力和新颖（或以前未

明确表达的）观点

9. 层次分析
对领域、子领域、

交叉学科等分类

10. 指标分析 明确评价、预测指标体系

11. 经济分析 确定技术、经济指标

12. 标杆法 技术评价标杆

13. SWOT分析 分析优劣势

14. 实地调研法 实地调研技术进展与趋势

15. 研讨会/论坛/论证会
投票选择领域关键技术、

分析技术潜力

16. 专家访谈法
投票选择国家关键技术、

颠覆性技术、非共识技术

图1 德尔菲调查的组织形式
 注：A~F表示不同领域的专家小组。

指导委员会

得出结果、问题分析、专家讨论

专家小组

问卷/领域

将第一轮问卷发送给专家

第二轮问卷调查
（同时反馈第一轮专家意见）

曹学伟，高晓巍：技术预见主要研究方法综述及可实施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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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了解某一个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潜在路径。

情景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

性部分主要包括专家结论、技术发展的关键影响

因素中无法定量分析的部分（如政治稳定性）

等；定量部分主要包括将要判定结果的定量分

析、关键影响因素发生概率的计算（如经济发展

速度、企业研发速度）和情景概率的计算等[8]。用

情景分析法分析未来发展趋势时，关键在于把握

好未来变化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量。而专家则是

主要驱动力量识别的关键因素。

情景分析法运用于技术预见通常分4个阶段

（图2）[9]：第一，收集专家信息以及文献、数据

信息等，明确将要做出的判定。第二，明确分析

方法和分析要素，进行详细分析，包括：①确定

社会、技术、环境、经济及政治驱动力量；②确

定先决要素和必然因素；③确定影响未来趋势的

关键因素。第三，构建3〜4个场景，分析场景的

发展状况，进一步描述未来变化的整体情景。第

四，为跟踪监测计划目标确定最主要的参数，监

测目标实现。

1.3 技术路线图

技术路线图（Technology Roadmap)在1970

年代由摩托罗拉公司首先使用，继而被飞利浦

电子公司（Philips Electronics）、朗讯科技公司

（Lucent Technologies）等同行业公司采用。由于

其操作的灵活性和对战略规划的可视性，技术路

线图已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中小型企业和大

型组织中[10]。总体来说，技术路线图就是应用简

洁的文字、图形、表格等形式描述技术变化的步

骤或技术相关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帮助使

用者明确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实现目标所需的关

键技术，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来映射复杂系

统的演变和发展[11]。

Phaal Robert[12]提出了一种技术路线图通用的

战略评估框架（图3），用以整合战略和创新计

划。该评估框架主要包含两个关键轴：水平轴主

人类因素的复杂系统

专家结论
（定性分析）

强大计算结果
（定量分析）

定性信息 定量信息

明确分析方法
及其使用顺序

明确分析要素
及其内在联系

形成情景分析
的整体方案

构建 3 ～ 4 个
场景，描述未
来变化的整体
情景

产生新的行动
策略或计划

汇总到统一平
台，明确将要
做出的判定

确
定
主
要
监
测
参
数
︐

跟
踪
监
测
策
略
或
计
划
的
实
现

图2 情景分析法的流程图

技术预见 Technology Foresight 

图3 面向未来的技术路线图框架结构

功能视角

商业和战略视角

过去 短期目标

路径方向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预见结果

市场

商业

产品

服务

系统

技术

科学

资源

技术和研究视角

设计、开发
和生产视角

技术路线图框架 知识类型

推动者
战略
需求

形式
功能
表现

解决方案
能力
资源

何时实现

拉动

时间

推动

为什么做？

做什么？

怎么做？

信息类型

3个关键问题：（2）我们现在什么位置（3）我们如何才能（1）我们想要去哪里
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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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时间，不仅描绘技术发展的现在水平、未

来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延伸到过去，追溯技术发

展的起源以及历史脉络；垂直轴上则是一组表征

产业创新的主题或观点。技术路线图要根据客观

因素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迭代。此外，还要重点

考虑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

1.4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Bibliometrics）是一种利用出版

物的历史数据（例如专利、科学论文、新闻等）

作为科学或技术活动指标的分析方法[13]。作为一

种定量的技术预见方法，文献计量法通过分析文

献数据库中的客观信息来探索技术的隐藏模式，

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技术创新的实现或可

见性首先应该是在科学领域建立的，文献计量法

可以通过分析科学论文、专利以及相关引文数据

推断研究领域或技术的发展阶段，进而推断它们

未来的发展方向[14]。技术创新是遵循一定的生命

周期的，在技术萌芽阶段，论文或专利出版物的

体量和增长率都比较低；随着创新在生命周期中

进入应用研究阶段，出版物数量和增长率均不断

增长；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技术逐渐进入公共

领域，如报纸、商业和大众媒体等（图4）[15]。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文献出版物的信息评估一项技术

的当前发展状况，并且可以根据分析结果和技术

研发的不同阶段制定研发战略和政策。

文献计量分析常用的聚类分析方法主要分为

引文分析法和主题词分析法，其中引文分析法作

为主要方法被研究和应用的最为广泛。引文分析

法又根据文献间的引用关系分为共被引分析、

直接引用和文献耦合，其中共被引分析应用最

为广泛。常见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如Citespace、

文献计量方法 分析原理 典型案例

引文

分析

共被引分析

(Co-citation)

共被引是指一组论文同时被其他论文引用的现象。当文献A和文

献B被文献C及其他更多的文献同时引用时，则称A和B为共引。

一对文献共引的频率越高，它们就越相似。利用文献间的相似性

特征构造学科的层次结构。

ESI研究前沿

直接引用

(Direct Citation)

当文献A被文献B引用时，则说文献B直接引用了文献A。直接引

文网络能够更直接、更早的揭示科学引文网络所代表的研究领域

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

Scopus的Scival分析中的

TOP研究前沿

文献耦合

(Bibliographic Coupling)

当文献A和文献B同时引用文献C及其他文献时，则称文献A和文

献B之间具有耦合关系。文献耦合测度的是两篇文献所共有的参考

文献数量。

作者文献耦合分析(Au-

thor Bibliographic Cou-

pling Analysis, ABCA)[16]

主题词

分析

词频(Term Frequency)
主要识别文献集中具有高集中性、高密度特征的词，即具有突然

增长特性的词。

Kleinberg（2002）的爆

发词监测算法[17]

共词(Co-word Analysis)

共词分析以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

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反映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

关系，进而分析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

Bicomb共词分析软件

表 2 文献计量分析常见聚类方法原理及典型案例

曹学伟，高晓巍：技术预见主要研究方法综述及可实施路径分析

图4 出版物体量及增长率变化对应的科学技术问题成长趋势
注：不同颜色代表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

高

中

出版物体量

低
高中低

新兴议题

萌芽议题

日益严重议题

成熟议题

增
长
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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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viewer等均采用了文献共被引分析原理作为

理论依据。主题词分析法主要作为引文分析法的

辅助手段出现，主要有词频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

（表2）。

1.5 主要分析方法特点总结

对德尔菲法、情景分析法、技术路线图及文

献计量法的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以便更好地了

解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由表3可知，四种主要

的技术预见方法均有优点和不足，适用性各异。

例如，德尔菲法作为一种经典的技术预见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水平的技术预见活动，但是由

于专家调查表对预测结果的影响较大，而调查条

目的遴选标准往往不易把握。而文献计量法可以

通过客观数据弥补其缺点，使得预见结果更具科

学性。二者结合可有效提高准确性和可信度。因

此，决策者不仅需要了解不同预见方法的目的、

假设、局限性、使用时间和操作程序，而且还需

要考虑将多种互补的预见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结

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18]。 

2. 技术预见可实施路径分析
根据技术预见活动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任务目

标，选用适宜的技术预见方法是保证其科学性和有

表 3 主要技术预见方法的优缺点分析

方法名称 优点 缺点 适用领域

德尔菲法

（1）作为技术预见的经典方法被不断改良

完善，可操作性强。（2）既充分考虑到

专家意见，同时多次问卷调查的形式也可

以使专家意见较快收敛，具有一定的客观

性。（3）问卷调查的形式避免专家直接的

意见冲突，更能体现专家的个人意志并且

更有效率。

（1）设计的专家调查表对预

测结果的影响较大，调查条目

的遴选标准不易把握。（2）

专家选择上，细分领域专家容

易受主观意识和思维局限的影

响。（3）问卷回收效率会影

响整个调查结果和工作强度。

作为一种经典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技术预见方法，可广泛应用各个

水平及领域的技术预见活动。

情景分析法

（1）通过有侧重点地考虑社会、经济、政

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技术的未来发展进行多

种可能性的描绘，并找出其中的特征性现

象，易于全面理解相互间的联系，有助于选

择出最合适的方案。（2）采用一种类似故

事描述的方法对未来进行分析，它比图表或

者模型更能吸引人，且描绘的各种发展图景

具有动态性。

可能由于过多的想象而偏离技

术的主题。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更

适用于宏观或长期的预见活动。

技术路线图

（1）将时间作为一个明确维度，在技术预

见方面有天然优势。（2）方法灵活，使用

结构化的视觉框架（路线图）描述未来愿

景，直观易懂。（3）在考虑多种因素的情

况下，允许技术发展多条路径的可能性存

在，更能够贴近预见目的。

技术路线发展趋势的确定更依

赖于专家的认知水平，如果专

家水平有限将大大降低预见活

动的准确性。

技术灵活，可操作性强，作为一种

定性的研究方法更依赖于参与人员

的专业素质和战略眼光，更适用于

专业技术领域或者各类型企业的战

略规划方面。

文献计量法

（1）提供定量数据作为证据来支持定性分

析的结果。（2）描述当前的科学发展并预

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3）回顾特定技

术领域的文献出版情况，以把握当前技术发

展的阶段。

文献计量只考虑技术发展的客

观出版物因素，没有考虑其他

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因素，因

此不可独立使用。

典型定量研究方法，可用于遴选

前沿研究领域、研究项目和技术

目标。

技术预见 Technology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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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关键之一[19]。当前，技术预见方法的组合和

集成研究是国内外的一个研究热点和趋势。在具体

方法的选择上，主要应考虑以下几种因素[20]：①概

念验证，即技术预见方法在已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

中的成功应用；②信息/知识/金钱/技能/设施等关键

资源的可获得性；③完成技术预见所需时间的紧迫

性；④期望的参与水平（参与广度和深度）；⑤参

与类型；⑥是否适合与其他方法组合使用；⑦先前

的经验和熟悉程度；⑧技术预见的目标；⑨定量和

定性的数据要求，专业知识的可用性以及使用权；

⑩组织者的方法论水平。总体而言，技术预见方法

的选择应满足技术预见面向未来、广泛参与、基于

证据、跨学科和战略性实施的基本要求。

2.1 技术预见方法组合研究案例分析

日本的“技术预测调查”始于 1 9 7 1年，

主要负责机构是日本科学技术署（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STA）下属的日本国家科学

技术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ISTEP）。该项目已经逐步形成了

规范化、体制化的技术预见体系，主要对今后30

年各个领域的科技发展方向进行技术预见调查，

结果将为日本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基本计

划等提供支持，截至目前共进行11次（2019年日

本发布第11次技术预见报告）。以日本第8次技术

预见活动为例（2004－2005年），其在方法论上

实现重大突破和创新。首次将改良版的德尔菲调

查法与文献计量分析、情景分析和社会经济需求

研究相结合，以评估与技术发展相关的社会，经

济，政治和文化因素，避免了使用单一方法的缺

陷，兼顾了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近期与中

远期等多对范畴的要求，从方法论上保证了科学

（基础研究）、技术（应用）、社会（影响）三

大领域预见内容的深入研究和相互支持[21]。

德国于1993年效仿日本第5次技术预见模式开

展了第1次技术预见活动[22]，至今已组织了多次国

家层面的技术预见活动。21世纪以来，德国联邦

教育与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采用周期性方法开始预见工

作，分别于2007－2009年（Foresight Cycle I）、

2012－2014年（Foresight Cycle Ⅱ）开展了两轮技

术预见活动，在德尔菲调查法的基础上运用情景

分析、重点课题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模式。

其中，2012－2014年（Foresight Cycle Ⅱ）开展的

第二轮技术预见活动是对2007－2009年（Foresight 

Cycle I）技术预见活动的补充，在第一轮德尔菲

调查法确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的基础上借助

研讨会形式的情景分析法，让未来的形象跃然纸

上（图5），确定9大创新的萌芽，旨在寻找2030

年之前德国将要面对的全球性社会挑战[23]。

研讨会式情景分析
由专家学者、艺术家、企业家和各个行业的热心民众等 70人

参加讨论。
对未来社会面临的挑战与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推

敲和整合，找到其中联系。

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
（7大领域60个议题）

科研和技术
（发展前景和使用潜力）

讨论结果汇总至“预测办公室”

确定 9大创新萌芽

图5 BMBF第二轮技术预见情景分析流程图

2.2 国家级层面的技术预见活动模型

国家级层面的技术预见属于以社会构建论为

基础的技术预见活动，因此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复

杂因素。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如何调整

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进而掌握全球科技竞争的主动权，成为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重要命题。十九大报告指出，

到2035年我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等宏伟目标，而技术预见活动

的大力开展有助于精准识别国家创新战略重点，

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全面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

力。2013－2014年研究编制的《“十三五”国家

曹学伟，高晓巍：技术预见主要研究方法综述及可实施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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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规划》已经将政府组织开展的国家技术

预见活动结果纳入其中，可见技术预见已经对我

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科技规划

研究制定存在的技术问题主要体现在目标、任务

与发展重点之间的关系是隐性的，规划与计划关

系也是隐性的，而技术预见恰恰可以将这些潜在

的隐性关系显现出来。

沙振江等总结了国内技术预见活动方法的综

合使用情况，其中两种方法组合和三种方法组合

的技术预见活动最为常见[8]。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进

展，结合我国当前创新战略重点布局的特点，以

服务于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为目标，在1〜2年内

能够完成，充分考虑到专家、数据、金钱等关键

资源的可获得性，同时，满足定量和定性的数据

要求以及方法之间的可融合度，构建了基于“德

尔菲法+科学计量+情景分析”三种方法组合的技

术预见活动模型（图6），旨在为国家级水平的技

术预见活动奠定理论依据。该模型具有定量方法

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方法之间可融合度高，参与

主体类型、参与广度和深度调节可控等优点，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效率，更适用于政府为主体的

技术预见活动。

2.2.1 技术预见目标的确定

首先应明确预见技术的实现时间，为服务于

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目标，预见时间一般

选定为未来5〜30年[24]。其次，技术预见活动的

目标应重点考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经济发展需

求、社会发展需求等。技术预见研究目的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战略层面，二是重点领

域，三是技术产业。不同层面的技术预见适用的

研究方法、参与广度、领域深度等也不尽相同。

因此，在技术预见活动开始之前一定要明确技术

预见的目标，确定服务对象。对于国家战略层面

的技术预见活动，更应该考虑国家的发展水平，

基本国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才能确

保技术预见活动顺利有效的开展。

2.2.2 成立专门技术预见负责组

国家层面的技术预见活动具有战略定位高、

涉及面广、参与人多的特点。为服务于我国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目标，精准识别国家创新战略

重点，该级别的技术预见活动参与广度和深度均

应为最高级别。因此成立专门技术预见负责组，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

负责推进具体方案的实施以及预见结果的解释，

非常必须。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设计预见方

案、组建工作团队、收集相关资料等。其中，技

术预见方案设计是该阶段的核心环节，预见方案

应反复论证，小范围试验，以确保方案的科学合

理性。预见实施阶段是整个技术预见活动的核心

文献计量法梳理
科技前沿进展

确定技术预见的目标

成立技术预见负责组

组织协调专家组

设计调查问卷

问卷结果统计分析

筛选得到若干候选
技术或子方向条目

专家研讨会式
情景分析

确定最终结果，
产出报告

第一轮德尔菲法问卷发放

第二轮德尔菲法问卷发放

图6 技术预见流程图
注：深色框包含具体的技术预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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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确保预见实施方案切实可行的前提下，

技术预见负责组应做好统筹管理工作，确定关键

的时间节点，做好干预和监督，确保各项工作按

时有效地完成。技术预见项目完成后，负责组对

预见结果有最终解释权。

2.2.3 构建合理的专家资源库

专家是技术预见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因此

建立科学合理、响应及时的专家资源库显得尤为

重要。根据技术预见的目标以及使用方法的不

同，专家的组成结构也会有很大不同。服务于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国家级水平的技术预见活

动，对于涉及专家的研究领域、研究水平、战略

眼光均有较高要求。此外，在德尔菲调查法中，

学术型专家与战略型专家的合理配比对调查问卷

的统计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

确保专家组成员结构的合理性非常重要；此外，

响应及时的专家库也能一定程度上保证调查问卷

的有效回收。在情景分析法中，由于情景分析法

考虑因素较为广泛，各类型专家的配比选择也非

常有艺术性。程家瑜[25]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确保熟

悉专家人数在21〜25之间的基础上，应尽量增加

一般专家的人数，但专家总数不必超过100。

3. 结语
自20世纪50年代源自美国的第一代技术预测发

展到现在，技术预见经历了两次大的演进。第一

次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以资源稀缺论

为理论基础的技术预见的出现；第二次是当前大

部分国家都在进行的以社会构建论为理论基础的

技术预见的出现[26]。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已

经开展了各种水平的技术预见活动，技术预见的

研究方法、实施路径、活动规模等研究已日趋完

善，但是在技术预见的质量和效率方面仍有待提

高。本文比较分析了国际通用的四种技术预见方

法并以服务于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为目标，

总结出一套多种分析方法综合使用的我国国家层

面的技术预见活动模型，旨在为国家级层面的技

术预见活动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

到，技术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技术

预见的结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保持预见活

动的连续性和可迭代性，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梁帅 校对：李琦 胡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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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预见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

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

众的广泛关注，在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发展规划

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年日本政府正式

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于1996年开始制定

为期五年的《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实施

长期、系统、连贯的科技政策。《第二期科学技

术基本计划》和《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强

调重点科技创新领域。《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

划》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有效地应用科学和

技术来解决问题与挑战，重点关注科技与不同领

域的融合，如科技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当

前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实现“超

智能社会5.0”的必要技术（网络安全、物联网、

大数据解析、人工智能），促进新价值产出的核

心技术（机器人、传感器、材料纳米技术、生物

技术、光量子）[1]。日本技术预见已经成为国家

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

1. 日本技术预见的兴起与发展
日本的技术预见最早始于1971年的“技术预

测调查”项目，该项目就未来15～30年各个领域

的科技发展方向进行技术预测，为未来的科技发

展提供了新方向和新目标（图1）。1970－1980

年代的技术预测调查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视角，

描绘了通过科学技术实现舒适、方便和安全的社

会。1990年代，社会主题设定为老龄化和全球环

境问题等，科学技术逐步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和

社会需求。自2000年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

系在政策制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研发投资

回馈社会将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等都成为重点内

容。2001年，日本的技术预测转变为技术预见，

以应对科技创新政策方向的变化，内容从科学技

术发展向描绘社会未来方向转变，从理想社会向

寻找必要科学技术的方向转变[1]。2005年完成的

第8次技术预见调查报告中采用的预见方法主要包

括社会需求分析法、德尔菲调查法、文献计量法

（引文分析）和情景分析法。其中，引文分析主

要用于快速发展研究领域的分析[4]。2010年完成的

第9次技术预见以解决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和

挑战为基础开展调查，并及时为《第四期科学技

术基本计划》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5]。2015年发

布的第10次技术预见报告目标发生明显变化，研

究科学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现有技

摘 要：技术预见作为致力于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方法和编制国家科技规划的重要手段，在世

界范围内运用广泛。日本的技术预见调查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自1971年至今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的技术预见调查活动，现已形成制度化的技术预见。本文对日本技术预见的兴起与发展进行分

析，重点对日本第十一次技术预见调查的总体结构、实施结果和特点进行剖析，并总结了日本技术预见

活动的经验。

关键词：日本，技术预见，科技规划

日本第11次技术预见方法及经验解析
王 达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63）

作者简介：王	 达，男，硕士，课题制研究人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方向为日本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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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未解决的问题和经济发展的技术需求，构建未

来技术的趋势[6]。至今日本已经开展了11次技术预

见。日本的技术预见遵循需求性、全面性、可预

见性和可评价性4条基本原则，并逐渐形成一整套

严格的调查体系，其成果为日本科技政策的制定

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实施等提供了决策参

考与支持。

2. 第11次技术预见的总体结构
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范围主要包括：健康•

医疗•生命科学，农林水产•食品•生物技术，环

境•资源•能源，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分析•服务，

材料•设备•工艺，城市•建筑•土木•交通，宇宙•海

洋•地球•基础科学7大领域，702个专题[2]。2019

年11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ISTEP）发布了《第

11次科技预测调查综合报告》，此次调查以2040

年为目标，绘制了“科学技术发展下社会的未来

图景”。第11次技术预见主要围绕科学技术重要

度、国际竞争力、实现时间和政策支持开展了

两轮德尔菲问卷调查，第一轮参与的专家有6697

名，第二轮参与的专家有5352名。第二轮调查已

经持续了两年，分别对2030年、2040年、2050年

的场景进行了愿景规划[2]。

第11次技术预见的目标是为制定科技创新相

关的国家战略和下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作出

贡献。本次技术预见的实施包括4个步骤，如图

2所示。

第一，使用了地平线扫描的方法，掌握科

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主要通过文献研究、

数据库检索、网页爬虫、专家咨询等方法，收

集报告287件，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自2007

年以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一直在开发和运

营KIDSASHI（Knowledge Integration through 

Detecting Signals by Assessing/Scanning the 

Hor izon  for  Innovat ion），该系统每天采集

全球范围内300多个大学和机构发布的报告，

图1 科学技术预见调查的历史

 来源：日本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综合报告2019。

1990
年代

2000-

2010-

2015-

2020-

科技政策趋势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1971-1997  第1～6次技术预测调查
德尔菲法

2001  第7次技术预测调查
德尔菲法 需求调查

2005  第8次技术预测调查
德尔菲法需求调查

快速发展领域调查 方案法

2015  第10次技术预测调查
方案法愿景

按领域划分科学技术预测

2010  第9次技术预测调查
从社会角度实现科学技术目标
德尔菲法 方案法 地区

追赶阶段
• 自下而上的决策
• 部门间的协议

2017  第11次技术预测调查
愿景地平线扫描法

德尔菲法 方案法

过渡期
• 全面的科技政策与预
测调查之间的联系

问题解决类型，
解决后的变化

科技政策与
创新政策的统一

为下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做出贡献

成熟期
• 自上而下的决策和重点
• 科技政策与预测活动之
间的联系

1970-1980
年代

1995
科技技术基本法

1996-2000
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2001-2005
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2006-2010
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创新25战略》
2011-2015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愿景2020》
2016-2020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NISTEP调查

技术预见 Technology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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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 I 机器学习系统分析并编写文章，在

KIDSASHI网站公开发布，从中可以获得更多

的反馈信息。

第二，社会未来愿景研究。创造是描绘“未

来社会图景”（未来愿景）的过程，主要以专家

研讨会的形式进行讨论，同时让许多利益相关者

参与其中。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公

布了“2040年愿景与方案研讨会”的结果，对

2040年的社会蓝图进行了预见。首先，愿景研讨

会就未来社会的目标方向进行了讨论，提出了50

个未来社会的构想，总结为人文（Humanity）、

包容（Inclusive）、可持续（Sustainability）和

求知（Curiosity）四个关键词。作为未来社会蓝

图基础上的价值观，提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

向。其次，方案研讨会以“展望研讨”为起点，

提出了未来社会蓝图的补充、方案、相关科学技

术和系统，并预见了科学技术的方向。

国家的未来图景与更宏观的“世界和亚

洲的未来图景”、更微观的“地区的未来图

景”联动。2 0 1 7年1 2月举办的国际预测研讨

会收集了全球和亚洲的趋势预测数据，2016－

2017财年在5个地区举办的区域研讨会上收集

了当地发展趋势数据，最终在愿景研讨会上进

行审查和总结，为第11次技术预见提供支撑。

第三，使用德尔菲调查法进行科技未来愿景

研究（特定技术）。在德尔菲调查中，调查组设

立一个专门技术预见调查委员会，主要把握技术

预见整体情况。此外，还针对每个研究领域设立

了7个小组委员会，每个领域下设7〜17个细分领

域，每个细分领域包含10〜20个主题，一共确定

了702个专题。然后，使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机

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对702个专题进行分层聚

类分析，建立了32个科技专题集群，对专题集群

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最终将上述成果与专家

判断相结合，提取了8个跨学科、强交叉的特定技

术（表1）。最后，通过每个主题的实现时间（技

术实现和社会实施）、重要性、国际竞争力和相

关政策支持进行问卷调查，征集各领域专家对于

科技发展的预测，从而总结归纳出科学技术的未

来愿景。

图2 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实施情况

 来源：根据2019年7月发布的第11次科学技术预见调查报告（速报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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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 2018年度

科学技术预测调查的实施

2019年度

III：科技未来愿景研究
［德尔菲调查］

IV：科技发展对社会未
来图景的研究［情景］

II：社会未来愿景研究

I：掌握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
［地平线扫描］

社会未来与科技未来愿景的融合

问卷

特定领域

基本方案 主题场景（深度挖掘）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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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跨学科、强交叉的特定技术

序号 领域名称

1 解决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社会问题

2
以实现精密医学为目标的新一代生物监测和

生物工程

3
利用先进的测量技术和信息科学工具分析

原子和分子水平

4 新结构、新功能材料和制造系统的开发

5 彻底改变ICT的电子和量子设备

6 利用空间监测全球环境和资源

7 促进循环经济的科学技术

8 自然灾害的先进观测和预测技术

来源：根据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综合报告2019整理。

第四，社会未来图景研究。调查组结合科学

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一揽子报告（第一步）、

社会未来愿景（第二步）和科学技术未来愿景

（第三步），为构建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未来

图景提出基本场景，为制定《第六期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在内的战略计划做准备。其目标

是把社会未来愿景和科学技术未来愿景结合起

来，通过科学技术发展来推动实现日本社会未

来图景。

综合以上四个步骤，在国际研讨会和区域研

讨会中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向技术预见调查委员

会反馈。此次调查还与其他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了

研讨会，例如，与日本应用物理学会、日本机械

工程师学会、日本脑科学学会等机构开展合作，

在特定领域讨论未来图景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步骤3）等。另外，还通过举办关于技术预见方

法论和科技前沿技术最新动态的研讨会，使技术

预见调查变得更具针对性、关联性和全面性。

3. 第11次技术预见实施结果
2019年2月至6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对专

家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听取了5352名专家意

见，从研究开发特性、国际竞争力、实现前景和

重点措施策略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首先，研究开发项目方面。日本第11次技术

预见选择了7个最主要的技术方向，重要性较高

的五大领域分布在健康•医疗•生命科学领域，ICT

（信息通信技术）•分析•服务领域，材料•设备•工

艺领域，城市•土木•建筑•交通领域，宇宙•地球•

海洋•基础科学领域。日本在ICT•分析•服务领域以

及健康•医疗•生命科学领域缺乏国际竞争力，最具

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主要分布在宇宙•地球•海

洋•基础科学领域（表2）。

表 2 按领域划分的重要性和国际竞争力

领域 重要度
指数

国际竞争力
指数

健康•医疗•生命科学 0.89 0.27

农林水产•食品•生物技术 0.74 0.33

环境•资源•能源 0.73 0.38

ICT•分析•服务 0.86 0.11

材料•设备•工艺 0.90 0.50

城市•建筑•土木•交通 0.94 0.49

宇宙•海洋•地球•基础科学 0.87 0.58

来源：根据日本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技术预见报告整理。
“_”表示重要度和国际竞争力指数较高的领域。

其次，实现前景方面。在技术的实现时间方

面，大多专家认为可以实现，但是这些课题的社

会实际使用时间大概在2030－2035年。从实现时

图3 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委员会

来源：根据2019年7月发布的第11次科学技术预见调查报告（速报版）整理。

技术预见调查委员会

健康•医疗•生命科学

农林水产•食品•生物技术

环境•资源•能源

ICT•分析•服务

材料•设备•工艺

城市•建筑•土木•交通

宇宙•海洋•地球•基础科学

技术预见 Technology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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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预测来看，到2035年，约有90%的科学技术

主题将实际应用于社会。健康•医疗•生命科学、环

境•资源•能源以及材料•设备•工艺领域相对实现的

较晚。

最后，关于重点实施策略方面。日本第11次

技术预见分析报告指出，专家认为对于大多数的

学科，在技术方面最合适的措施是“人力资源战

略”，其次是“资源分配政策”和“研究基础设

施建设”等。为实现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急需

整合当前政策法规的是信息通信技术•分析•服务

领域以及城市•建筑•土木•交通领域，急需应对伦

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是健康•医疗•生命科学领域

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分析•服务领域。

4. 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的特点
科学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又推动

了科学技术新领域的创造和融合，即二者是相互

作用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新的社会机制的产生，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本

次调查的特点是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双向角度预

见日本未来社会发展方向。

一是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科技预

测中心通过小组讨论汇集参与者的想法，如区

域研讨会和国际预测研讨会，尝试描绘各种未

来图景。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创建愿景和场景的

有效方法。

二是引入了人工智能的方法。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ICT）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结合了人工智

能相关技术对702个专题进行聚类，从大量信息中

提取相关关键词信息，形成未来研究热点，专家

们将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

三是利用四象限图构建未来图景。在“社

会未来愿景”的50个未来社会的构想图景和702

个科学技术专题基础上，探讨了社会未来发展

基本图景方案。该方案总结了日本未来图景、

相关的科技专题以及所需的政策措施。为了更

好地研究日本社会的未来图景，设定纵轴（无

形 有形）和横轴（个体 社会），将50个

未来社会构想图景分配到四个象限中进行讨论

（图4）。综合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技术

预见的思想进行了深化，面向未来30年，从技

术与社会，技术与人性的角度考虑面向未来的

技术发展方向。

有形⸺个体象限

无形⸺个体象限

有形

无形

个体 社会

有形⸺社会象限

无形⸺社会象限

图4 日本社会未来形象的四象限图

来源：根据2019年7月发布的第11次技术预见调查报告（速报版）整理。

5. 总结
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成为迄今从事技

术预见工作较系统、较成功的国家。总结日本技

术预见经验如下：

一是重视预见方法的多样性。近年来，人工

智能+大数据的技术预见方法成为热点，受到了

世界的广泛关注。日本不仅结合了传统的德尔

菲调查法和大数据方法，还使用在线调查和可

视化方式呈现方法。第11次技术预见更是引入

了人工智能的方法，结合信息通信技术进行信

息收集和分析。这些方法相辅相成，提高了技

术预见活动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技术预见工

作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重视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一体化。从科

技政策到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对技术预见方

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换句话说，如何把握社会

和科学技术变化的迹象，以及什么样的创新将

王 达：日本第 11 次技术预见方法及经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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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11th technology foresight method and
analysis on its experience

Wang Da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Beijing 100863,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foresight, a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epar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is widely used in the world. Japan's technology 

foresight survey has a history of half a century, and a large-scale nationwide survey of technology foresight has been 

conducted every five years since 1971, which has resulted in institutionalized technological foresigh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s technology foresight, focuses on the overall structur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11th Japan technology foresight survey,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Japan's technology foresight 

activities.

Key words: Japan; technology foresigh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给科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需要我们对技术

的未来进行系统科学的预见。技术预见除了解

决社会和经济需求，还应考虑潜在的社会问题

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日

本技术预见调查通过技术情景和社会情景的组

合分析，提出政策选项，实现科技政策与创新

政策的一体化。

三是重视营造技术预见文化。技术预见是信

息占有者与利益相关着的共同参与的技术前瞻性

活动，是分析与综合过程的结合。日本第八次技

术预见开展了多次情景分析研讨会，主要把有关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科技界、政府、企业、非盈

利租住和其他公共利益群体）集中在一起相互交

流，通过结构化的对话，增强知识积累，在社会

需求和研究发展之间建立联系，创造了良好的实

践，确保了所有参与者具有发言权，营造技术预

见文化氛围。

四是重视技术预见资料的信息公开。日本技

术预见调查报告和数据报告大多数都在文部省和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网站公开发布，对于其他利

益相关者获取提供便利。一方面可以通过官方公

开信息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日本技术预见进展情

况；另一方面利于官方平台充分吸收社会公众的

意见建议，助力日本技术预见调查的实施推进和

改进完善。

责任编辑：曹学伟 校对：李琦 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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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通证发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的兴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目

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监管

和风险防控方面。鉴于此，本文研究了STO的内

涵、优点和风险、定价模式、各国监管政策等方

面，以期对STO有较为全面和清晰的理解，并提

出对STO风险防控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1. STO内含、发展现状与流程研究

1.1 STO内含及特点

目前对STO没有统一的定义，可理解为在有

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下进行的合法合规的代

币公开发行。具体而言，STO是将实物资产（如

艺术品等）和金融资产（如房地产投资信托、

股权、债权等）转变为基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

权益凭证，是运用区块链技术将现实中的各类

资产、权益、服务等记录在区块链上，形成数

字资产1。

从投资者角度看，表 1 将首次代币发行

（Initial Coin Offering，ICO）和首次公开发行

（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进行了对比。总的

来看，与以往不易监管的ICO[1]相比，STO底层资

产是实体有价资产，融资规模更大一些，处于监

管之下，运营更透明，其安全性更高，更合规，

有指定的交易所，投资门槛也更高一些。与IPO相

摘 要：证券通证发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的兴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外

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本文从STO定义和发展现状、流程出发，研究STO特点，在此基础

上，分析STO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后提出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STO与首次代币发行（ICO）相比，

有真实的资产作支撑，与首次公开募股（IPO）相比，降低了融资门槛；此外，STO还具有协议层面自

动化管理、24小时交易、更小交易单位等优点。但同时，STO因价格波动大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

各国应加强监管，防控风险。

关键词：证券通证，证券通证发行(STO)，金融监管，风险防控， 区块链

证券通证发行（STO）国际监管比较与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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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STO打破了传统股票T+1的方式，采用T+0方

式，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全天候实时交易，打开

了全球的金融市场，有效地缩短了投资周期，降

低了过程中的交易摩擦，从而降低了融资成本，

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由于认可的国家较少，

投资风险相对更高，STO可以理解为是在严格监

管下能实际落地的区块链+项目的金融化。

表 1 STO与 IPO、ICO比较

项目\类型 IPO ICO STO

证券类型 证券 Token/权益 证券

底层资产 实体有价资产 链上资产 实体有价资产

企业类型

依交易所规定

不同，总体为

大中型公司

几乎全部为

概念型小公

司或去中心

化组织

大部分为基于

实体公司的创

业公司

企业风险 较小 极高 较高

融资规模 大 中小 大

监管 强 弱 强

中心化 是 否 是

运营透明 是 否 是

认可国家 全球 极少数 极少数

投资风险 中 高 高

认证投资者 是 否 是

投资者保护 是 否 一般

24小时交易 否 是 是

指定交易所 是 否 否

来源：“区块律动”公众号。

从发行方角度看，表2列示了STO与贷款、私

募、ICO的区别。如果通过银行借贷方式融资，融

资难度可能较大，且利息往往较高，企业可能无

法承受。如果通过私募融资，企业可能面临丧失

控制权的风险。如果用ICO的方式融资，则面临监

管和破发的风险。STO一方面与ICO类似，能够给

企业带来融资和流动性；另一方面，与ICO不同，

STO不需要证券通证在公司运营中发挥效用，而

仅仅代表一种所有权和分享未来收入流的权利。

同时，因为投资者更加分散，STO将大额资金的

利益摩擦降到了最低，降低了融资成本。

表 2 STO与贷款、私募、ICO比较

项目 贷款 私募 ICO STO

成本 高 中 低 低

流动性 低－中 低 高 中－高

运营/战略压力 低 高 低 低

地点 本地 本地 多方 多方

监管不确定性 低 低 高 低－中

来源：Financ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on the Blockchain: A Hypothetical 
Case Study。

从分类来看，STO共四种形式2：

通证化风险投资基金（ To k e n i z e d  V C 

Funds）：一个通证化的风险投资基金为通证持有

人提供对基金份额的索偿权；

类股票通证（Share-like Tokens）：具有诸如

对某一实体享有所有权份额、LP份额、投票权、

股息、利润份额或对未来成功的某一实体享有利

益等特征；

资产支持通证（Asset-Backed Tokens）：一种

其他另类资产的权利，类似房屋抵押贷款组合创

建证券，底层资产可替代或不可替代，将资产权

益与数字通证捆绑发行证券；

加密债券（Cyprto-Bonds）：消除中间商和注

册机构，减少结算时间并降低运营风险。

1.2 STO发展现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已审批通过39个STO项目3。一

2 参考https://www.sohu.com/a/273471116_750125。
3 http://www.sohu.com/a/271287345_10011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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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商业落地是衡量项目优劣的重要标准，

因此，越是商业上能落地的项目，通过STO的可

能性也越大4。例如，成功进行STO的tZERO公司

拥有实际应用场景的商业模式，tZERO目前提供

的服务包括证券经纪服务、入货及存储管理系统

服务、24小时交易平台的智能合约路由解决方案

等5。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瑞吉Aspen度假村也在通

过Indiegogo众筹平台来发行基于房地产的Security 

Token，成功募集了1800万美金6。

STO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第

一，与传统的纳斯达克交易所、纽交所等相比，

现有区块链交易所，如火币、OK等这些大的区块

链交易所7的真实交易量和用户量还较少。第二，

区块链技术基础如何与反洗钱进一步结合，需要

进一步深化研究。第三，开设银行账户存在较大

障碍。银行对于虚拟货币交易的态度十分谨慎，

在美国一些银行，只要每个月超过三笔的虚拟货

币交易，到第四笔交易账户可能就会被关掉。

2018年美国最大的三家银行——美国银行、摩根

大通和花旗银行先后宣布禁止使用信用卡购买比

特币和其他虚拟数字货币8。香港银行更为谨慎，

很多银行拒绝为比特币公司提供服务9。

1.3 STO流程简析

证券通证是通过智能合约被写在区块链上，

证券通证不仅仅是所有权的一种数字代表，而且

能够自动完成很多发行后的业务操作。从证券通

证发行流程上看，STO往往通过准备发行、发行

和全周期管理三步完成。

第一步，准备发行。这一步主要是成立特

殊目的实体（SPV），准备发行备忘录，下表

列示了STO发行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总体

情况、发行细节、特殊考虑、市场等，如表3

所示。

表 3 STO发行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序号 事项 主要内容

1 总体情况 • 公司概况、风险和财务报告

2 发行细节

• 豁免注册规则，如是否允许公司

发布广告

• 最小投资规模，以更好地吸引价

值投资者

• 最大投资规模

• 公司有权在某些条件下收回通

证，如投资者没有完成KYC（了

解你的客户）或AML（反洗钱）

鉴证过程或没有签署认购条款

• 二级市场交易受到现行证券监管

的限制

• 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美元、欧

元、比特币或以太坊等进行投资

• 截止日

• 所筹资金用途

• 公司聘请外部法律和其他专家起

草私募发行文件

3 特殊考虑 • 如税收、持续报告等

4 市场 • 公司制定营销计划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步，发行。（1）KYC/AML鉴证：STO

应当鉴证投资者。发行公司完成鉴证工作后，在

平台上创建投资者账户。（2）通证发行：使用标

准的智能合约，确认这一合约包括了全球所有必

要的合规要求，如对投资者账户的限制、锁定期

4 http://wemedia.ifeng.com/86212793/wemedia.shtml。
5 https://www.dyqklw.com/article/20181026/592.html。
6 https://www.jinse.com/bitcoin/274756.html。
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1528745989621020&wfr=spider&for=pc。
8 http://www.885.com/a/174889.html。
9 http://www.jpm.cn/article-462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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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售限制等。（3）融资：按照之前发布的标准

和要求，从意向投资者那里募资，将通证打到投

资者钱包中，也可选择使用第三方托管服务。

第三步，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与投资者持

续沟通、二级市场交易等。沟通的细节已在发行

备忘录中明确，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事件交流。

限制性股票在二级市场交易上有所限制，如禁售

期和不同区域投资者的数量上限，确保合规。

表4列举了某房地产项目STO的整体流程，

包括每一步所包含的主要事项、预估所需时

间、负责部门及在STO中所发挥的作用等。

表 4 STO整体流程表

项目 任务项 估计
所需时间

负责
部门

在STO中
的作用

准备

发行

公司章程 一周
公司，

咨询

建议/知识

分享

发行文件 一个月
公司，

咨询

建议/知识

分享

房地产

特殊准备
0〜4周

公司，

咨询，

证券化

合伙人

支持

市场 3个月
公司，经

纪－经销人
—

发行

KYC/

AML/

认证

持续 证券化 主要

发行

Token
一天 证券化 主要

募资 一天 证券化 主要

从开始到发行共需要2〜6个月

生命

周期

管理

持续沟通 持续
证券化/

公司
执行

二级交易 持续 证券化 主要

数据来源：Financ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on the Blockchain: A 
Hypothetical Case Study。

2. STO风险研究
STO虽然具有上述很多优点，但其风险也不

容忽视，尤其是价格方面，波动大，风险高，应

引起高度重视。此外，随着各国证券通证法律法

规逐渐成熟，基于证券通证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规

模也将远远超过数字资产与证券通证市场本身。

传统证券市场在发展初期，由于定价方式不明

确，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导致很多风险事件的发

生。因此，有必要分析并防范数字资产、证券通

证及其金融衍生品的潜在风险。

一是市场风险。由于标的资产为数字资产或

证券通证，价格变动较大，容易引起衍生品价格

剧烈波动。

二是信用风险。由于各国证券通证市场与

衍生品市场均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结合证券

市场发展经验，易出现经纪会员违规挪用客

户资金、客户发生亏损时出现单方面违约等

信用风险。

三是营运风险。当前基础设施尚待完善，

证券通证与相关衍生品价格波动剧烈，交易

所、经纪会员与客户等参与方存在过度投机、

操纵市场、内控风险、欺诈风险及适当性风险

等风险。

四是法律风险。由于各国对于证券通证发行

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证券

通证衍生品交易合约在交易与执行过程中，存

在法律上无效、合约内容不符合法律法规等可

能性，给市场参与者带来损失，该风险多发于

场外交易。

3. 各国（地）对STO的监管态度及政策

3.1 美国

美国SEC对STO项目从获批到发行没有任何辅

导，只有监管10，而且这个监管是十分严厉的，目

10 http://liancaijing.com/226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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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监管规则包括合格投资人、反贪污、反洗钱

等投资者尽职调查（KYC及AML）、信息披露、

投资人锁定期限等。其中，SEC对合格投资者的

要求包括：（1）可以是银行、保险、信托、投资

基金等机构，也可以是高净值个人。但个人需满

足以下两个要求之一：一是收入方面，过去两年

中的年收入至少20万美元；若已婚，双方年收入

至少30万美元且在当年预期仍有同样收入；二是

净资产方面，除住所外，净资产需超过100万美

元。海外投资者需要将资金打入相应的银行账户

冻结3个月，在获得银行对资金来源的合法证明后

方可投资11。

具体从监管规则来看，通常来说，由于多数

区块链公司的体量较小且对于融资效率的需求更

高，而如果通过注册发行证券则昂贵且耗时，因

此，大多数区块链公司尽可能地寻求注册豁免，

即获得豁免的证券可以直接发布和出售，而无须

在SEC进行注册。豁免的相关法规目前有四项：

RegulationD、RegulationS、RegulationCF和

RegulationA+（以下分别简称“RegD、RegS、

RegCF、RegA+”）12。整个豁免注册申请流程

是在SEC的证券信息电子化披露系统（Electronic 

Data Gathering, Analysis, and Retrieval System，

E D G A R ）进行的，要求公司在网上提交

FORMD，申请过程中需要公司对应的中央索引

键（Central Index Key，CIK），包括发行人身

份信息、主要营业地和联系方式、公司规模、行

业等发行主体的信息、发行证券的信息如种类、

期限等[2]。

表5对上述四种豁免法规从最高募集金额、合

格投资人、是否需要SEC审批、禁售期等方面进

行了比较。

首先，RegD 506（b）、506（c） 以及Reg S

对募资金额没有限制。RegCF允许公司在12个月

内通过众筹产品筹集最高总额107万美元。RegA+

的豁免主要分为两层，在Tier1，发行人可筹集

2000万美元，在Tier2，发行人最多可筹集5000万

美元。

11 http://finance.caixin.com/2016-01-17/100900382.html。
12 http://kpqtw.com/5097591/20181207A0SD5L00.html。

限制条件 RegD RegS RegCF RegA+

依据法规 Reg504 Reg506（b） Reg506（c）

募集金额 最高500万 无 无 无 最高107万美元
Tier1：最高2000万美元

Tier2：最高5000万美元

投资人
不限制不合格

投资者梳理

不合格投资

者数量最多

35人

不能出售给

非合格投资者

可以面向非

美国人的非

合格投资人

可以面向非合

格投资人募资

在Tier2阶段，非合格投

资者只能投资其净资产

或年收入的10%

是否需要

SEC审批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禁售期 6个月或12个月

通常为40

天，根据发

行周期不同

而定

12个月 无

表 5 美国证券发行豁免比较表

数据来源：通证经济下一个时代：Security Token［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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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RegD、RegS、RegCF均不需提交SEC

证券发行的详细信息，不需SEC审批，只需提交

公司创始人、CEO及董事的姓名和地址、发行概

括等信息，RegA+被称为小型IPO，流程与IPO相

似，必须向SEC提交发行说明书，在所在州证券

监管机构登记证券发行，并提供上年的经审计财

务报表，因此审批慢且严格。

再次，RegD有锁仓期。RegD如果依据504和

506（b），不能在公开渠道进行宣传，只有依据

506（c）才能在公开渠道进行宣传。RegCF需通

过SEC注册的证券经纪商或互联网众筹门户在线

交易，有限个人投资者在12个月内投资所有众筹

产品的金额。RegA+适用于美国、加拿大境内的所

有非公众公司。投资者数量没有限制。非合格投

资者只能投资其净资产或年收入的10%，以较高

者为准。

此外，RegS要求发行和募资活动必须是在非

美国境内，并放弃了美国证券法的域外效力，即

海外投资人可以受惠于RegS提供的豁免，如果一

个公司的证券发行在美国境外，则该发行不再受

美国证券法信息披露规则的管辖。发行人可以是

美国公司，也可以是非美国公司；可以发股权，

也可以发债券；可以面向非合格投资人募资。

RegCF下，18岁以上的投资者都可以投资，是目

前最迅捷、最廉价的方法。

3.2 新加坡

2017年11月，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onetary 

Authori ty of  Singapore,  MAS）发布了  《数

字通证发行指引》（A Guide to Digital Token 

Offerings）13，明确指出，若发行的通证具有证

券属性，则可视为集资行为，应根据《证券期货

法》（SFA，Security Future Act）受到MAS的监

管14。根据该法律，数字通证发行之前，必须要

在MAS提前备案，并且在发行和交易的过程中必

须符合《证券期货法》和《财务顾问法》的相关

要求，提交公开招股书15，但在一些情形下，可

以豁免公开招股书，具体包括：（1）小型非公

开募集，即任何连续12个月内通过非公开筹集的

总额不超过500万新币；（2）在任何连续12个月

期间内，不超过50个自然人；（3）向机构投资

者进行非公开筹集；（4）向特定投资者（包括

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并且，证券发行后受

到转让限制16。

3.3 欧盟

欧盟证券监管机构为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

（ESMA）和欧洲央行（ECB）。其证券注册豁

免细则包括如下几点：一是同SEC基本一致，欧

盟证券监管机构认为豁免只针对合格投资者，包

括信托机构、投资公司、国家或地区政府、大企

业、高净值个体等；二是如果某个欧盟成员国国

内的投资主体数量少于150个自然人或法人主体，

可以不受上述合格投资主体的资质限制；三是募

资金额上限有严格的规定，如在德国，项目募资

总额不得超过250万欧元，单个投资主体不得超过

1000欧元，单个高净值主体不得超过10000欧元；

四是如果投资主体购买至少10万欧元的证券，或

募集总金额在12个月内不超过10万欧元，则该证

券的发行可免于注册。

3.4 中国香港地区

2018年11月1日，香港证监会公布虚拟资

产新规，主要针对投资虚拟货币或资产的基金

和销售平台，内容包括要求超过10%资产规模

属虚拟资产的基金，只可向专业投资者销售，

13 数字通证发行指引(A Guide to Digital Token Offerings), MAS, 2017/11/14。
14 MAS clarifies regulatory position on the offer of digital tokens in Singapore, MAS, 2017/08/01。
15 MAS Proposes New Regulatory Sandbox with Fast-Track Approvals, MAS, 2018/11/14。
16 新加坡《证券期货法》(SFA，Security Future Act), 72A, 272B, 274, 275, 302C, 304, 305, 4A(1)(a), 4A(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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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投资虚拟资产的基金和经纪都须向证监注

册等。

资产新规分为背景、投资虚拟资产相关的风

险、现有监管制度三个部分，其中在“现有监管

制度”中提到了“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公

司及基金分销商的监管方针”和“探索对平台营

运者作出监管”。而对于前者，规定又分为“虚

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和“虚拟资产基金

分销商”。在“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公司”

部分，香港证监会从“监察范围”、“监管标

准”、“发牌程序”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资产新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监管部门

愿意与被监管者进行沟通、鼓励创新，某种意

义上可看成是沙盒实验。在此沙盒验证可行性

后，香港证监会有可能向加密货币交易所颁发

牌照。

如果香港证监会的虚拟货币监管规定能够顺

利实施，香港将率先吸引大量位于亚洲的虚拟货

币资源，包括交易所、公链、项目方等优质资

源。而在监管层面，此举也将起到一定示范效

应，加快推动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成熟以及行业

的合规化运营。

4. STO风险防控思考
根据前文对STO关键风险点——价格和国际

监管规则的研究，笔者提出对STO监管和风险防

控的一些思考。

4.1 建立健全的相关法律制度

首先，建立健全明晰的监管规则，如锁定

期、项目审核、牌照等方面的细则，并考虑STO

的全球流动性等特点可能带来跨境法律冲突，

积极采取国际协调措施。其次，探索建立证券

豁免注册条款，如发行人和投资方资质是否为

合格投资人、募资金额上限、投资人数量、募

资的群体、是否限售等。再次，除参考现有税

法如证券印花税、交易税、所得税等外，STO还

应考虑其如空投等特殊事项带来的一些新的问

题。以美国为例，如果将通证定义为证券，证

券的税收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流转税、所得税和

遗赠税等方面。而随着证券市场的日趋成熟，

美国证券税制目前已经取消了流转税，重心向

所得税转移，以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优化

资产配置和繁荣证券市场，STO的相应税制也需

相应调整。

4.2 加强STO的合规监管

防范STO的风险，更好地为优质企业和项

目服务，应加强合规监管。对于中心化的交易

所，在进行牌照注册和管理的同时，可以考虑

参考美国的做法，采取多层次的监管架构，发

行平台可以依据其行为的性质和交易数量，选

择注册为交易所或经纪商。如果注册为交易

所，投资者需开户，开户合同是投资者与交易

系统发生法律关系的基础，双方是一种合同法

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受开户合同的约束；

如果注册为经纪商，则双方的关系受传统委托

合同的约束。对于去中心化交易所，可以考虑

两方面，一是主动拥抱监管，申请牌照；二是

不申请牌照，但从KYC/AML（了解你的客户/

反洗钱）、信息披露、管理投票、项目审核、

退市等等方面进行合规监管。对于投资者，在

合格投资者门口、大额交易、投资标的等方面

加强监管。

4.3 理顺发行流程

STO的真正落实，需要有整套清晰的生成和

发行流程，包括在发行平台注册、KYC/AML、证

券通证与智能合约结合、发放通证、挑选适当的

合约、持续沟通、交易等环节，每个环节的时间

和所起的作用也有所差异。成功的STO不仅需要

明晰的流程，而且也要考虑符合监管发行平台。

在监管的框架下形成与现有监管体系相符合的发

行流程。如包括流程的步骤、每一步所包含的主

操 群，林 侃，李 政，张卉琪：证券通证发行（STO）国际监管比较与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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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项、预估所需时间、负责部门及在STO中所

发挥的作用等。

4.4 强化信息披露

由于证券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应加

强信息披露和审计。首先，信息披露包括披露方

式、信息最终的呈现形式、披露准则、在信息披

露环节出现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等。其次，证券

通证发行方对外披露的信息应包括财务信息和非

财务信息两部分。信息披露审核包括对这两类信

息的审核。审核者分国家设立的监管机构、交易

所以及保荐人、承销商和审计公司等在内的第三

方审查机构两方面的审核。再次，信息披露的途

径和渠道应是多维度的，如对于交易所的信息，

投资者可以通过交易网站渠道获知，对于相关公

司的信息，投资者可从网站或其营业地张贴的公

告获知。

4.5 健全会计、审计机制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STO的会计审计机制，这

些方面都是规范STO的重要措施。一方面，在财

务报表术语、资产或财产的估价、研发、借贷等

成本、非持续性业务等方面可以借鉴传统的证券

类会计、审计准则，并根据交易地的不同遵守不

同的会计、审计制度。如，境内外公司在美国上

市均需遵守《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进

行审计业务需遵守《萨班斯法案》，包括审计委

员会的构成、审计隔离和审计监管；在欧洲上市

均需遵守《国际会计准则》（IFRS）等。另一方

面，规范并完善针对STO特殊性的会计、审计准

则。尤其是应进一步强化审计的独立性。包括审

计委员会不能作为发行者的会员、不能从发行者

那里接受任何咨询费、建议费或其他补偿费以及

审计独立性的法律责任制度等[3]。

5. 小结
STO被认为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一个

落地。STO具有协议层面自动化管理、24小时

交易、更小的交易单位、整体更好的流动性等

优点。但STO也存在着相关法律和监督体系不

健全、资金外流等问题，价格波动风险也不容

忽视。对于STO，美国、欧盟、新加坡、中国

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逐渐关注，并出台相关

政策，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并在持续探索。其

在注册豁免法规、交易所、经纪商、投资者、

发行方等方面都有相应规定。由于区块链全

球性、自由流动等特点，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

无法进行局部的监管；而巨大利益面前，甚至

深刻的证券变革面前，各国之间也必定互相防

范。加强监管并在监管下寻求合法合规，是STO

非常值得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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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192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祖籍河北省武清县。他于1943年赴美留学，1948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

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谢家麟一生

主要从事加速器的研究，在美国期间成功研制了

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1964年

建成我国最早的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

器；20世纪80年代领导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

程的设计、研制和建造；90年代初领导建成了北

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

中，谢家麟不仅参与创制并动手完成了多项重大

的科学研究装置，还提出了许多提高仪器性能的

创新方法。

1. 从兴趣出发，养成喜欢动手、注重实验的
学术习惯

谢家麟幼年曾跟着婶母在武清的乡下生活，

13岁时跟随叔父全家搬到湖北襄阳，15岁回到

北平汇文中学读书。谢家麟从小就表现出不一

般的创造性才能和爱动手的殷切渴望。叔父家

曾有一杆双筒猎枪，允许他打鸟玩耍，进口的

子弹用完后，谢家麟就尝试着用空弹壳自制子

弹。他从爆竹店买黑色火药做炸药，将剥下来

的火柴头做引信，将老式电灯磁砣中的铅沙做

弹头，自制的子弹竟十分成功，与原装子弹的

效果没有明显区别。在汇文中学读书时，物理

老师张佩瑚引发了谢家麟对物理的兴趣，他开

始爱好自制无线电和电器，从最原始的矿石收

音机，到后来的电子管收音机，每一种机器性

能的提高都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卢沟

桥事变爆发后，谢家麟自制的短波收音机成为

全家了解抗日战争情况的唯一渠道。1938年，

谢家麟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就读，当时北京已

经被日军占领，随着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

的南迁，燕大出现师资匮乏的情况，但系里多

少还保留着注重实验的特色。1939年暑假，谢

家麟托人介绍他到广安门外的一个翻砂厂义务

实习，学习一些机械方面的技能。每天蹲着与

工人一起干活，虽然汗流浃背、黑灰满面，谢

家麟却为掌握了技艺而感到快慰。

作者简介：高文静，女，硕士，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项目主管，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方向为科技人物、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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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谢家麟通过留美考试去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攻读硕士。1948年，经时任加州理工学

院校长密立根教授的推荐，谢家麟转学至更偏

重实际应用的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学习微波物

理和技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核物理是物理学科中的热点，基于建造1GeV

直线加速器的需要，斯坦福大学于1949年成立

了微波实验室，后改名为微波及高能物理实验

室，开展以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建造和应用

为中心的有关研究工作（图1）。谢家麟在实验

室边学习边工作，他以第一年第四名，第二、

三年都是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

还用相当多的时间学习实际动手的能力。受到

实验室内研究人员“爱动手，勤动手”氛围的

深深感染，谢家麟学习了多种焊接技术、探漏

技巧、金属部件的焊前化学处理、阴极材料的

激活方法等。他曾表示，关注这些实际工作中

会遇到的技术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考虑

到回国以后，脱离了美国实验室的环境，自己

不掌握它们就难以推动工作，二是他自己有

喜爱动手的习惯。在美国的八年时间里，虽然

经历了几次往复动荡和回国波折，但是他在物

理学基础理论和实验技术方面都受到了严格扎

实的训练，积累了许多开展实验研究的宝贵经

验，这些本领在他日后回国的教学和科研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图1 1950年，谢家麟（前排右一）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
实验室1GeV电子直线加速器控制台前

2. 立足实际、坚持手脑并用，在实践中探索高能
实验物理发展道路

谢家麟称自己为实验工作者，他把自己的工

作比作“想吃馒头，先种麦子”，他认为实验物

理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解决具体困难的能力，

把一个个世界先进的尖端科技装置在现实条件下

研制出来，变成实实在在能够使用的实物。 

2.1 强调动手，重视实验上的原创 

谢家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老师、1952年诺贝

尔奖获得者布洛赫（Felix Bloch）教授常说：“物

理学家靠近似生活”[1]。谢家麟深受影响，他非常

注重实验领域的创新，强调自己动手才能掌握第

一手的情况、掌握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做

适当的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目标。而动手能力不

能简单理解为操作技能，它指的是对一个大系统

中硬件的全面特性（包括生产过程）有一定的理

解和掌握，了解其中的理论和道理，而且知道如

何实现它，把思想中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

1952年夏，第一次回国受阻的谢家麟重返斯

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微波实验

课的助教。半年后，芝加哥麦卡瑞斯医学中心的

肿瘤专家乌卢曼教授希望实验室帮他研制一台能

产生高能电子束来治疗肿瘤的加速器，谢家麟被

推荐去独立负责这个项目。当时美国没有成熟的

先例可循，到了芝加哥，谢家麟才发现问题和困

难重重。对此，他没有退缩，迅速组织起一个由

化妆品工厂机修车间的1名机械工程师及4名技

工、1名没受过高等教育的退役美军雷达兵组成的

“团队”，大致梳理出七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始逐项攻破。其中一大难题，就是斯坦福大学

虽然提供了一根加速管和一个调速管的部件，

但是调速管无法在斯坦福大学激活，因为它激活

后必须在运输途中不间断地维持高真空状态，这

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谢家麟只能把调速

管的部件运到芝加哥，再自行完成组装、排气、

烘烤、激活和老化等过程。医用加速器的研制过

程涉及多个科学领域，有的还需要特殊的技术，

科学人物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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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只能自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实验和研究逐

一解决。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谢家麟率先建

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台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疗癌

症的加速器，也是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

（图2）。21年后，谢家麟当年在斯坦福大学的

老朋友、曾任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美

国总统科学顾问的潘诺夫斯基（Wolfgang K.H. 

Panofsky）教授初次访华，见到谢家麟的第一句话

就是：“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你在芝加哥建造的

加速器仍在运转”[1]。

图2 1955年，谢家麟（坐者）在美国芝加哥研制的加速器控制台前

在谢家麟的观念里，科研人员自己动手与中国

传统的“士”“尊严”完全不相干，他回国后也在

努力地扭转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受制于人”

的思想氛围，努力提高实验过程中的工作效率。他

曾在实验室安装几台机床，供研究人员快速地加工

小部件；他把氢气和氧气瓶搬到实验室来，以供随

时自行焊接使用；他身体力行，自己手把手地教焊

工师傅使用氩弧焊来密封高真空系统。

2.2 强调仪器创新，注重自制实验设备、仪器

一位外国科学家曾说过：“你要发现新东

西，必先做出新东西。[1]”进行科学实验研究，

愈是使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愈是容易发现新事

物，从而取得突破性成果。谢家麟非常重视仪器

创新，他认为仪器创新、实验创新和理论创新是

密不可分的，“科学仪器制造业是创新研究的物

质基础。[1]”理论创新需要有新的实验的验证，而

新的实验则要求有新的实验仪器与设备。

1955年，谢家麟终于回到祖国，现实条件十

分困难，但是他并未被吓到。他勇挑重担，选择

建造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为我国以

后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奠定基础。谢家麟多措

并举，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他进行物理设计、

对参与人员进行培训、建立实验室和精密金工车

间、自行设计制造多种微波元器件和仪器等。但

是，始料未及的困难出现了，原计划订购的核心

部件调速管一直无法获得。他找到当时主管电子

器件生产的四机部求援，但被告知这种管子的生

产被安排在20年之后。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放弃

整个计划，要么自行研制处于国际前沿的大功率

调速管。“想吃馒头，先种麦子”，谢家麟决定

设置一个小组进行攻关，仅有的参考资料是斯坦

福大学发表的1篇论文和1张调速管的照片。几年

间，谢家麟带领团队昼夜不休、加班加点地工

作，学生们常常要抱着所里加工的部件，转5趟

公交车，去位于北京东郊的电子管厂进行工艺处

理。终于，我国第一个大功率调速管自行研制成

功（图3），1964年，我国第一台30MeV可向更高

能量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也成功建成。

图3 1964年，谢家麟回国后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个大功率调速管

高文静：想吃馒头，先种麦子——谢家麟的实验物理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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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曾说：“研究目标、检验对象、使用

方法都非常规，当然需要新的设计思想、新的装

置、新的部件。[1]”有些人认为从国外购买更快更

省，一个大科学实验装置，常常是分片从国外厂

家购买，国外做出来、安装好、调试完，我们只

用去按电钮。“我们没有经历它在研制中遇到的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难以做出原创的、

无例可循的或性能优于国际水平的新仪器、新设

备来进行新实验。除必要的情况外，我们应该尽

量自制仪器、设备，培养制造业创新能力，给我

国仪器制造业一个通过实践改进提高、突破国际

性能水平的机会。[1]”

2.3 因陋就简，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和
设备

1 9 9 7年，自由电子激光（F r e e - e l e c t r o n 

Laser, FEL）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参会人员

到实验室参观，一位美国科学家说：“他们在这

么简陋的条件下，建成这个精尖的装置，简直

是个奇迹。[1]”谢家麟非常提倡因陋就简以节省

经费和时间的精神，而且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践

行这种精神。他在研制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BEFL）初期，为了争取时间，使用了30多年

前他回国之初建造的那台30MeV直线加速器。虽

然实验装置已经非常陈旧了，但是它的加速管和

偏转磁铁都还能正常运转，不影响核心工作的开

展（图4）。

图4 1993年，谢家麟在北京自由电子激光加速器控制台前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界与国际同行重新建

立了联系，开展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也迎来了

新的契机。在中国政府做出建造新一代高能加

速器的决策中，谢家麟不但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被任命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

的总设计师（图5） [2-4]。面对各方面的艰巨挑

战，谢家麟根据经验提出六条设计BEPC的指导

思想：一是以保证高亮度为首要考虑；二是采

用经过考验的先进技术；三是设计中强调简单

可靠，四是采用能达到性能指标的最经济的技

术路线；五是设计中保留以后改进的余地；六

是设计中保留一机多用的可能。[1]不难看出，谢

家麟在每一项重大项目中，都极力提倡选择符

合中国具体条件的技术路线和设备，他强调应

该重视核心技术的实质问题，把人力、物力、

财力集中在与最终性能有直接关系的关键环节

上，抓住主要矛盾，好钢用在刀刃上，因陋就

简，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成果。

 

图5 1982年，谢家麟向美国五大国家研究所所长
介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模型

2.4 辩证认识创新与跟踪的关系

“跟踪”与“创新”、“引进”与“自制”

是关系我国科技发展道路的重要问题。谢家麟一

生主要完成了六项重大科研项目，他把世界上能

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前馈控制和新型电子直线

加速器的研制归为创新研究，而把我国第一台可

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

科学人物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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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自由电子激光的研制归为跟踪国际发展的大科

学装置，这些属于独立自主研制，填补了国内空

白。周总理曾说过，我们要“一买、二用、三

改、四创”[1]。谢家麟认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在科技方面“跟踪”是必须经过的阶段；要赶上

别人，首先要打基础，知道国外已经做过的工

作。尤其是实验领域，如果不能建立与先进国家

水平相近的基础与条件，就无从谈“超越”，因

为没有基础条件就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关键问题

所在。[1]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摆脱“跟踪”，做到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独辟蹊径，我们才能成

为科技强国。谢家麟晚年多次呼吁，要建立鼓

励原创性研究的体制与机制，摆脱长期模仿的

习惯束缚，摆脱实验设备“引进、落后、再引

进”的恶性循环，要在“改、创”上下苦功。

他提倡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研究项目低

水平的重复，鼓励为了达到同一目标而采取不

同技术路线的方案竞争，从小处突破，推动科

技创新。

3. 结语
“想吃馒头，先种麦子”，作为实验物理学

家的谢家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他始终坚持 

“手脑并用”、“实验创新”、“边干边学”、

“因陋就简”等技术路线。在面对重大问题时，

他充分做好前瞻性技术准备，组织好团队和项目

的整体规划，积极应对和解决实际问题。当前，

面对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学习和弘扬谢家麟等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过程中

的“卡脖子”问题，是我国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征程中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王传超 校对：李琦 胡林元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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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静：想吃馒头，先种麦子——谢家麟的实验物理学之路

To eat bread, plant the seed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Xie 
Jialin’s experimental physics

Gao Wen-jing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Beijing 100863, China)

Abstract: Xie Jialin is a famous Chinese physicist, and the Nobel Prize winner Li Zhengdao named him as the first person in 

Chinese accelerator physics. Xie insisted that he was an experimental physicist, working on the accelerating tubes. His lif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hinese high energy physics and the accelerator physic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key events,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Xie’s academic life by using his academic habits as an experimental 

physicist, and tries to find out the realistic value and meaning of his spirit in modern science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e Jialin; experiment; combination of hand and hea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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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晴祺是我国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山东

农业大学教授。他于1931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烟

台市牟平县（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1949

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农学院，1952年8月院系调

整时，毅然选择山东农学院。1953年7月，李晴

祺毕业于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农学

专业，此后留校任教，从事作物遗传育种教学

与科研工作50余年。1955年11月至1957年6月，

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全国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学

习研究两年。李晴祺曾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

科技攻关课题，1997年12月，其主持的“冬小

麦矮秆、多抗、高产新种质‘矮孟牛’的创造

及其利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据不完

全统计，他利用“矮孟牛”在全国培育出23个

小麦品种，其中8个品种年推广面积66.7万公顷

以上。李晴祺利用“矮孟牛”主持选育出鲁麦

1号、5号、8号、11号、鲁215953等小麦新品

种，上述小麦品种在黄淮麦区累计推广1333.3

万公顷，其中，“七五”“八五”期间在山东

省的年推广面积占全省小麦面积的三分之一以

上，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显著[1]，为促进我国农业

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李晴祺在学术上取得的造诣和他的求学经历

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学习过程中，他的思想、观

念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从

小学时的贪玩到初中时对生物产生兴趣，从放弃

高职考取高中到越级考上大学，从持有“学农无

用武之地”的观念到坚定学农的决心，再从毕业

留校任教后虚心向导师同事学习到参加全国作物

遗传育种进修班，一段段求学经历为他之后硕果

累累的科研之路、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1. 小学阶段
1 9 3 1年，李晴祺出生在胶东半岛东北部

的牟平县，由于家乡地处烟台和威海两座城

市的中间要道，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常遭

受日军的频繁扫荡，战争不断，骚扰不停。

1 9 3 7年深秋，日本侵略军打到牟平，当时在

牟平城内大寺小学读一年级的李晴祺迫不得

已转到农村南吕格庄小学借读，之后又转到

牟平城内完全小学读完了小学课程 [1]。

作者简介：于	 婷，女，硕士，山东农业大学馆员，研究方向为档案创意编研。

通讯作者：耿	 丽，女，硕士，山东农业大学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研究。

摘 要：李晴祺是我国著名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他在学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他的求学经历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的学术功底、个人品性乃至人生价值都发生着变化。正是有了平日里

量的积累，才有日后质的飞跃。本文通过整理李晴祺本人的访谈资料和其个人自传《我的发芽成长故

事》，追述他的求学历程。

关键词：李晴祺，求学，农学，学以实为贵

于 婷，耿 丽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泰安 271018）

李晴祺教授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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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婷，耿 丽：李晴祺教授的求学之路

2. 中学阶段
1943年，李晴祺考进了牟平县里的中学，虽

然学校是由城隍庙改建的，校舍和设备比较简

陋，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但学校的老师大

部分是因抗战从北京等大城市回乡的知识分子，

教学水平高，态度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关爱。李

晴祺在学习上认真努力，这为他以后的成长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初中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晴祺对

于学习变得更加勤奋主动。课堂的内容已经不

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除了家里的《三字经》

《百家姓》和几本古书以外，他没有其他课外

读物，于是便经常从同学和老师那里找一些可

以交流阅读的读物，其中包括四大名著和武

侠小说等。初中时讲自然课程的刘老师知识特

别丰富，他讲的生物界奥妙引人入胜，十分动

听，这激发了李晴祺对动植物的热爱和保护生

命的责任感。他不再迷恋于滚铁环、打玻璃球

等活动，兴趣逐渐向生物领域转变。于是，在

课余时间，他常和同学们去山野里捉蝈蝈、摸

家雀、捉蟋蟀，并将这些小动物饲养起来，也

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花草作物欣赏观察，

假日里跑到海边挖蛤蜊、捉小蟹子，还经常和

同学们在苹果采收季节帮助果农采摘果实[1]……

从这时起，学农爱农的情怀已经开始在李晴祺

的心中萌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李晴祺根据父亲

的意见，从家乡出发到烟台其祖父经营的布店里

学做生意。可当时刚读完初中二年级的李晴祺不

愿意经商，他想继续读书上学。于是他去青岛找

做生意的父亲，在补习班学习了一个阶段英语

后，考入了青岛国华中学读初中三年级。至此，

他离开了居住了14年的家乡牟平——他永远眷恋

和凝聚乡愁的地方。

1947年9月，李晴祺按照家长的意愿报考青

岛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这所学校虽然是职

业高中，但是师资水平很高，教师多是来自大城

市的高级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老师成为

山东工学院的教授。他当时学习理工科很努力，

成绩也很好，但他却对理工科的兴趣不浓，他更

希望能够深入学习生物领域的专业。因为生物类

的运动形式属于有生命的复杂运动形式，他并不

看好理工科的前景。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甘

心高职毕业就到工厂工作，因为他的理想是读大

学。

1948年春天，在青岛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

读了一学期后，经过与家庭一番抗争，李晴祺

考取了正规高中——青岛市立中学（现山东省

青岛第一中学），读高中一年级下学期。青岛

市立中学是青岛市最好的中学，教师大多是来

自大城市著名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都

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教学水平相当高。在这

里，李晴祺对各门课程的学习都比较认真，因

为下定决心要越级考大学，所以学习动力很

强，每天都学习到深夜，清晨很早就起来朗读

英语，除了完成当时的作业以外，还要自学补

习高三的课程。

 

图1 1949年11月，李晴祺肄业于青岛市市立第一中学

3. 大学阶段
1949年9月，李晴祺以较好的成绩越级同时考

上了山东大学和齐鲁大学两所高等学校，经过认真

比较，他选择了山东大学，实现了他的大学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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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学的生活十分正规、自由，设备相当齐全，

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授课的老师资质高，有的还是

全国一流的专家。同学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都很

团结。由于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

生，因此学校十分重视。李晴祺怀着兴奋、愉悦、

满足的心情开启了他的大学之路[1]。

 

图2 1949年1月，山东大学农学院正取生名单

开学后不久，全国著名哲学家华岗校长开设

政治大课，该课程主要讲述中国革命史和唯物主

义辩证法，很受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欢迎。学习

政治大课是李晴祺第一次接受系统革命理论教

育，影响深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

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

政府和学校发动学生参军参干，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李晴祺和全班大部分同学都积极报了名，

但最后只有四名同学被批准参军参干，李晴祺没

有被批准。

1950年夏，山东省政府邀请农学院的师生参

加暑期山东全省农业农村经济调查。当时同学

们正在准备迎接期末考试，收到消息的李晴祺

在兴奋过后却陷入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受

当时“学农无用武之地”观念的影响，他想在

大二开学时转到其他专业，参加调查就会失去

转专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渴求看到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农民的新面貌。经过一番

思想斗争后，“学农，就应该把问题送到生长

着农作物的地方去解决；送到广大的农村；到

生产斗争的最前线”的思想使他愉快地报名参

加了此次农村经济调查。

 

图3 1950年7月，李晴祺（右二）与同学
参加山东省第一次农村经济调查

在此次的农业农村经济调查中，李晴祺被分

配到鲁中南地区。当时山东农村和农业落后的现

状使他十分震惊，让他对农业农村发展渴求农业

科学技术的现状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农民

对知识分子的热情让他感觉到温暖；农民对共产

党的“爱”和对国民党的“恨”让他感同身受；

农村干部艰苦朴素、踏实认真、努力学习的作风

和精神让他深感钦佩。切实的亲身感受让他体会

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学农爱农的情怀在李

晴祺的心中破土。

调查结束后，同学们满载着思想上的收获和

高昂的激情回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师生的高

度重视。1950年9月，山东大学召开了暑期农村

经济调查汇报会，李晴祺是当时汇报的代表之

一，他做的典型汇报《农民教育了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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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之后发表在山东大学

报《山大青年》（1950年10月1日，第二十期四

版）[2]。同时，他又把收获的激情落实到行动，

一方面坚定自己继续学好农学专业的决心，并

稳固了部分同学动摇不定的学农情绪；另一方

面，理论联系实际，学了育种课就要实践的想

法得到工人张先政师傅的同意和支持，经过张

师傅准许，他在校园花坛内开辟了一个“小试

验田”，种上小麦品种资源，开始了小麦生育

观察和杂交实验。

 

图4 《农民教育了我》

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李晴祺曾担任过学生

会的两项工作。一项是学生会学习部长，负责组

织一些有益于推动同学学习的学习活动和经验交

流活动；二是担任学生会组织的工人夜校的校

长，组织同学作为志愿者担任工人夜校的老师，

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在晚上业余时间补习文化

课。这两项工作，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提高

了组织能力[1]。

1 9 5 2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进行全面调

整，教育部决定山东大学农学院除了水产系仍

留在青岛以外，其他科系全部与山东省立农学

院合并，同时并入的还有南京大学园艺系、

金陵大学园艺系和齐鲁大学的农业专修科，

更名为山东农学院。李晴祺毅然选择了山东农

学院。合校后的山东农学院师资和领导力量都

得到了很大加强，教学设备也得到了进一步改

善。李晴祺在这里完成了大学四年级的学习，

在校内学习期间，结识了许多新的老师，其中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郑广华教授。郑老师给学

生们指出了栽培、生理、育种如何结合，农作

物如何稀植、精播、扩大行距、发挥边行优

势，向阳光要粮。郑老师教学上不断改革、科

研上敢于发表不同见解的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的

作风，都令李晴祺至今记忆犹新。同时，李晴

祺还认识了著名的小麦、谷子专家沈寿铨教授

（当时兼任农业厅副厅长、农学系系主任）以

及小麦、生物统计专家余松烈教授（1997年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合校后新成立的校学生

会是由青岛和济南两所学校的学生会干部调整

安排的，第一届学生会主席是山仑（原山东大

学学生，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副

主席是孙毓民（原省立农学院学生），李晴祺

当时担任校学生会的秘书长，也得到了多方面

能力的锻炼[1]。

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学期主要是生产实习，

李晴祺被分配到河北卢台大型国营机械化农场

担任生产队长的副手，协助生产队长组织、管

理生产，并进行有关的实验研究。这个农场有

七八万亩土地，主要种植水稻，生产全国著名

的天津小站大米。李晴祺每天都和农场工人打

成一片，一起下地干活，边劳动边研究。大家

都挽着裤腿下到稻田的泥水里，不怕满地跑的

蛇和爬到腿上的蚂蟥。在实习期间，为了提高

稻田施肥的肥效和效率，李晴祺提出了改进施

肥的新方法。通过3个月的生产实习，李晴祺等

实习生们的生产技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强化了农林牧副渔结合的大生产观念和农业现

代化观念，增强了生产责任感，提高了组织能

力，带着丰富的理论联系生产实际的收获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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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校。

1953年6月，李晴祺大学毕业。学校根据学业

成绩和综合素质考核，确定李晴祺留校工作，具

体安排到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开启了他

的科研育人之路。

4. 留校任教阶段
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承担

教学科研工作，李晴祺在刚站上教师岗位时对教

学科研工作不甚了解，经常感到无从下手，几乎

每项工作都要依靠老教师传授教学方法和经验。

虽然已经步上工作岗位，但这个时期的李晴祺，

更多的还是学习。当时他所在的遗传育种教研组

有丁巨波教授（遗传学家，曾任山东农学院副院

长）、余松烈教授和季永兴副教授三位老教师，

丁巨波教授任教研组组长，李晴祺和尹承佾老师

担任青年助教。他们教研组主要开设四门课程：

遗传学课程、育种学课程、达尔文主义课程和田

间实验技术与生物统计学课程[1]。

李晴祺的主要指导老师是丁巨波教授，他主

要协助丁老师进行教学工作，例如课前准备课上

用的挂图、图表等。上课时，李晴祺跟随丁老师

进教室，准备好课件后，便坐在学生中随堂听

课，做好笔记，下课后再听取同学们对课程的意

见建议，并反馈给丁老师，同时与课代表保持联

系，及时对同学进行辅导。李晴祺当时的听课笔

记记录了四大本，现在仍保留完好。

 

图5.  1961年，李晴祺记录的丁巨波教授授课笔记

除了跟随丁老师上课，做好丁老师的助手，

李晴祺每周还要根据课程表上好实验课。实验课

的准备麻烦琐碎，有的实验还要事先进行播种，

但在尹承佾老师的帮助下，他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给外系专业上实验课时，李晴祺更是经常向外

系的相关青年教师学习，比如给园艺系学生上遗

传育种课时，向牟云官老师和束怀瑞老师（2001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请教了不少问题。此

外，他也协助教研组余松烈老师、季永兴老师进

行教学工作。

在五十年代初，由于教师人员少、教学任务

重，学校为了挖掘教师协作的潜力，倡导教师除

了完成本教研组的教学任务以外，还要协助其他

教研组完成教学任务。当时学校在寒暑假期间常

常安排植物学、农业气象学、测量学等课程的教

学实习，李晴祺经常在寒暑假里放弃探亲的机会

参加植物学、农业气象和测量学的教学实习指导

工作，这项工作对于青年教师扩大知识面、提高

基本技能十分有益。至今，李晴祺对植物学采集

标本的技术、气象站观测的技术以及用精密仪器

测量和用简单的小平板测量的技术掌握得都十分

娴熟。

李晴祺参加工作之初，参与了两项科研工

作。一项是跟随余松烈老师、尹承佾老师和包

文翊老师（李晴祺老搭档，共同主持研究“冬

小麦矮秆、多抗、高产新种质‘矮孟牛’的创

造及其利用”）进行小麦育种研究，这项课题

是由余松烈教授主持的，主要是学习苏联齐津

院士倡导的远缘杂交。这项研究从1 9 5 2年开

始，李晴祺在1953年毕业后参与其中。他经常

与尹老师一起下地，到小麦育种试验地进行调

查记载等研究活动。因为是远缘杂交，杂种后

代出现了“疯狂分离”，真可谓五花八门，令

人期待，这也进一步引起了李晴祺对小麦育种

的兴趣。另一项是省市领导交予的科研任务，

即对马铃薯的退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研

究，找出退化原因，提出解决这项生产难题的

意见和办法。丁巨波教授接受了这项任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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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祺负责协助。于是他与丁巨波教授一起去济

南郊区种马铃薯的菜园进行调查，到山东种植

马铃薯的重要地区滕县（现滕州）农村进行调

查，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技术条件也很差，他

们便从滕县步行深入到马铃薯产区进行实地考

察。由于丁老师是南方人，听不太懂当地农民

的乡土语言，李晴祺则当他的翻译和助手。他

们还曾去过莱阳五龙河地区马铃薯产地和河北

省南部大名县马铃薯产区进行过深入调查研

究。同时，他们在校园的试验地里进行马铃薯

分期播种实验，每周都进行挖掘调查，观看块

茎发育状况，并制作标本。通过两年实验研

究，最后写出了研究报告，分析了马铃薯退化

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措施，并在

学报上也发表了论文，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

肯定和表扬，圆满完成了研究任务[1]。

工作初期，通过以上教学和科研活动，李晴

祺初步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从那时

起他的创业实践就开始步入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道路上，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可喜的重要的第

一步。

五十年代初，正值全国和高等学校向苏联

学习的高潮时期，李晴祺参加工作时赶上了这

个浪潮。在此之前，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山

东农学院成立不久，遗传育种教研组的丁巨波

教授、余松烈教授和李达讲师就被学校派去北

京参加由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全国米丘

林遗传学学习班，由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主讲，

参加该学习班的均是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和农业

科学研究单位的教授和主要研究人员。1 9 5 3

年，学校在全校组织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由参

加全国学习班的三位老师主讲）和苏联巴甫洛

夫条件反射学说（由参加相关学习班的老师主

讲），要求全体教师参加学习。同时学校还举

办了“俄文学习突击班”，李晴祺也参与其

中，大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集中脱产突击学

习。除此之外，学校还大力推行了向苏联学习

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措施[1]。

5. 工作进修阶段
1955年11月至1957年6月，李晴祺参加了由

教育部委托原北京农业大学举办的“全国作物遗

传育种进修班”，该进修班由来自全国高等院校

（主要是农业院校）的24位教师组成，大部分为

青年助教，少数已是讲师或教授。

北京农业大学的校、系两级领导对此次进修

班十分重视，各方面都予以特殊关照和周到安

排。农学系系主任、全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蔡

旭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兼任班主任，亲自带进修班，深受大家尊敬。

他对进修班的需求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自华南

农业大学的青年教师卢永根（1 9 9 3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任进

修班班长，班内还成立了党小组（卢永根任组

长）、团小组（卢少源为组长），并参加了农

学系教工工会组织，进修班还选举出系工会委

员一人和工会小组长一人，李晴祺被推选为系

工会委员。进修班成员享受农学系教工同等福

利待遇。两年中，学校先后四次优先安排农学

系参加国庆节、五一劳动节游行，在天安门前

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检阅[1]。

图6 1957年1月23日，苏联专家费•米•普罗茨科夫与全国作物选种进修班
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注：前排左起：3-昝维廉，4-蔡旭，5-普罗兹柯夫，9-卢永根；前二排右
三：李晴祺。

进修班的学习内容十分丰富，当时正是强调

向苏联学习时期，进修班聘请了苏联专家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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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茨柯夫主讲米丘林遗传学、育种学及良种

繁育学课程，由进修班沈克全、陈德鑫两位同

志担任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进修班一门

重要的学习课程，由北京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

研室主任罗新老师任教，很受同学们欢迎，大

家都十分认真地学习。为弄通哲学的原理，大

家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后来都通过考试，取

得了优秀成绩。

为了扩大知识领域，进修班还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的方式举办了许多知名专家教授的

专题讲座，包括蔡旭教授的小麦育种、李竞雄教

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玉米育

种、徐冠仁教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的农业原子能利用、林传光教授（北京大

学，近现代植物病理学家、植物真菌和病毒学

家，农业教育家）的关于马铃薯退化的争论、王

伏雄教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

植物胚胎学、娄成后教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的细胞核穿壁、俞启葆教授（农学

家，棉花专家）的棉花育种、盛家廉研究员（甘

薯科学家）的甘薯育种以及林世成研究员的马铃

薯育种进展等几十个专题讲座。此外，进修班还

在本班内开展互教互学活动，例如请昝维廉先生

（生物统计学家）讲授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技术

课程[1]。

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学术发展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进修班成员倍受鼓舞，学术气氛十分

活跃。班长与班主任及全体学员商量，决定聘

请两位全国知名的从事摩尔根遗传学研究的教

授为进修班讲授系统的专题课，一位是玉米遗

传育种专家李竞雄教授，一位是植物多倍体遗

传育种专家鲍文奎教授（1 9 8 0年当选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专题课程内容十分充实，令

人信服。同时，二位教授“屡批不改”，敢于

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勤于实践的治学精神，

深受大家尊敬。除此之外，进修班还举办了北

京大学著名遗传学老教授李汝祺先生（遗传学

家）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课讲座和复旦大学

知名遗传学专家盛祖嘉教授（微生物遗传学

家）的微生物遗传学报告。在兼听两派遗传学

的观点之后，李晴祺深受启迪，不但开阔了视

野，了解了国际遗传学界的发展，并学会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分析，提高了科学

的辨别能力。哲学和遗传学的学习，对他以后

学术观点的形成以及在毕生事业中坚持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

晴祺将鲍文奎、李汝祺、费•米•普罗茨柯夫等教

授的听课笔记都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图7 1957年4月26日，李晴祺关于鲍文奎教授遗传学解答问题的记录

“实践出真知”，进修班的学习始终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便于结合，进修班成员都参

加了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的部分教

学、科研活动，教研室大部分老师和研究生也参

加了进修班的听课活动，进修班与教研室紧密地

融为一体。进修班还组成水稻、小麦、玉米、棉

花和马铃薯等研究小组，分别进行试验研究，并

撰写研究论文，有的论文在《科学通报》《作物

学报》上发表。李晴祺和浙江大学申宗坦等同志

合作的研究论文《马铃薯的有性过程对无性繁殖

的影响》发表于国家级刊物《科学通报》（1957

年第10期），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在国家

级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此外，进修班随苏联

专家普罗茨柯夫到全国各地农业院校和研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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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了实地考察，数次到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

农场和中国农科院作物栽培育种研究所的水稻、

小麦、玉米、棉花和甘薯等实验场地进行参观实

习。在此期间，李晴祺参与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

听课、课程辅导、实验课准备和指导以及学生科

研小组活动等，收获很大[1]。

两年中，进修班的教室始终在深夜灯火通

明，学生们都在刻苦学习。进修班结束时，大家

满载硕果返回工作单位，思想上和业务上的收获

为每个人的终生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修班

虽不是北京农业大学培训的“正规军”，但却为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培养了一支“特种部队”，在

各地大学的校园里撒下了知识的种子。

五十年代，李晴祺抓住了两次对他学术成长

有深远影响的机遇。一次是参加全国作物遗传

育种进修班，为他奠定了日后科研创业的理论

基石。另一次是到掖县学习工作两年（另文详

述），为他奠定了学术成长的实践基石。“两个

基石”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到一起，相辅相成，为

他日后创造“矮孟牛”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晴祺自1969年开始主持小麦育种工作，

历经26年的艰难历程，终于创造出了新矮杆、

高产、多抗小麦新种质“矮孟牛”。1997年，

Prof. Li Qingqi: The path to knowledge and practice
Yu Ting, Geng Li

(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Prof. Li Qingqi is widely known as the most notable wheat genetic breeding scientist in China for his substantial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Li’ s interview, he attributed the significant success largely 

to his education experiences and processes, in which the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personal character as well as life value 

were developing positively and favorably as quantitative accumulation leads to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icle, we 

are focusing on collecting Prof. Li Qingqi’s interview materials and autobiography to reveal his education path and journey.

Key words: Li Qingqi; education process; agriculture; reality

由李晴祺主持研究的“冬小麦矮秆、多抗、高

产新种质‘矮孟牛’的创造及其利用”项目获

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入藏中华世纪坛永久

保存。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源于付出，都源于他“登

高必自”（山东农业大学校训）的求学态度和

“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首任校长王景禧先

生提出的办学理念）的求学精神[3]。今天的李晴祺

仍然以敏而好学、与时俱进的态度继续追求着他

的人生理想之路……

责任编辑：王传超 校对：李琦 苏丽荣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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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发展的进程中，一个研究者往往也

是教育家。欧文•卡普兰斯基（Irving Kaplansky, 

1917－2006，以下简称卡普兰斯基）就是这样

一位身兼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等多种身份的杰出

人物。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和美国国家数学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在芝加哥大

学和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度过。其中，在芝

加哥大学从教39年，共计培养了55名博士生，这

些博士生又培养了近千名数学弟子，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个数量正不断增加。据统计，截至

2006年，卡普兰斯基的弟子数量在1940年以后

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数学家的弟子数量中高居第

二[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多位弟子成为数

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也就是说他培养的

学生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高。因此，他在

数学和数学教育领域具有非凡的影响力。那么，

他是如何培养学生的？他的教学和科研特色是什

么？在他成功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教书育人、

开拓创新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试图探寻这

些问题的答案，以期对我们的学习、教学和科研

工作有所裨益。

 

图1 欧文•卡普兰斯基（1917－2006）

1. 探究式教学方式，鼓励批判性思考
虽然卡普兰斯基博士毕业后，曾在哈佛大

作者简介：杨中明，男，硕士，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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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著名数学家欧文•卡普兰斯基不但有着卓越的数学成就，而且培育出很多杰出的学生。他的

教书育人以及科研方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对此进行探讨。结果表

明，他抱有开放性的心态，秉承探究式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并且多阅读大师的作品，建议研究

者以质量为保证，进行具有领先性的开创性数学问题研究，同时要具有批判性思考和持之以恒的科学精

神。这对于我们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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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担任过三年的本杰明•皮尔斯讲师（Benjamin 

Peirce Instructor），但他作为一名真正教师的职

业生涯却是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1945年，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数学应用小组开始大幅减

员。在这种情况下，卡普兰斯基加入芝加哥大学

数学系，成为一名数学教师。纳粹德国对犹太民

族的迫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大陆的创伤，

使大量科学家迁移到科研环境更稳定的美洲大

陆，此时的美国已经取代德国和法国成为世界数

学中心，而此时的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可以称得上

是美国数学的研究中心。20世纪40年代的芝加

哥大学数学系汇集了陈省身（1911－2004）、

安德烈•韦依（André Weil，1906－1998）、

安东尼•齐格蒙德（Antoni Zygmund，1900－

1992）、桑德斯•麦克莱恩（Saunders MacLane，

1909－2005）等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并且吸引

了卡普兰斯基、保罗•哈尔莫斯（Paul Halmos，

1916－2006）、艾沙道尔•辛格（Isadore Manuel 

Singer, 1924－）等青年才俊。[2]芝加哥大学数学

系的创始人是穆尔（Eliakim Hastings Moore，

1862－1932），很多著名数学家都是他的学

生，如乔治•伯克霍夫（George David Birkhoff，

1884－1944）、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1880－1960）、莱纳•迪克森（Leonard 

Eugene Dickson，1874－1954）等。也正是在

他的推动下，纽约数学会正式更名为美国数学

会。[3]在穆尔、迪克森等人的带领下，芝加哥大

学数学系成为全美当时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

芝加哥大学优越的科研环境为卡普兰斯基的研

究和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他在长期的授

课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

卡普兰斯基在学生中广受欢迎，他独特的教

学方式吸引了大批学生。1962－1967年担任芝加

哥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即使事务繁忙，他仍然

指导了13名博士生。

卡普兰斯基乐意与学生们在一起工作，讨论

数学问题并激发学生的数学灵感。在授课中，他

鼓励学生用举办讨论会的方式学习，在讨论会上

学生们分享一周以来个人发现的自己所感兴趣的

问题，并且对问题进行跟进式分析，由此，学生

的钻研热情和科研水平都得以提高。对于学生的

疑问，卡普兰斯基在给出自己的见解后，通常会

提出一些新角度，让学生去探索和自由发展。在

他1958年秋开设的同调代数课堂上，尚努埃尔引

理的证明就是这一教学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中最著

名的例子，他的学生斯蒂芬•尚努埃尔（Stephen 

Schanuel，1934－2014）证明了该引理并且该引理

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课堂上，卡普兰斯基往往

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学生进一步研究，他尽可能给

学生深层的启发。正如他的学生唐纳德•奥恩斯坦

（Donald Ornstein, 1934－）所言：

“我向他请教一个不需要任何背景资料的问

题，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其中发现了足够多实质

性的东西，让我有种作研究的感觉”。[1]

由此可见，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愿意选择卡普

兰斯基作为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绝对不是偶然

的。

例会是卡普兰斯基与学生进行学术沟通的重

要方式，他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早晨与学生进行一

次例会。他有在密歇根湖游泳的习惯，之后便和

学生进行例会。卡普兰斯基通过晨浴锻炼自己的

身体，通过书卷沐浴自己的精神，从而以身心都
图2 芝加哥大学数学系部分教员合影

注：2排右1：卡普兰斯基，1排右2：桑德斯•麦克莱恩，右3：安东尼•齐
格蒙德，1972年摄。

杨中明，王淑红：数学家卡普兰斯基的教育和科研特色



39

清爽的状态来开启一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

例会开始时，卡普兰斯基通常会用“有什么新

鲜事”作为开场白，随后便是一连串的问题：

你能证明一个简单的例子吗？能否找出一个反

例？……正如他所言：

“我喜欢组织我的想法，并尝试以一种清

晰、有益而又有趣的方式来表达它们所带来的挑

战。另一方面，为了看到学生们脸上偶尔出现的

喜悦，有时甚至让他们兴奋起来，去亲自作一些

数学实验——这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能的，即使

是在微积分课上”。[1]

卡普兰斯基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这对

于学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他在

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性，帮助学生以自

己特有的方式发展。当有些学生因为自己的推

测结果错误而产生负面情绪时，卡普兰斯基鼓

励大家应该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即在科学研究

的过程中，探求真理所产生的消极结果和积极

结果同样重要。

卡普兰斯基鼓励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使

用新方法。在讨论会和例会上，他启发低年级学

生通过不同方法介绍专业的背景材料，高年级学

生则介绍自己的论文内容。他鼓励学生采用不同

的方法研究各自的领域，并且对新的领域抱有开

放的态度。正是秉承着这种治学的理念，他和他

的弟子们在数学的很多领域，甚至在一些交叉学

科领域都做出了突破性成果。

2. 广泛阅读，特别是阅读大师的作品
我们知道随着数学理论越来越抽象，分支更

加细化，人们对数学越来越难以有一个全面而深

刻的理解。卡普兰斯基时常对数学的这种发展状

况感到担忧。他曾经说：“我们很难告诉数学之

外的世界，数学家到底在做什么？并且非常惭愧

的是，即使在数学共同体内部，同行间也很难进

行无障碍交流”。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研究应该避免对各种问题一知半解后就放弃，

而是应该更加努力地去研究、去理解，当研究者

掌握了其中的精髓，试着花点时间解释给别人

听”。

在卡普兰斯基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给学生提

出了诸多建议，这对一个人的终生学习是一种启

示。其中他给学生最著名的建议是：

“每天花些时间学习一些与你当前所处理的

问题完全不相关的新东西（这种不相关可能只是

暂时性的），并且要读大师的作品”。[2]

数学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正是因为数

学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阅读大师的作

品成为卡普兰斯基践行了一生的信条。他在美国

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退休后，在图书馆经常使用

一个活梯来取高架上的一本厚书，并且在查阅完

后以同样的方式将书放回原处，而不是将书随意

放在桌子上，即使图书馆允许这样做。这本厚

书就是高斯（Carl Gauss，1777－1855）的名著

《算术研究》（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的英

译本。由于《算术研究》的英文版直到1966年才

图3 爱米•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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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耶鲁大学出版，所以卡普兰斯基真正开始阅读

时，年龄已经半百了。他还经常重温由罗伯特•弗

里克（Robert Fricke, 1861－1930）、爱米•诺特

（Emmy Noether, 1882－1935）和厄于斯泰因•奥

尔（Øystein Ore, 1899－1968）编辑的理查德•戴德

金（Richard Dedekind, 1831－1916）文集，并从

他们在文集里论文后面所发表的富有洞察力的评

论中汲取营养。早在多伦多大学读大一时候，卡

普兰斯基就参加过诺特的学术座谈会，正是他将

诺特奉为“抽象代数学之母”。[4]

对于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而言，如果已经精通

了一门学科，就可以完整地表达出这门学科的主

要精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就有绝佳的

机会能快速地理解该学科的主旨思想。

此外，卡普兰斯基还阅读大卫 •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 1862－1943）的著作，并产生了

探究他在巴黎数学家大会上所提出的23个问题的

想法。卡普兰斯基的一生始终与大师为伍并阅读

大师的作品，从麦克莱恩、韦依到陈省身，再从

阿蒂亚（Michael Atiyah，1929－2019）、艾莎道

尔到哈尔莫斯等，他始终通过阅读高斯、希尔伯

特、诺特等数学大师的作品，锻炼和提升自己，

最终亦成为一代数学大师。

3. 科学研究的四条建议
作为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卡普兰斯基经常

与学生们分享一些新想法。他总是乐意和学生们

讨论数学问题，并且为学生的学习提出好的建

议。如，他给学生提出的关于科学研究的四条重

要建议：

“第一条：考虑一种情况，即你没有完全理

解的最简单的情况。希望你们慢慢来，就会在一

段时间之后得到一般定理。

第二条：算例子，成百上千个例子。我认为

在有些可耻的案例中，人们之所以做出愚蠢和胡

乱的猜测，只是因为人们不愿费心去关注最初的

几个例子。一个精心挑选的例子可以教会人们很

多东西。

第三条：如果问题值得研究，请好好尝试一

下。在向全世界宣告“我已经竭尽所能，我坚持

不下去了”之前，可能要花上几个月，如果有必

要，甚至也可能是几年时间。在你还没有竭尽所

能去尝试之前就放弃，是很丢人的。

第四条：少发表，但要做得好。尝试一些别

人至少在20年内都不可能做的问题。”[2]

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建议依然非常具有指导

意义。作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卡普兰斯基的学

生遍布各个领域。很多学生采纳了他对探索新领

域采取开放态度的建议，而且比他走得更远。他

的很多学生最终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喷气推进实

验室和美国基础教育领域从事工作。正如理查德•

斯旺（Richard Swan，1933－）对他的评价：

“卡普兰斯基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而

且还是一位非凡的导师，他有着卓越的才华能使

学生们发挥得最好”。[1]

更准确地说，卡普兰斯基的学生们也是他数

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学生所取得的成就

使他的教育事业熠熠生辉。

4. 培养的著名数学家示例
我们从卡普兰斯基所培养的55名博士生中选

取三位来进行较详细的介绍。他们分别是：海曼•

巴斯（Hyman Bass，1932－）、哈罗德•维多姆

（Harold Widom，1932－，以下简称维多姆）和

亚历克斯•罗森堡（Alex F T W Rosenberg, 1926－

2007）。

4.1 海曼•巴斯

巴斯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1955年进入

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卡普兰斯基的指导

下，分别于1956年和195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

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环的整体

维数”（Global Dimensions of Rings）。

对巴斯来说，芝加哥大学同普林斯顿大学一

杨中明，王淑红：数学家卡普兰斯基的教育和科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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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充满着“数学的气息”。1958年，巴斯在卡

普兰斯基的指导下，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有

限一元代数”（Finite monadic algebras）。“一元

代数”的概念最早是由哈尔莫斯在1956年的一篇

论文中提出的。在这篇论文中，巴斯给出了有限

一元代数的明确描述，证明了它们与有限正整数

集是一一对应的。而且在卡普兰斯基的指导下，

巴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同调维的概念进行了改

进。他极为推崇卡普兰斯基的教学方法：

“卡普兰斯基在交换代数方面开设了一系列

关于同调方法的鼓舞人心的课程。卡普兰斯基的

表述方式一以贯之，其目标不是让我们“深入整

个森林”，而是给我们展示几棵壮观的“树”。

他会聚焦于几个中心定理，然后用最经济实用的

方法追踪逻辑主线，避开任何无关的机理。这些

讲座，既有学生参加，也有年轻的教职人员参

加，开创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芝加哥学生进入这

个蓬勃发展的新领域。”[5]

后来，巴斯接受萨缪尔•艾伦伯格（Samuel 

Eilenberg，1913－1998）的邀请，进入哥伦比亚

大学担任教职，在1965年晋升为数学教授。他于

1968－1969年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担任古根海

姆研究员，并在1975－1979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

数学系主任。

 

图4 海曼•巴斯（1932— ）

巴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代数学，其研究

兴趣包括代数K－理论、数论、群论和代数几

何。他在1968年出版了经典著作《代数K－理

论》（Algebraic  K-theory）。该书出版的第

二年，巴斯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范安林格奖

（Van Amringe Mathematical Prize），以表彰

他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后，巴斯的主要兴趣转向

了数学教育。他相继发表了“从国家层面看

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1994）、“数学共同体的价值与未

来”（The Mathematics Community's Investment 

and Future，1994）、“数学家作为教育者”

（Mathematicians As Educators，1997）等文章。

在担任美国数学会主席和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主

席期间，他为数学发展和数学教育的普及做了大

量工作。2002年底在接受采访时，巴斯提出了数

学领域所面临的两大挑战：

“有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是必须将资源

用于支持行业研究，这是一场与联邦政府和公共

机构持续不断的博弈；二是，我们是否正在吸

引足够的人才进入该领域，以保持质量和生产

率。”[6]

巴斯一生获得了许多荣誉。美国数学会1975

年授予巴斯柯尔代数奖（Cole Prize in Algebra）。

他于1980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1982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被

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巴斯在2001－2002年

期间担任美国数学会第56届主席，并且在2000－

2006期间担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此外，

巴斯还是2006年美国最高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7]

4.2 哈罗德•维多姆

维多姆是美国著名数学家，研究领域主要聚

焦于随机矩阵理论和可积系统领域。1951年，正

在读本科的维多姆代表纽约城市学院在普特南数

科学人物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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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竞赛中获胜，随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

士和博士学位。1955年，在卡普兰斯基的指导

下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

“AW*－代数的嵌入”（Embedding of AW*－

algebras）。他的哥哥是著名物理学家、康奈尔

大学教授本杰明•维多姆（Benjamin Widom，

1927－）。

1955－1968年期间，维多姆在康奈尔大学

数学系任教，受到著名数学家马克•卡克（Mark 

Kac，1914－1984）的启发，将注意力转向对特普

利茨和维纳—霍普夫算子的研究。这对他后来的

研究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并最终使他在可积系

统和随机矩阵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1968年

以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他的研究

领域是积分方程和算子理论，特别是半无限特普

利茨矩阵和维纳－霍普夫算子的范围的确定，以

及各类算子的范围的渐近性态。维多姆对特普利

茨行列式的渐近分析和各种算子理论推广作出了

开创性的贡献。数学家安东尼•特隆巴（Anthony 

Tromba）认为维多姆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分析领

域中的最聪明人物之一。

维多姆主要的合作者是克雷格•特雷西（Craig 

Tracy，1945－），他们在随机矩阵方面有着

共同的追求。他们合作发现了一类新的分布函

数，称为特雷西－维多姆分布（Tracy-Widom 

distributions）。与高斯分布相似，特雷西－维多

姆分布主要用来描述随机事件的波动。2002年，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协会授予维多姆和特雷西波

利亚奖（George Pólya Prize），以表彰他们在随机

矩阵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2007年，维多姆和特

雷西获得美国数学会颁发的维纳应用数学奖。[8]在

颁奖词中，美国数学会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

评价：

“维多姆和特雷西在随机矩阵理论方面作了

深入和原创性的工作，这是一门在整个科学领域

都有显著应用的学科，从中子在大核上的散射到

黎曼ζ函数零点的行为。”[9]

维多姆获得了众多荣誉。在1964－1965年

期间，他获得斯隆奖学金；1967和1972年，他

先后两次当选为古根海姆学者；2006年当选为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2012年又当选为美

国数学会会士。此外，维多姆还是《渐近分

析》（Asymptotic Analysis）、《积分方程与

应用杂志》（Journal of Integral Equations and 

Appl ica t ions）和《数学物理、分析与几何》

（Mathematical Physics, Analysis and Geometry）杂

志的副主编。同时，他也是《积分方程和算子理

论》（Integral Equations and Operator Theory）的

荣誉主编。

4.3 亚历克斯•罗森堡

罗森堡是著名数学家，主要研究领域聚焦于

抽象代数、伽罗瓦理论和二次型。他于1926年出

生在德国柏林，2007年在施韦尔特去世。1936

年，罗森堡与家人为了躲避战火先后搬到瑞士、

英格兰和加拿大，并最终定居在安大略省。罗森

堡有着惊人的数学天赋。1948年他在多伦多大学

获得数学学士学位，次年获得硕士学位，这与他

的博士生导师卡普兰斯基的经历极为相似。在卡

普兰斯基的指导下，他在1951年向芝加哥大学提

交了毕业论文“具有极小理想的单环的子环”

（Subrings of Simple Rings with Minimal Ideals）并

且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卡普兰斯基最早的博士生

之一。

获得博士学位后，罗森堡进入密歇根大学作

了一年博士后。在1952－1961年期间，他任教于

美国西北大学。他在美国西北大学所教过的学生

包括维拉•普利斯（Vera Pless，1931－），她是继

诺特后最杰出的女数学家之一。普利斯本科毕业

于芝加哥大学，后因在组合数学和编码理论方面

的工作而闻名。诺特和卡普兰斯基对她产生了巨

大影响，她曾言：

“我确实知道爱米•诺特的工作，它可能促使

我选择了代数领域，但我认为欧文•卡普兰斯基的

杨中明，王淑红：数学家卡普兰斯基的教育和科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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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才是我真正的灵感所在。”[10]

罗森堡于1962年进入康奈尔大学任教，在

1966－1969年期间担任该校数学系主任，并且在

1988年被康奈尔大学授予荣誉教授。1970－1977

年，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访问学者，并且

在1961年和1977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

座教授。罗森堡是洪堡奖（Humboldt Prize）获得

者。1986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担任数

学系主任。

罗森堡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抽象代数，包括将

同调应用于伽罗瓦理论和二次型。1962年，他与

格哈德•霍克希尔德（Gerhard Hochschild，1915－

2010）和伯特伦•科斯坦特（Bertram Kostant，

1928－2017）发表了霍克希尔德－科斯坦特－

罗森堡定理（Hochschild–Kostant–Rosenberg 

theorem），这一定理描述了部分代数的霍克希尔

德同调（Hochschild Homology）。[11]

以上我们介绍了几位卡普兰斯基的博士生，

这些博士生在卡普兰斯基的教育和影响之下各自

散发出不同的光芒，为数学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

非凡的贡献。这不但是他们自身的成长，也是卡

普兰斯基辛勤教育的甘果。

总之，卡普兰斯基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具有

鲜明的特色。通过开设讨论会和例会，运用启

发和探究的方式，培养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他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鼓励学生多阅读一些暂时与专业“无关”的东

西，特别是阅读大师的作品。他注重论文质量

而不是数量，主张要抱有开放性的心态，研究

具有领先性的原创数学问题，并且要付出坚持

不懈的努力。他的教学和科研具有鼓舞性，在

以问题为中心、以引导为方法的教学过程中，

把围绕在他身边的学生和年轻教职员工引入蓬

勃发展的新数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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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mparison and risk preven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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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lated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t pres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finitions,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O. Fur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O is studied. Based on these, the risk is analyzed.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STO has the support of real 

assets;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STO greatly reduces the financing threshold. STO also 

has the features of automation management at protocol level, 24 hours of trading, smaller units, etc. Bu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price volatility, the risk of STO can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TO are significant.

Key words: Security Token;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 financial supervis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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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s of mathematician 
Irving Kaplansky

Yang Zhong-ming, Wang Shu-hong
(College of Mathematics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American mathematician Irving Kaplansky has not only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mathematics, but also cultivated many outstanding students.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are worthy of our study 

and refer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literature, all these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e has an open mind, 

adheres to the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read widely and read more masterpieces. He also suggest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make pioneer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with leading quality as guarantee,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ersistent scientific spirit. These are all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our study,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Key words: Irving Kaplansky;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critical thinking

杨中明，王淑红：数学家卡普兰斯基的教育和科研特色



45

2013年初，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被雾霾笼

罩，同期由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

环境报告指出，我国最大的500个城市只有不到

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此外，在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到7个[1]。

当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环境问题以如此尖锐的形式

暴露出来时，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焦点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拥

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石化、钢铁、建材、发

电、煤炭开采和加工等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可预见

的未来将持续存在，不可能以专注于清洁型产业

的结构策略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2]。因

而，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

要手段及根本保证。

绿色技术创新，指企业通过对绿色产品、工

艺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来实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的绿色化，其可以达到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

双赢[3]。然而，由于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单

纯依靠市场力量往往使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

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企业在早期发展过程

中将大量资金投入非绿色技术上，技术路径的

依赖一定程度上加剧环境问题的恶化。因此，

有效发挥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实现

绿色发展至关重要。

环境治理政策作为政府规制企业经济行为的

重要政策措施，一方面，企业面临污染排放物的

限制，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获取经济产出以抵

消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挤

占技术研发资本投入，进而表现为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受环境治理成本的影响，

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投入的增加来降低单位产出的

污染排放量以规避环境治理成本的提升，直观表

现为环境治理政策加重了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惩

罚，环境技术的主动调整意愿较高，进而使得绿

色技术创新水平得以提高。

据此，本文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据的整

理，以两控区环境治理政策为研究背景，构建了

双重差分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政策对绿

摘 要：基于政策实验法，本文以1998年“两控区”政策为例，构建了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利用中国地

级市层面专利数据考察了环境治理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实证结论指出：双重差分模型较好

地解决了传统计量模型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合理的环境政策能够转变技术进步方向，有效提升中国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即验证了“波特假说”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存在性。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

治理政策的反应具有时间维度上的滞后性，随着环境政策执行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出显著的惯性及加

速效应。

关键词：环境政策，绿色技术，偏向性技术进步，双重差分

环境治理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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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此同时，结合环境治

理政策实施状况及绿色技术创新演化规律，利用

虚拟变量的设置，进一步探讨了环境治理政策所

引致的绿色技术创新在时间维度上的滞后效应。

1 文献综述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学者

们大都认为环境政策通过增加生产成本对企业

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政府环境治理

政策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治理，引进先进的生

产设备、采用先进的生产方法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进而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其次，环

境治理政策使得环境资源具有了经济物品的特

征，企业消耗环境资源进行生产时，需要支付

一定的费用，生产成本的增加导致利润率下

降，从而减少企业创新的动力[4]。谢乔昕利用沪

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

扰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扰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抑

制效应，面临更强环境规制扰动，企业的研发

投入更少[5]。与上述观点不同，部分学者认为环

境治理政策作为政府对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所

采取的政策措施，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

的增加来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以规避环

境规制成本的提升，最终将实现污染排放物的

降低，其直观表现为环境治理政策加重了行业

污染排放惩罚力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主动

调整环境技术的意愿，进而促使技术创新水平

的提升。Porter等人认为，合理的环境治理政策

可以刺激企业转向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形成

“创新补偿效应”，构建企业的先发优势与核心

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6]。随后，众多

学者以实证的手段支持了“波特假说”，认为合

理的环境治理政策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获取额外

的经济利润，进而推动企业技术进步[7-9]。

与传统技术创新相比较，绿色技术创新能够

大大缓解传统技术的非自然性、机械性的色彩，

并有效降低技术对自然生态圈的负面作用，现有

的关于环境治理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对以往的研究

进行扩展，基于中国地级市1994－2002年绿色技

术创新专利技术数据，探讨环境治理政策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影响净效应。在实证方法上，多数文

献通过构建环境规制指标以反映环境政策与技

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较难克服环境政策实施与绿

色技术创新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两

控区”政策的外生性较强，本文将其视为外部冲

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探讨环境政策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影响效应[10-11]。

2 制度背景、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2.1 两控区政策制度背景

伴随着跨步式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二氧

化硫成为中国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在

南方，二氧化硫浓度提高容易引起酸雨污染，如

在1997年，全国大致有40%以上的城市的年均降

水pH值低于5.6。为了有效控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

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对《大气污染防治

法》进行重新修订，提出通过两控区划定来控制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凡是划入两控区的城市实施

更加严格的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控制措施。1998

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环保局提交的《两

控区方案》，这是以城市为单位对两控区划分的

标准，对划入两控区的城市，其工业污染源的排

放必须达标，并且2010年的排放总量不得高于

2000年。

2.2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识别两控区环境治理政策对我国绿色技

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具体

如下所示：

GTit=βTCZc•Postt+Strit+FDIit+Tecit+εit   式（1）

式（1）中，c为城市，t为时间。被解释变

量GT为我国地级市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

量，TCZc为处理组的虚拟变量，如果城市实施了

潘仙友：环境治理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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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控区政策，那么该城市为处理组，TCZc的取值

为1；反之，TCZc的取值为0。Postt为实施两控区

政策的时间虚拟变量，1998年之后，Postt的取值

为1；反之，Postt的取值为0。为了有效识别两控

区政策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剔除其他可

能影响因素的干扰，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影响地

区绿色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主要包含了产业结

构（Strit），外商直接投资（FDIit）和科学支出

（Tecit），εit为模型的误差项。

2.3 数据说明

（1）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关于绿色清洁技

术的界定，主要参考了Aghion等人的工作[12]，通

过SIPO（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选择

1994－2002年的地级市脱硫专利面板数据，一方

面是因为该数据包含了1998年两控区政策实施前

后的年份，同时又避免了由于太长的滞后年份造

成其他政策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2）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的研究并考虑到

数据的可获取性，产业结构（Strit）以地区第三

产业所占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

投资（FDI it）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科

学支出（Tecit）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学支出

表示。

3 实证分析

3.1 基本趋势分析

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中，隐含了一个关键性

假设，即两控区和非两控区城市在1998年环境

政策实施之前绿色技术创新趋势相同，而环境

政策实施之后两者之间绿色技术创新趋势发生

明显异化。据此，我们对不同类型区绿色技术

创新数据进行了先验性的初步判断，图1列出了

1994－2002年两控区和非两控区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专利数量情况，1997年之前，两控区和非

两控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量相差不是特

别明显；而在1997年以后，两控区和非两控区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量的差异明显扩大。

初步证明，两控区环境政策是导致两控区和非

两控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不同演化趋势的

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实行之后，两控区

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速度逐步加快，原因在于

中央通过环境规制政策的落实将二氧化硫治理

效果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强化了地方官员

在二氧化硫治理上的积极性。

 3.2 DID回归结果 

基于式（1），本部分对两控区政策与绿色技

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具体回归结

果参见表1。第2列显示了两控区环境政策实施的

基本效应，从Tcz×Post的回归系数通过1%的显著

性检验可以得出，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

图1 绿色技术专利数据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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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第3列我们加入了影

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控制变量，Tcz×Post

的回归系数虽然有所下降（0.512），但依然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随着地区第三产业比重的

提升，对于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

著的正面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地方引

进先进设备、技术及知识的重要渠道，实际外资

利用额的扩大直接促进了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的提升；最后，绿色技术创新受其外部性及高风

险性影响，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资本的支撑。

因此，随着地方政府预算内科学支出比例的增

加，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样表现出正

面的影响作用。

表 1 DID回归结果

变量 不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Tcz×Post 0.917***(5.25) 0.512***（2.68）

Str 0.048***(2.91)

FDI 0.144**(2.19)

Tec 0.141*(1.62)

Obs 496 496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3 滞后效应检验

结合基本趋势分析我们发现，环境政策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为

了证实该论断的正确性，本文将Post这一政策实

施的时间虚拟变量拆分为每一年的时间虚拟变

量，并且将1997年作为基准年份，以此定量检

验了两控区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所表现出

的滞后效应。

首先，我们分样本考察两控区城市和非两控

区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从表2

的第2至3列所列示的回归结果可知，非两控区与

两控区城市样本的回归系数在1998年至2002年年

间均为正数，从两者回归系数值来分析，非两控

区城市从1998年1.81×10-15的水平持续上升到至

2002年的0.767，而两控区城市从1998年0.320的

水平持续上升到2002年的1.971。这意味着在我国

目前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环境下，地区绿

色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但相比较而

言，两控区城市在1998年至2002年间绿色技术创

新提升趋势更加明显。

其次，我们以全样本数据考察了环境政策

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作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回归结果列示于表2第4列。在全样本回归中，

Tcz×Post的回归系数均大于零，但只有2001年

及2002年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

检验。这说明两控区政策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

正向效应的确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大约为两至三

年。可能的解释是：环境政策的实施促使地区更

多地从事研发创新活动，从而使得环境政策的技

术创新效应大于成本效应。然而，由于政策的落

实及实施需要时间、人力及物力的投入，同时技

术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政策效应在时间维度上

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表 2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year TCZ×year

样本 非两控区城市 两控区城市 全样本

1998
1.81×10-15

（0.00）

0.320

（1.15）

0.253

（0.62）

1999
0.068

（0.65）

0.398*

（1.58）

0.262

（0.64）

2000
0.329**

（2.55）

0.767***

（2.90）

0.371

（0.90）

2001
0.397***

（2.75）

1.583***

（3.88）

1.118***

（20.72）

2002
0.767***

（2.76）

1.971***

（2.77）

1.136***

（2.77）

cons
-0.163

（-1.27）

-0.468

（-1.34）

-0.440

（-0.54）

R2 0.386 0.396 0.399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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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环境政策的实施

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意味

着，环境政策通过对全社会各部门之间期望利润

的调节，最终将向着清洁技术生产转型进而实现

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政策落实及实施

需要时间、人力及物力的投入，同时技术创新所

具有的风险性，政策效应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显

著滞后性。

围绕上述结论，主要的政策启示有：首先，充

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主导效应，完善环

境规制职能，严格执行标准的规制，如加强环境

税、合理调配排放限额、完善排污权交易等政策。

同时，就环境规制自身而言，应不断加大规制的投

入及监管，协调经济绿色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的生态补偿机制，合理安排和利

用环境资源。其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和

创新意识，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升绿色技术

创新能力。不断加大节能降耗的宣传力度，进一步

加强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工作，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然而，由于政策的

落实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初期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

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应优化环境政策

的实施环境，初期应对企业创新给予补偿，对其创

新成果予以保护，增强其创新动力。尤其是落后地

区，在实现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优先加大

地区政府R&D经费投入强度，与此同时，不断优化

和完善R&D经费投入结构作为未来不同领域R&D

投入的重要工作内容，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的有效提升。

责任编辑：赵令锐 校对：李琦 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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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我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标志人工智能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的“关键共性

技术体系”中，明确指出了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

服务技术的发展要求。2019年8月，科技部等六部

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

见》，提出重点加强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的任

务，要求加强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

节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基于数据智能的自适

配生产、智能创作等文化生产技术研发；开展文

化产品多渠道发布、多网络分发、多终端呈现等

文化传播技术研发；开展文化产品基于大数据的

个性化推荐等文化服务技术研发[1]。阅读产业作为

知识、文化服务的重要产业，其发展无疑会受到

人工智能技术的多重影响。

1. 人工智能与阅读产业的融合
人工智能简称AI，指在机器(计算机、机器人

等)上实现超越人类的感知、认知、决策、行动等

智能行为[2]。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方

面，人工智能的特点在于其知识加工、深度搜索

和可视交互核心技术，可以实现对知识持续增量

的自动获取，具备概念识别、实体发现、属性预

测、知识演化建模和关系挖掘能力，能够形成涵

盖大量实体规模的多源、多学科和多数据类型的

跨媒体知识图谱[3]。

阅读产业是指为消费者提供阅读产品或服务

的生产和传播活动的相关产业集合，注重阅读消

费的体验和效果[4]。互联网冲击了传统的阅读方

式，读者缺少阅读海量知识信息的时间。新的阅

读方式需能够通过某些手段来筛选有用信息，充

分利用读者的碎片化时间；且新的阅读内容生产

和传播方式要更基于读者或用户——内容生产

商通过与读者的即时连接，利用读者的阅读行为

相关信息和数据，更好实现知识信息的内容生

产与传播活动[4]。而人工智能在知识服务中的知

识加工、深度搜索和可视交互核心技术，恰好可

以满足新的阅读方式以及阅读内容生产和传播的

摘 要：人工智能在知识服务中的广泛应用，对阅读产业产生了多重影响。在阅读内容生产方面，人工

智能推动了阅读内容的加速生产，提高了写作效率，使内容生产实现定制化、批量化，使写作内容更具

前瞻性，也提高了选题命中率，节省了内容审核成本；在阅读产品传播方面，人工智能推动了阅读产品

的精准传播，实现阅读内容的精准推荐和广告的定向投放；在阅读服务方面，人工智能推动了阅读服务

的智能化，优化了购书体验，浓缩了阅读内容，创新了阅读内容的表现形式，降低了阅读门槛。人工智

能与阅读产业融合的同时，也显现出技术壁垒、创新意识缺失等问题。阅读产业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加强在阅读产品功能与传播模式上的创新，带来更加便利的阅读享受。

关键词：人工智能，阅读，阅读产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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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其中包含的智能推荐、智能撰稿、智能搜

索、机器翻译、语音识别、深度学习、数据挖掘

以及知识图谱等技术，都将对阅读产业产生多重

影响[5]。这种多重影响将体现在阅读产业的内容生

产、内容传播、用户体验层面上，具体表现为高

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传统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

革以及用户体验的智能化等。

2. 人工智能推动阅读内容的加速生产

2.1 提高写作效率

2016年，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研发

的人工智能“薇薇”，可以自主创作古诗，其创

作的古诗也通过了“图灵测试”；2017年，微软

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冰”自主创作的诗集《阳光

失了玻璃窗》完成出版。人工智能正在逐渐代替

人类完成一部分写作任务，其写作能力也在不断

提高。

阅读内容的生产与创作是阅读产业的基础，

大量优质作品的持续产出是阅读产业发展的必要

前提。自然人写作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与财力，这导致阅读产业的内容生产在一定程度

上滞后于其服务，自然人创作的优质作品的数量

也难以实现爆炸式的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在写作

上的应用，可以解除时间、成本等条件对阅读产

业内容生产的束缚，提高写作的效率。AI写作机

器人对阅读产业内容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2.1.1.内容生产的定制化

人类给AI写作机器人选择一些词语和短语作

为关键词，并设定写作内容的总体框架，AI写作

机器人就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自动并快速的抓

取关键词相关资料，再依据使用者的人工神经网

络进行意向创作，输出定制化的内容[6]。

2019年8月，我国首个科学新闻AI写作机器

人——“小柯”上线，目前已经用于科学网的新

闻创作中。“小柯”采用先进的机器算法语言，

以英文论文摘要为基础，迅速创作出中文科学新

闻的底稿。此外，“小柯”采用原创与二次创作

结合的创作方式生成科学新闻，通过语句智能筛

选，选择适合大众理解的文本，为公众和其他大

众媒体提供容易理解的科学新闻，实现了内容生

产的定制化[7]。

2.1.2 内容生产的批量化

AI写作机器人可以针对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对文本进行筛选和调整，让同一文本经过不同的

语意表达，形成多个针对不同需求的文本，批量

化产出内容。

AI写作机器人——“小柯”创作的新闻底稿

再经过专业人士和编辑的信息补充和人工审校，

这样二次创作的内容基本上能够满足我国一线科

研人员了解英文期刊上最新科学资讯的需求。一

次原创既同时满足了大众与科研人员的双重需

求，又实现了内容生产的批量化[7]。

2.1.3 写作内容的前瞻性

A I写作机器人可以综合物理学、认知科

学、神经科学等多领域的先进知识与技术，其

写作既能够在数据的不断更新中完成，又能够

实现自我适应与自我优化，从而创作出最新、

最优质的内容[8]。

2019年9月，深圳市智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

出的Giiso写作机器人写出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

文章，人工智能产品实现了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和

评价，这是人工智能写作的里程碑式的进步。

2.2 提升选题命中率

人工智能以读者阅读行为数据为基础，首先

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的自适应性调整以及前瞻

性预测，掌握目标消费群体的阅读偏好；再借助

人工神经网络与多任务并发处理技术，对阅读内

容进行智能化自动分析，筛选出符合目标消费群

体阅读偏好的内容[8]，提升选题命中率。

人工智能可以持续工作，不需要休息，从而

节约大量的内容选择时间。尤其是在阅读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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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出现新的热点事件或阅读偏向时，人工智能可

以快速、准确地筛选出符合此时消费者阅读需求

的内容，有效地应对阅读市场变化，这是人工选

题策划难以大规模实现的[8]。

美国的Callisto传媒公司，每个月收集6000万

余条读者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寻找用户搜索

行为中读者需求旺盛但没有相关图书的市场空白

点，运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拟定出版物的选题与

大纲，出版物从选题到上市，一般都在9周内完

成[9]。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选题策划对市场需求

的命中率的同时，还能大大缩短内容生产的制作

周期。

2.3 节省内容审核成本

传统的内容审核环节一般由人工来完成，虽然

有规定的审核规范与标准，但由于不同审核人员受

主观因素的影响，对审核规范与标准的理解不同，

导致规范与标准的执行存在漏洞，难免有“打擦

边球”的内容通过审核。而智能审稿通过大数据分

析，自动审查内容是否遵循新闻伦理法规、是否符

合读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具有传播价值，排除了

主观意识的影响，使判断更加客观[10]。并且人工智

能通过数据算法的更新与深度的机器学习，能够

不断提升系统对内容类型的识别和判断正确的概

率，使其更接近审核的标准。

此外，人工智能在内容审核上的应用，还可

以提高审核效率，降低审核成本。在2018年中国

计算机大会上，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马

维英表示，在其今日头条平台上，有600多个机器

学习模型，审核人员用标注好的数据训练模型，

模型就能够自动理解和识别内容，帮助审核人员

完成内容审核工作，为公司节省了超过十万的审

核人力[11]。

3. 人工智能推动阅读产品的精准传播
人工智能推动阅读产品的精准传播，是建立

在用户数据的大规模收集基础上的。人工智能可

以搜集包括阅读内容类型、阅读时间、阅读载体

使用习惯、阅读活动区域等在内的用户使用阅读

产品的多种类型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取目

标用户需要的阅读内容、阅读载体偏好以及区域

分布特征等数据，能够有效解决阅读产品传播过

程中存在的支撑信息不足的问题[12]。整个数据搜

集及处理过程完全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实时更

新数据，可以降低信息收集带来的高额时间与物

质成本。

3.1 实现阅读内容的精准推荐

推荐是连接人和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人工

智能可以根据阅读产品用户的个性化阅读偏好，

对用户的阅读内容、阅读时间、阅读载体等进行

预测，用户需要的阅读内容都可以被准确地推

荐，降低内容传播失败的概率，实现阅读内容的

精准推荐。

“今日头条”通过人工智能的“数据+算法+

机器学习”技术模式实现了内容精准推荐。“今

日头条”先对用户的基本特征信息进行初步挖

掘，然后分析用户的特征信息，最后给用户推荐

其有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13]。客户端后台对用户

使用习惯数据收集的时间越久，向用户推荐的内

容也会越符合用户喜好。

“考拉阅读”的阅读分级实质上也是阅读内

容精准推荐的延展。“考拉阅读”运用人工智能

的LSTM RNN长短期记忆循环神经网络，将一个

句子按照句法树、依赖关联等进行拆解，分析每

一个成分在句子中的比重，从而实现对阅读文本

的难度分级，再依据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内

容难度匹配，学生使用的频率越高，阅读内容难

度匹配的准确度就越高[14]。这与“今日头条”分

析用户的特征信息，给用户推荐其有可能会感兴

趣内容的精准推荐模式大同小异。

3.2 实现广告的定向投放

传统的广告推广大多采用粗放式人群划分的

方法，导致广告推广效果不理想。但利用人工智

能的标签人群定位技术，通过用户的基础身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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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居住地、语言等)的

记录，对不同类型人群的阅读兴趣进行关键词划

分，根据对用户的细化找到合适的人群做定向广

告投放，提高流量及转化完成率，做到广告的精

准推送[15]。正如“今日头条”的吴娟所言，“人

工智能让广告成为一条有用的资讯”[15]。

亚马逊图书商城的机器人Alexa，具有智能

推荐书单的功能，这种“推荐书单”就是一种定

向的广告投放。人工智能机器人Alexa通过分析

用户购买数据，向用户推荐图书，不同的用户因

为以往购书种类的不同，收到的推荐书单内容也

不同。微信公众号“书单”通过与“腾讯社交广

告”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做定向广告投放，提升

了公众号文章30%的阅读量[16]。这种定向的精准

广告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兴趣，从而使广告

营销达到理想的效果。

4. 人工智推动阅读服务的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完美契合了读者阅读

方式的新变化，优化购书体验，浓缩阅读内容，

创新内容表现形式，发展有声读物等，都是试图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阅读的门槛。

4.1 优化购书体验

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布的

《2019上半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分析报告》显

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实体书店销售继续呈现

负增长态势，同比下降11.72%[17]。实体书店受到

线上书店的冲击越演越烈，究其缘由，是线上书

店的服务比实体书店更能给用户带来便利的购书

体验。

人工智能已经应用于零售业，并形成了新零

售模式，图书零售亦可以积极融合人工智能的服

务技术，以此来优化实体书店的购书体验，例

如：采用电子价签，依据每月不同的营销策略改

变图书价格；应用take技术，让消费者可以在没

有导购的情况下，自行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使

用虚拟货架，通过IoT（物联网）技术，结合动态

可触摸屏幕，有效地提高门店坪效；在结算方式

上，支持无人结算、免密支付、刷脸支付等多种

不同的智能结算方式[18]。

除了优化购书体验，实体书店还可以利用人

工智能优化补货参数。2019年4月，京东物流宣

布与山西图灵教育达成合作，京东物流将开放

京东智能物流平台JDsmart，JDsmart的智能补

货计算模块，将图书分类管理，然后结合京东

的历史销售数据，优化补货参数，减少了实体

书店的进补货时间成本，给营业者带来了巨大

的便利，山西图灵教育的门店现货率预计将提

升至95%以上[18]。

4.2 浓缩阅读内容

阅读市场上的出版物逐年增多，阅读内容的

可选择范围也在加速扩大，缺少阅读时间正是

读者的最新痛点。“谷臻故事工场”抓住了这

个痛点，推出了阅读产业的浓缩咖啡——AI浓

缩书“谷臻小简”。“谷臻小简”做的是整句

摘取工作，标点内不做改动，提炼出一本书的

观点，浓缩一本书最精华10%，再整理出整本书

的结构框架与作者的思考路径，再厚的书，一

小时也能读完[19]。

要浓缩一部故事型小说的精华，目前“谷臻

小简”仍旧比不上人工提炼，但对于人文、社

科、历史、经管类的书籍，经过这些书的原作者

或编辑的比对，“谷臻小简”处理过的浓缩书，

内容准确率在85%以上[19]。目前，在亚马逊商城

有超过1000本的“谷臻小简”浓缩成的精简版电

子书在售卖。“谷臻故事”创始人走走表示，谷

臻小简这套工具将会首先面向大学生群体开放，

帮助大学生群体更高效的完成课业任务。

4.3 创新表现形式

我国国民的阅读习惯正在转向数字化，尤其

是21世纪的新生代消费者，更是数字化阅读的原

住民。如何创新阅读内容的表现形式，使其贴近

主流受众的阅读习惯，吸引新生受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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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阅读产业的一大难题。

百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传统的纸质类图

书升级改造为适应AI时代的新概念阅读载体——

“AI科普书”。目前已推出了《百度AI科普书－

科学大咖秀》《百度AI科普书－飞向太空》两

本AI科普书，通过百度APP图像识别书中百度相

关ICON插图，再组合图像搜索、语音搜索、AR

等手段，AI科普书为读者呈现出直观、生动、丰

富、权威的科普延展内容[20]。

在电子书方面，哈奇智能推出的首款AI触控

投影终端puppy cube光影魔屏，可以将电子书投

射在桌面上。在立投模式下，投射屏幕可达23英

寸，分辨率达1280×720，投射字体清晰，且没有

目前智能设备屏幕的蓝光损伤，能够有效减轻对

眼镜的刺激，支持长时间使用；同时，puppy cube

采用十点触控技术，通过触摸投射在桌面的屏

幕，就能够实现翻页、标记、书签、调节模式等

一系列常规电子书可以完成的操作，带来了电子

书的全新阅读体验[21]。

人工智能阅读产品不仅可以完成对儿童图书

表现形式的高要求，还可以减轻电子屏幕对孩子

的危害，加上其高互动性，父母可以和孩子共同

操控，让父母和孩子在阅读中加强沟通和了解。

因此，无论是百度AI科普书，还是puppy cube AI

触控投影，都更偏向于儿童阅读领域的阅读产

品。而未来的人工智能阅读产品，会更向成年人

群体倾斜，创新阅读内容的表现形式，让阅读不

再枯燥，内容演绎更生动。

4.4 用声音降低阅读门槛

4.4.1 有声读物的“定制声音”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对我国国民

听书习惯的考察发现，2018年，我国有近三成的

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

26.0%。0〜17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为26.2%，有

声阅读已经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22]。有声读

物保障了无法通过传统阅读方式进行阅读的特殊

群体的阅读权利，例如盲人、低文化人群等。由

此可见，人工智能语音合成技术在有声读物的制

作中的应用，对于我国阅读产业而言意义重大。 

2018年，讯飞阅读发布了“定制声音”功

能，用户录制并上传10段指定文本的声音，后台

会根据人工智能系统预设模型，对用户所录入的

声音信息进行识别与“克隆”，让用户实现用自

己的声音朗读图书，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可定制化

的个性声音选择方案[23]。外出打工的父母可以通

过“定制声音”的功能，让在家中的孩子听到用

自己声音讲的睡前故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情感交流问题。

4.4.2 智能阅读助手

除了个性定制有声读物的声音外，阅读市场

上还有AI智能助手来辅助阅读，Luka智能阅读机

器人、叮咚智能音箱等，都可以实现与人的简单

对话，根据声音指令朗读语音、播报资讯、检索

信息等功能。

以Luka为例，Luka是东方网力旗下人工智能

品牌物灵科技生产的一款人工智能阅读养成机器

人；Luka外观似猫头鹰，通过摄像头识别儿童绘

本封面，自动下载书籍信息并阅读，且支持英文

绘本，绘本识别度可以达到80%左右；Luka在朗

读书内文字时并非生硬的依次读出文字信息，而

是根据场景跟故事情节带有丰富的感情，且英文

发音纯正，家长也可以自己录制绘本的声音；除

了识别绘本，Luka内置的在线音频，涵盖了故

事、科普知识、英语、国学等多种有声读物；通

过触摸Luka，还可以与Luka对话，以此提高儿童

的阅读兴趣[24]。

在2018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主题峰会上，适合

家庭阅读场景的“叮咚”智能音响、融合数字阅

读的“AI虚拟偶像”等智能阅读助手纷纷亮相，

智能阅读助手将最大程度降低阅读门槛，解放读

者双手，让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智能阅读

助手目前仅在儿童阅读领域有着较为成熟的应

用，其普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但它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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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

5. 总结与展望
人工智能对阅读产业的多重影响主要体现在

阅读内容生产、阅读产品传播以及阅读服务三个

层面。首先，人工智能推动了阅读内容的加速生

产，提高了写作效率，使内容生产实现定制化、

批量化；使写作内容更具前瞻性，也提高了选题

命中率，节省了内容审核成本。其次，人工智能

推动了阅读产品的精准传播，实现阅读内容的精

准推荐和广告的定向投放。最后，人工智能推动

了阅读服务的智能化，优化了购书体验，浓缩了

阅读内容，创新了阅读内容的表现形式，降低了

阅读门槛。

人工智能推动了阅读产业的良性发展，但阅

读产业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一些问

题。首先，目前的人工智能阅读产品与服务还不

能满足成年人阅读的多种需求，智能化的阅读产

品大多都是为儿童阅读设计的，这是因为儿童阅

读对于产品功能上的使用较为单一，开发更多功

能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需要更多技术的

革新和时间的等待。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被更多

的应用于阅读内容生产以及阅读服务方面，而在

阅读产品传播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却很难融入。

2015年，“今日头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

准推荐，随后“抖音”等更多的产品都在模仿这

种精准传播模式。但精准传播模式不是最好的，

“信息茧房”、用户隐私泄露等精准传播导致的

问题也逐渐显现。阅读产业需要创新出更好的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的传播模式，而不是一直停留在

模仿现有模式的阶段。

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工

智能就在每个人身边，它已经渗透到了阅读产业

的内容生产、产品传播与服务过程中，并发挥了

其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我们必将更大范围地感受

到AI写作机器人、AI浓缩书、智能阅读助手等新

的人工智能阅读产品和服务带来的阅读便利与享

受，同时也会发现更多的问题。阅读产业要用积

极的态度去拥抱人工智能，进而真正得到人工智

能所带来的技术红利。 

责任编辑：方伟 校对：胡林元 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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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pl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ading industry
Liu Yang, Gu Zhe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knowledge services has multiple impacts in reading 

industry. In terms of reading content prod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elerats the production of reading content, 

improves writing efficiency, and makes content production customized and batch-oriented. The writing content is 

more forward-looking, which improves the click rate of topic selection and saves time of content review. In term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reading produ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the accurate dissemination of reading products, 

achieves accurate recommendation of reading content and targets placement of advertisements. In terms of reading 

servi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the intelligence of reading services, optimizes the book purchase experience, 

condenses reading content, innovates the expression of reading content, and lowers the threshold of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ading industry,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echnical barriers and lack of innovation awareness. The reading industry needs t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innovation in the functions of reading product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and bring more convenience to 

reading enjoyment.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ding; reading industry;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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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希腊时期便有人提出使用机械装置

手段来进行自然语言间的翻译 [1]。1903年，古

图拉特和洛在其著作《通用语言的历史》中指

出，里格首次使用了“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这一术语[2]。20世纪40年代，韦弗

和布斯提出用计算机进行翻译[3]。随着现代语言

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完全依靠计算机翻译无

法应对自然语言的纷繁复杂，MT成为当代十大

技术难题之一[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哈钦斯指出，语料库方法的引入标志着MT进入

了新纪元，即其分支学科——计算机辅助翻译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应运而生，翻译

工具和翻译记忆库的发展，使得更注重“人的参

与”的CAT迈向新时期[5]。

起源于西方的CAT在我国一度处于发展的停

滞期，改革开放后，国内该领域研究才逐渐兴

起[6]。近几十年，在国内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

带领下，我国的计算机翻译软件和工具如雨后

春笋般地进入商品市场，CAT终于迎来了发展的

繁荣期，从理论、教学、工具、行业四个维度

展开的研究进入了大众视野。武晓山 [7]和陈旷 [8]

分别从翻译记忆库、语料库的关系和MT与CAT

的比较着手，为CAT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参照；

王华树[9]和禹一奇[10]聚焦于CAT课程的引入和设

置，探索MTI教学维度的可能性；崔启亮[11]等关

注CAT技术革新和软件本地化，旨在提升CAT工

具质量；赵礼粉 [12]等将研究重点落在CAT行业

发展上，期望实现人才培养上的突破与创新。

为了进一步探知国内CAT近三十年来的研究现

状、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本文利用科学计量

学的研究新热点——科学知识图谱，进行总发

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高频关键词的信

息可视化分析，以期为该领域提供些微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CAT领域为研究目标，故将中国

摘 要：得益于我国近几十年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辅助翻译迎来了其发展繁荣期。本文以中

国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1988至2018年间刊发的关于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共词、聚类、战略坐标分析，考察总发文量、核心

作者、研究机构、高频关键词，以期梳理并展望该领域近三十年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该

领域研究经历爆发式增长后，目前趋于稳定；该领域拥有5位核心作者及22个研究机构；机器翻译和翻

译教学为两个较热的研究热点；MTI教学、翻译软件设计、翻译实践为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翻译，CiteSpace，知识图谱，共词，聚类，战略坐标

我国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三十年（1988－2018）
——基于CiteSpace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李婉婧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李婉婧，女，硕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计算机辅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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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AJD）中收录的论文

作为研究对象。以“计算机辅助翻译”为主题进

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输入检索条

件：年between （1988，2018）并且（主题=计算

机辅助翻译）（精确匹配），得到1988年至2018

年共31年间的399篇检索文献，去除不符合本研究

条件的文献（会议、课题介绍、导读、新闻等）

完成标准化检索，最终获取390篇文献。

1.2 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

视化软件，对CAT领域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

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该学科演化潜在动力

机制的分析和发展前沿的探测[13]。选用CiteSpace

（版本号5.3.R4）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运用共词、

聚类和战略坐标三种计量方法，绘制国内三十年

间CAT研究的知识图谱，包括核心作者、研究机

构、高频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知识分析1。

共词分析法通过统计词汇对的共现情况，来

反映词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而确定对应学科领域

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过程。聚类分析法根据词之间

的共现强度，将距离较近、共现强度较大的词聚

类起来，形成一个个概念相对独立的类团，使类

团内属性相似性最大，类团间属性相似性最小。

战略坐标以词的关注度为横轴，新颖度为纵轴，

建立二维坐标，根据词的象限分布梳理现状并预

测趋势[15]。

2 数据结果及分析

2.1 总发文量分析

在绘制知识图谱之前，利用Excel 2013对1988

年至2018年间国内CAT研究发文量进行简单统

计，得出图1。

就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先上升

后稳定的趋势。按照发文量的时间分布以及增

长情况[16]，国内CAT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88至2008年为萌芽阶段。该阶段每年的

论文产出量都在10篇以下，共计55篇，约占总

发文量的14%。1995年以前一度出现0篇发文量

的情况，这与计算机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有

关[17]。（2）2009至2016年为发展阶段。该阶段

的论文产出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共计241篇，约

占62%。计算机的普及使得CAT研究获得越来越

1 CiteSpace是一款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的软件，其核心知识图谱为共被引图谱，但从CAJD导入的数据缺少引文信息，无法绘制共被引图谱
（包含施引期刊图谱）[14]。从CSSCI导入的数据与之相反，但同等检索条件下仅能获取57篇文献，不足以支撑本研究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时间（年）

图1 1988－2018年国内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发文量的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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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者的关注并迎来发展繁盛期。（3）2017至

2018年为稳定阶段。该阶段的论文产出量趋于稳

定，并出现回落，共计94篇，约占24%。此时学

术界对于CAT的研究逐渐平稳，基本保持在中间

水平。

2.2 核心作者分析

2.2.1 高产作者

作者合作共现分析可以展现出该学科或领

域的核心作者群及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现强度

关系 [18]。

图谱表明，国内CAT研究领域高产作者较

少，作者合作共现密度较低，合作程度较低，三

人内小规模合作较多，如徐彬和郭红梅双人合作

形成节点连线；赵增韬和孙坤双人合作形成节点

连线；刘芹和禹一奇双人合作形成节点连线；宋

新克、张平丽和王德田三人合作形成节点连线。

其余作者未与他人有团队合作，整体并未形成一

定规模的合作团队[20]。
表 1 1988－ 2018年国内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高产作者

排名 作者 年 发文量 被引频次

1 王华树 2014 10 254

2 徐彬 2012 4 465

3 俞敬松 2014 3 127

4 陈旷 2017 3 7

5 赵礼粉 2016 2 6

6 孙坤 2017 2 0

7 宋新克 2010 2 6

8 李丽 2012 2 8

9 杨振刚 2012 2 3

10 刁洪 2017 2 4

11 徐德宽 2005 2 0

12 刘芹 2013 2 12

13 禹一奇 2013 2 12

14 崔启亮 2016 2 106

15 姜诚 2017 2 2

16 王德田 2010 2 2

17 张平丽 2010 2 4

18 武晓山 2008 2 2

19 孙婷婷 2018 2 1

20 赵增韬 2017 2 0

21 郭红梅 2012 2 215

22 宋春燕 2017 2 2

注：数据更新至2019年4月20日。

表 2 核心作者候选人综合指数表

排名 作者 综合指数

1 徐彬 492

2 王华树 422

3 郭红梅 230

4 俞敬松 172

5 崔启亮 133

6 陈旷 65

7 刘芹 50

8 禹一奇 50

9 李丽 46

10 赵礼粉 45

11 宋新克 45

12 刁洪 43

13 张平丽 43

14 杨振刚 42

15 姜诚 41

16 王德田 41

17 武晓山 41

18 宋春燕 41

19 孙婷婷 40

20 孙坤 39

21 徐德宽 39

22 赵增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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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核心作者

高产作者不一定就是核心作者 [ 2 1 ]。表1将

22位高产作者按照“Freq”（发文量）进行排

名，并纳入“Year”（年）列以及CAJD的“被

引频次”。

结合图2图谱颜色，可见孙婷婷、陈旷、赵增

韬、孙坤、刁洪、姜诚、宋春燕为该领域新生力

量，符合表1中年份数据。根据年轮大小，可见王

华树、徐彬、俞敬松和陈旷的出现频次最多，符

合“发文量”数据。

利用普赖斯公式[22]确定以上22位作者均为核

心作者候选人2；根据综合指数法[23]得出表2，确

定5位核心作者：徐彬、王华树、郭红梅、俞敬松

和崔启亮3。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徐彬自2006

年发表第一篇关于CAT的论文《CAT与翻译研究

和教学》[25]以来，便一直将其作为研究方向，并

重点关注将翻译技术引入教学课程及课程中的翻

译项目管理模块，论文被引频次极高。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MTI教

育中心翻译技术讲师王华树所撰写的关于CAT

的10篇论文将目光聚焦在了MTI教学、CAT技术

应用、翻译质量控制等多个子方向，并在2014

至2016年间以8篇论文的高产出出现突现（图

3），成为唯一突现，其在该领域的建树极具导

向价值。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郭红梅以翻

译理论与实践和英语教学法为研究方向，主要关

注翻译技术教学和翻译质量控制，与徐彬形成双

人紧密合作。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语言信息工程

2 普赖斯公式： （max 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文数，N 为最低发文量），计算得出N ≈ 2.37，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入选。
3 综合指数法：①候选人发文量折算指数=候选人发文量/候选人平均发文量×100；②候选人被引量折算指数=候选人被引量/候选人平均被引量×100；③
候选人综合指数=（候选人发文量折算指数+候选人被引量折算指数）/2，综合指数≥100的作者为核心作者[24]。

图2 作者合作共现图谱

注：图谱中的节点代表分析对象，出现频次越多，节点越大。内圈年轮颜色及厚薄度表示不同时间段出现频次。连线表示共现关系，粗细表明共现强度。
图谱颜色从蓝色的冷色调到红色的暖色调的变化表示某一研究繁荣期所处时期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冷色调表明繁荣期趋远，暖色调表明繁荣期趋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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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副教授俞敬松与王华树于2010年共同发表了第

一篇关于CAT的论文《计算机辅助翻译硕士专业

教学探讨》[26]，同时迈入该研究领域。不同于从

语言学入手的王华树，俞敬松从计算机科学入

手，以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与搜索引擎、计

算机辅助翻译技术为研究方向，旨在提高CAT技

术实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中国翻译协会本地

化服务委员会秘书长崔启亮主要以软件本地化为

研究方向，并重点关注译后质量追溯，以求缩小

国内外CAT软件差距。

通过分析上述五位核心作者，我们不难发

现，国内CAT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以MTI

教学、翻译质量控制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发文时

间大都在2010年之后，可见国内该领域研究仍有

极大的上升空间，我们期待一个更加成熟、联系

紧密的核心作者群。

2.3 研究机构分析

作者与机构的关系紧密。一方面，作者可以

带动所在研究机构的学科领域发展；另一方面，

研究机构也为作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基础与

氛围[27]。

图4表明，国内C AT的研究主力是大学机

构，且多为外国语学院，机构合作共现密度低，

合作程度低，仅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北京大学

MTI教育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图3 作者突现图谱

图4 机构合作共现图谱

科技与社会 S&T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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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整体并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机

构合作。

表 3 1988－ 2018年国内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机构表

排名 机构 年 发文量

1 北京师范大学 2013 8

2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2013 7

3 北京大学 2013 6

4 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 2014 5

5 西安翻译学院 2012 5

6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0 4

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

外语系
2010 3

8 江汉大学期刊社 2017 3

9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 2

10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2

11 成都理工大学 2018 2

12 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2 2

13 浙江外国语学院英文学院 2017 2

14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3 2

15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2

16 厦门理工学院外语系 2012 2

17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2016 2

18 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6 2

19 成都师范学院 2018 2

20 安徽财经大学 2008 2

21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
2015 2

22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5 2

由表3可知，北京师范大学发文8篇，北京师

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发文2篇，这与王华树

的10篇发文量相对应。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发文7篇，是刘芹、禹一奇和姜诚的所属机构。

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是王华树和俞

敬松的所属机构。其他作者也可与研究机构相

对应。江汉大学期刊社、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

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英文学

院、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师范学院

等成为新生研究机构主力。

可以看出，作者与机构之间存在一种相互

依存、互利共赢的关系。而遗憾的是，该领域

的高产机构数量偏少，彼此之间也并未形成一

定规模的机构合作，国内CAT研究的发展任重

而道远。

2.4 高频关键词分析

2.4.1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是该研究主题的高度浓缩词，一定程

度可以代表文献的研究内容。对关键词的共现和

聚类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在一段时间内的研究

热点[28]。

图5表明，国内CAT领域关键词偏少，但共

现关系偏强，共现密度高。节点“计算机辅助翻

译”外环呈紫色，表明该关键词中心性高，与其

他节点存在紧密联系，是连接不同研究方向的关

键节点。

将关键词按共现频次进行排名，并剔除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4小于0.01的关键词，制

成表4。

“计算机辅助翻译”以1.61的中介中心性

起着沟通整个研究领域的桥梁作用。从频次

上看，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辅助翻

译”、“机器翻译”、“翻译教学”、“翻译

技术”、“翻译”方向。“机器翻译”在2002

至2008年间出现突现，“翻译教学”在2010

4 中介中心性是CiteSpace中测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中心中介性越高，节点的重要性也越大。一般的，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节点称为关键
节点，在知识结构演变中扮演着特定角色[29]。

李婉婧：我国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三十年（1988－2018）——基于CiteSpace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63

表 4 1988－ 2018年国内计算机辅助
翻译研究高中心性关键词表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计算机辅助翻译 238 1.61

2 机器翻译 49 0.05

3 翻译教学 30 0.05

4 翻译技术 19 0.01

5 翻译 13 0.06

6 计算机 8 0.02

7 翻译软件 7 0.03

8 翻译硕士 6 0.08

9 信息技术 4 0.04

10 翻译技术教学 2 0.15

11 应用 2 0.08

12 术语 2 0.02

13 数据库 2 0.02

5 Modularity值（Q值）表示网络的模块度，值越大表示网络的聚类结果越好，一般认为Q > 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ilhouette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
的指标，越接近1，网络的同质性越高，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30]。

至2012年间出现突现（图6），成为两个最强

突现。

由此可见，国内CAT研究在语言学和计算机

科学两个研究领域都有了一定的进展，语言学领

域进展快于计算机科学领域。但时代的发展与信

息的更新也给学界提出了新命题，如何更新机器

技术、拓宽研究领域、提升应用水平仍是值得继

续思考的问题。

2.4.2 聚类标识词

在共现分析基础上，利用CiteSpace的聚类功

能进行进一步的聚类分析，采用LLR算法，生成

图7。

图中Q值为0.4512，Silhouette值为0.5673，该

图谱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合理5。

表5显示了聚类情况，聚类标识词按照节点数

进行排名依次为：术语库、机器翻译、mti、“互

联网+”、信息技术、翻转课堂、翻译硕士。其

科技与社会 S&T and Society

图5 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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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mti” 为英文短语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的缩写，翻译为中文就是“翻

译硕士”。为了使聚类更加精准明确，笔者将

“mti”与“翻译硕士”进行合并，总结归纳出该

领域的六个知识子群，表6给出了知识子群。

术语库是最大的知识子群，它包含了翻译工

作坊、外语教学、电子词典等方方面面的拓展领

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术语库是CAT技术的基

础。用户利用已有的原文和译文，建立翻译记忆

库和术语库[31]。在翻译过程中，系统自动搜索两

个库中相同或相似的翻译资源，给出参考译文，

使用户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而专注于新内容

的翻译[32]。术语库无疑为CAT研究奠定了基石。

机器翻译作为第二大的知识子群，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该子群下包含的关键词，如语言服务

行业、大数据等，也体现了MT之于CAT在当今条

件下的缺陷与不足。由MT向CAT过渡，已是大势

所趋。若术语库可定为基石，那么机器翻译实则

为开源。

mti和翻译硕士分别作为第三大和第七大知

识子群，加以合并后所包含的关键词主要以计算

表 5 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号 节点数 轮廓值 平均（年份） 聚类标识词

0 11 0.791 2014 术语库

1 10 0.703 2013 机器翻译

2 9 0.659 2010 mti

3 7 0.47 2013 “互联网+”

4 5 0.752 2014 信息技术

5 4 0.963 2014 翻转课堂

6 3 0.767 2013 翻译硕士

机辅助翻译课程、翻译能力、翻译过程为主。这

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

科生和硕士生而逐渐兴起的研究方向，前文所分

析过的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都在为该方向的发展

而添砖加瓦，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渴望都驱使着研

究的成熟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强调的：“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

国家强[33]。”我国CAT的发展会推动mti教育的发

展；反之，mti教育的发展也会为国内CAT的发展

而助力。

“互联网+”是第四大知识子群，它是信息时

代知识社会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互联网+”

即“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二者并非简单相

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

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该知识子

群顺应新时代背景的要求而产生，包括翻译教

学、翻译技术、人才培养等关键词，在该背景

下调整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具体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法，是顺应时代发展、响应时代号召的一

种体现。

信息技术是第五大知识子群，包含翻译工

图6 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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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语料库技术、翻译记忆技术等关键词。与前

几个关注语言学领域的知识子群不尽相同，它所

关注的是计算机科学领域，即提高计算机的性能

以促进辅助翻译的发展。该知识子群下的研究论

文主要以国内外CAT软件为研究对象，国外的软

件包括Trados，memoQ，Déjà Vu等，国内的软件

包括雅信、雪人等，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的软件

技术相较于国外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翻转课堂作为第六大知识子群，其涵盖的

mooc、课堂活动组织等关键词反映了国内CAT的

新兴趋势。“翻译课堂”也即“颠倒课堂”，指

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到学生。“mooc”也即

“慕课”，是“互联网+教育”时代下的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两者实际上都是互联网新时代下

CAT课程可以引进的新尝试，相关研究论文也正

是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有益探讨。

2.4.3 关键词时区分布

为了分析国内CAT研究在不同时间段的研究

热点，生成图8。

从图8可以看出，国内CAT研究经历了两个发

展的繁荣期：（1）1999至2004年为基础性概念讨

表 6 聚类知识子群及关键词表

知识子群 关键词

术语库

翻译工作坊、外语教学、

英语专业、trados、课程设置、

术语、电子词典、电子出版物等

机器翻译

翻译记忆、翻译记忆库、语言服务

行业、译后编辑、人工翻译、

大数据、数据库等

mti（翻译硕士）

英文、翻译、翻译能力、计算机辅

助翻译课程、翻译过程、应用、

计算机、辅助翻译等

“互联网+”

翻译教学、翻译技术、人才培养、

语料库、“互联网+”教学、

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等

信息技术

翻译记忆技术、计算机辅助、

翻译工具、语料库技术、

信息素养、商务英语翻译等

翻转课堂

翻译技术教学、mooc、课堂活动组

织、课程设置、翻译技术教学、

学术型研究生等

图7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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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阶段。该阶段出现了机器翻译、翻译记忆等关

键词，讨论内容以理论研究为主，为日后的多样

化发展奠定了基础。（2）2010年至今为新问题深

入讨论阶段。此阶段乘上了大数据时代的快车，

开始关注翻译教学、信息技术、人才培养、语言

服务等新方向，相关论文的年产出量也在不断攀

升（数据参考图1）。这两个繁荣期诠释了国内

CAT从理论转向实践的研究历程。

2.4.4 关键词战略坐标

为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现状并预测发展趋势，

以关键词的关注度为横轴，新颖度为纵轴，按频

次将51个关键词进行标号，建立二维战略坐标[34]

（图9）。

图8 关键词时区图谱

注：时区图谱侧重于从时间维度来表示知识演进，某一时区文献越多，说明该时间段成果越多，处于繁荣期，反之则处于低谷期。各时间段间的连线关
系可以表现各时间段间的传承关系。

图9 关键词的战略坐标

注：关键词不同的象限分布代表着不同的发展程度，第一象限为“核心领域”，第二象限为“潜在领域”，第三象限为“边缘领域”，第四象限为“基
础领域”。

李婉婧：我国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三十年（1988－2018）——基于CiteSpace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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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坐标图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目前

国内C AT研究的不足，5 1个关键词中没有任

何一个关键词位于第一象限“核心领域”，也

就意味着当前该领域缺乏关注度和新颖度均大

于0的研究主题，学术界暂无发展成熟的研究

内容。

位于第二象限“潜在领域”的关键词有35

个，如翻译工作坊、翻转课堂、人工智能、“互

联网+”等。这些关键词出现在2013年之后，是大

数据时代来临所带来的新局面，遗憾的是这些新

主题还未引起专家学者们足够的关注，但无疑拥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相信随着关注度的提高有

些研究内容会转入第一象限成为未来的核心研究

内容[35]。

有10个关键词位于第三象限“边缘领域”，

如英文、翻译记忆库等。这些关键词的关注度

和新颖度都低于0，一是在于其局限性，如“英

文”，可视为起步阶段的探索性尝试，如今的

CAT软件并非仅仅处理中文与英文间的转换，故

而该关键词逐渐被舍弃。二是在于其饱和性，如

“翻译记忆库”，对于该内容的研究基本上是重

复性研究，失去了新意，趋向饱和。

剩下的6个关键词位于第四象限“基础领

域”，如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翻译记忆

等。这些关键词关注度高但新颖度低，属于该领

域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内容。

3 讨论与总结
通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1988至

2018年间国内CAT研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进行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从发文量来看，国内CAT研究成果呈先上升

后稳定的趋势，可分为萌芽（1988－2008）、发

展（2009－2016）、稳定（2017－2018）三个

阶段。

高产作者有22位，核心作者5位；研究机构有

22个，研究主力多为高校的外国语学院。机构与

作者间存在互利共赢的关系。

研究热点从早期的基础性概念讨论阶段

（1999－2004）转向了现今的新问题深入讨论阶

段（2010年至今）。机器翻译和翻译教学出现突

现，成为两个研究热点。

翻译硕士作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在未来仍将

保留其热点位置；实现国内外无差别的翻译软件

设计[36]，将成为业界长久的奋斗目标；将CAT与

更多学科融合，是未来的必由之路。

诚然，如今的国内CAT研究已经不可同日而

语，但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它依旧存在着

一些问题：（1）总体发文量偏少，年发文量仅在

50篇左右；（2）作者与作者、机构与机构之间都

缺乏合作，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3）

研究主题较为集中，略显单一，缺乏成熟的研究内

容；（4）整体关注度不高，缺少研究热情。

我们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入该领

域，提高发文数量与发文质量，形成体系完善、

眼界开阔、覆盖全面的学者及团队合作，实现研

究主题多样化，推动国内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走

向更加宽广的大舞台！ 

责任编辑：胡林元 校对：李琦 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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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rapid progres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recent decades, CAT has ushered in a period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iteSpace, the thesis uses papers on CA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s from 1988 

to 2018 in CAJD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 as research object, to make visualization analyses 

of the total quantity of published articles, core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high-frequency keywords through co-word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strategic coordinate analysis, so as to reveal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in China’s CAT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explosive growth, the research status in this field tends 

to be stable; there are 5 core authors and 22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is field;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are the two hottest research hotspots; MTI teaching, translation software design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will become the 

research trend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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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n Xian-yo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licy experiment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the "two-control-zone" policy which released in 1998 as 

an example, constructs a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 model,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atent data 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point out that the DID model effectively overcomes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econometric models.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an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China'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hich proves that the existence of "Porter hypothesis"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response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has a lag effect, and gradually shows significant inertia and acceleration effects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green technology;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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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是电视科普节目的井喷阶段，全

国共有26家电视台开办科教频道。此后十几年

中，科教频道数量锐减，科普节目原创率低、重

播率高、自制量少、存活周期短[1]。在相对小众

的电视科普节目市场中，多档国外优质科普节

目被引进中国，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英国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美国探索频

道、日本NHK（National Broadcaster）自然地理

类纪录片以及美国电视科普节目《流言终结者》

（MythBusters），这些节目的收视率长期占据各

个科教频道的头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第十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作为传统的

大众媒体，电视仍是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

要渠道。利用电视获取科技信息的公民比例为

68.5%，高于包括互联网和报纸在内的其他途

径1。2014年12月出台的《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

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把满足公众的科

普需求和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主要任务，这也对

新时代的科普创新、包括电视科普创新提出了

新的要求。而具备公民科学素养的人数逐年提

升，也为电视科普节目的创新和升级带来了新

机遇。如何让科学传播辐射更多人、更加有效

地通过电视媒介进行科学传播，这些问题值得

思考。

本文探讨三档知名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

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利用

电视媒介进行科学传播的节目制作策略和传播

摘 要：电视科普节目是提升大众科学素养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研究选择三档传播效果优质的电视科

普节目，探究其节目话题分布并建立拟合方程以了解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通过对300个样本的分析发

现，传播效果优质的节目在话题的学科方面以物理居多；节目的感性因素与理性维度间呈现出正相关关

系。基于《流言终结者》的数据，本研究验证了制作手法、视距感、感染力、贴近性、创新性、戏剧性

和趣味性等七个因素对电视节目传播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科学传播，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走向公众的“赛先生”
——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王彩臻1，金兼斌2

（1. 中央电视台，北京 100000；2.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作者简介：王彩臻，女，硕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研究方向为纪录片内容及产业研究，科学传播。
	 金兼斌，男，博士，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媒介采纳，使用和效果研究，
	 传播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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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细数据请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5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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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 研究背景与文献梳理
科学传播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科技内容

及其研究方法在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

同体、媒体、公众、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

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它指除了科技知识生

产之外与科技信息的交流、传达和评价的所有过

程[2]。英国皇家学会则在《公众理解科学》中指

出：传媒对公众理解科学这项事业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传媒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到科学传播的

主体之中。电视作为中国公众获取科学信息和知

识的第一媒介，即使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仍是具

有强大科普潜力的科学传播渠道。由此可见，电

视科普节目在电视媒介发挥科学传播功能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电视科普节目在中国电视媒体经历了几十年

的发展，已经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作品存

在可延续性低、收视率不高的问题。而电视科普

节目作为电视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的主要载体，其

传播效果如何衡量、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在当今

多渠道传播环境下，也都需要重新加以考量。若

能够找到将节目的多渠道传播都考量在内的传播

效果测量方法，同时基于真实的优质电视节目为

案例，寻找影响其传播效果的因素，将对今后的

电视科普节目制作和传播提供借鉴，提升节目的

影响力。

1.1 电视科普节目科学传播效果的测量

传播效果的研究为电视节目效果研究提供了

理论参考。金维一将效果分为“信息层（或者认

知层）、情感态度层、行为层”三个维度[3]。在

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研究领域， Burns提出，效

果是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

公众对科学产生某种效应，其中包括：意识、愉

悦、兴趣、形成观点、理解[4]。具体来说，公众感

知到信息形成认知，认知内化为态度，态度外化

成行为，从对科学内容和科学原理的知晓，到对

科学事件的理性分析，再到愿意对具有科学依据

的事实进行传播，愿意对含有科学技术成分的新

事物采取接纳、购买、体验等行为[5]。以上研究表

明，对科学传播效果的测量可以通过由浅入深多

个层次的公众感受获得。

测量公众感受较常用的方式之一为收视率。

在国内，学者常用的电视网收视数据来源为央视

索福瑞，用以开展本土电视科普节目发展的研

究。在国外，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的媒体机构也进行过类似

“收视率”的研究。传统的收视调查有其可取之

处，因收视数据简单易明，能客观地显示观众的

实际收看行为[6]，但收视率数据样本总量过小、

电视用户群体年龄分布固定、阶段性波动原因复

杂的局限性显著，影响了对整体公众圈层的感知

测量。

综上，当前针对电视科普节目科学传播效果

的研究中，暂时缺少将电视节目网络化传播纳入

研究数据的统计方式，对于海外版权节目的传播

效果也难以找到能够与国内节目直接进行数据对

比的方法。本研究正是希望探究出能够更加科学

地衡量如今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的指标，进而

探究传播效果良好的节目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1.2 影响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的因素

国外学者及媒体机构对影响电视节目传播

效果的因素研究相对成熟。美国学者赫伯特

（Herbert Howard）等人在译本专著《广播电视节

目编排与制作》中用“感染力”这一概念衡量电

视节目的传播效果[7]。在他们的研究中，“感染

力”分为七个维度：冲突或竞争（人身危险性冲

突、危及名声或成就的威胁、设置要解决问题的

冲突、思想观点的冲突、内心的冲突、体育冲突

与竞争），戏剧性，爱、浪漫与性感，人情味，

情感的激发（除爱心和生活情趣以外），信息

（电视科普节目中的科学信息和原理解读），重

要事件。上述框架为本研究探究电视节目传播效

果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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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影响节目传播效果的因素，也开

展了相关研究。有学者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总

结出了科学性、实用性、答疑解惑三个因素，也

有学者把指标划分为教育性、科学性、思想性、

艺术性、技术性[8]；也有学者从叙事学理论及戏剧

理论的角度上，对电视节目的“故事化”潮流进

行了解读[9]，也有研究对科普节目中运用到的叙事

（选题、故事化、冲突、悬念、视角、结构与节

奏）和情景（真实与再现、写实与写意、声画结

合）进行描述[10]。

此外，基于麦克斯韦尔－麦考姆斯等人提

出的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解释，公众对于媒介

呈现信息的反应存在较大差异，其差异的来源

主要可归结于相关性（Relevence）和不确定性

（Uncertainty）两个概念[11]。据此，本研究在传

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加入了“贴近性”这一

因素。

当前针对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研究中，缺少一个相对全面地兼顾到多理论、多

维度描述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尤其需要兼顾探

讨科普节目的专业性及作为电视节目的可观性。

因此，本研究尝试将制作手法、视觉感、创新

性、感染力、戏剧性、趣味性和贴近性七个因素

纳入分析框架。

1.3 电视科普节目的感染力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

电视科普节目对可观性的提升是否会影响科

学事实的呈现？有学者认为适当的增强节目感染

力不会影响节目的科学内容呈现[12-13]；也有学者认

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4-15]。

“泛娱乐化”“噱头实验”等一系列词汇总会伴

随着部分感染力较强的电视科普节目出现在评论

文章中。对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目前研究中暂

未有过定量的展现。

本研究希望对以下问题进行回答：

（1）公众对节目的感染力与科学性感知是否

具有相关性，二者间是否此消彼长。

（2）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如何更加客观

全面地测量。

（3）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受到哪些因素

的何种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

本研究选取《流言终结者》《走近科学》和

《加油向未来》为样本。

《流言终结者》（Mythbuster）开播于2003

年，是美国Discovery频道的科学传播节目，在中

国27家电视台播出。截至2012年，全世界范围内

每周约有1000万用户收看《流言终结者》，在中

国每天约有4500万个家庭，约1亿用户收看。在

Youtube网站上《流言终结者》每更新一集，视频

点击量基本都会破亿。其被认为是激励了众多美

国高中生学习理科，攻读物理和机械工程专业的

推动者，也一直作为电视科普节目中超出观众预

期的高质量标杆[16]。

《走近科学》栏目1998年6月1日开播，是中央

电视台第一个大型科普栏目。十多年来《走近科

学》生产了超过3000期的优质电视科技节目，在各

类节目评奖中屡次获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表扬，已成为中国电视科普的一面旗帜[17]。

《加油向未来》是中央电视台2016年推出的

科普节目，目前播出11期，播出时间段为周日晚

黄金时间，取得了同时段前三的收视率。截至

2017年1月，该节目的关键词#加油向未来#在社会

化媒体平台新浪微博的阅读次数达到4.7亿次。

根据置信度、允许误差与样本容量的计算公

式可知，误差范围在5%，置信度为95%的情况

下，最终抽取研究样本总量确定为n=300，分析单

位为科普话题，单期节目可以存在多个话题。 

抽样总体为《流言终结者》的737个话题、

《走近科学》的3000个话题和《加油向未来》的

63个话题。抽样框为目前互联网平台中能够回看

的三个节目中的全部视频，其中包括《流言终结

者》737个话题，《走近科学》2164个话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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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向未来》63个话题。最终样本中包括《流言终

结者》151个话题、《走近科学》87个话题、《加

油向未来》63个话题。

2.2 关键概念测量

本研究中涉及一系列概念的测量，说明

如下。

2.2.1 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

如前所述，单一的收视率无法客观衡量节目

的传播效果。本研究中，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从

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综合收视率、网络曝光

量和口碑倾向。综合这三部分，本研究采用了央

视索福瑞的收视率数据和主流视频客户端（哔哩

哔哩、ACFUN、优酷、土豆、爱奇艺、腾讯视

频）等平台的点播数据。除《加油向未来》和

《走近科学》之外，《流言终结者》的收视率以

“收视指数”作为标的，引入该概念的主要目的

在于解决《流言终结者》的单期节目传播效果问

题，使其可量化且相对客观。

“收视指数”的操作性定义为：综合多加媒

体平台的节目播放量，以平台用户活跃度和节

目曝光数量为基准加权所得。在不同平台的权

重分配方面，赋值依据为：截至2017年1月，相

关短视频（即视频名称中出现节目名称字眼的

短视频或节目正片）总和播放量大小。因哔哩

哔哩、ACFUN、爱奇艺、youtube的综合播放量

比例约为4:3.5:1.5:1，因此以B站（0.4）、A站

（0.35）、爱奇艺（0.15）、youtube（0.1）的数

据加权为节目《流言终结者》进行编码；《加油

向未来》《走近科学》以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

究提供的收视率数据进行编码。被抽中的节目收

视数据按照从1〜10的区间重新赋值，换算成新数

值进行编码，其中网络媒体数据截止时间为2017

年2月5日。

2.2.2 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这一概念在本研究中会以拟合方程表述，方

程的七个因子在上文已介绍过来源，现对各个因

子具体解释如下：

“制作手法”指的是电视科普节目中制作

团队后期专业性因素集合，可以从布景、图像

剪辑、旁白使用比例及伴奏类型四个方面进行

考量。

“视距感”指的是电视科普节目中镜头转换

调度的因素。

“创新性”指的是节目中内容呈现全流程里

的独到之处，可以从选题、实验、环节设计及表

达方式四个方面进行考量。

“感染力”借鉴于美国学者赫伯特（Herbert 

Howard）等人提出的概念，指电视科普节目在情

绪上让“观众想看”和“持续观看”的原因，可

以从冲突或竞争、戏剧性、爱、浪漫与性感、人

情味、情感的激发、信息以及重要事件八个方面

进行考量。

“戏剧性”借鉴于国内学者结合戏剧理论进

行的相关研究，指的是节目中戏剧冲突及视听感

受的展现，可以从布景、气氛渲染、剧本化情

节、对白结构、人物塑造及夸张手法六个方面进

行考量。

“趣味性”借鉴于海内外多媒体机构对节目

影响因素的研究体系，指的是节目整体氛围给公

众带来的趣味感受。

“贴近性”指的是由上文综述提到的议程设

置心理学解释衍生而来的指标，用以测量节目话

题、节目互动带来的节目内容与公众的接近性，

可以从话题制造、媒介期待及节目互动三个方面

进行考量。

以上概念均以内容分析法中的编码表（篇幅

问题，本文未给出）进行测量。

本研究中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 22，对编码

表进行Cronbach's信度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建

构维度的α值均高于0.6，且创新性和感染力因素

的α值高于0.8，说明各维度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编码过程共有两位编码员参与编码，抽取前30条

数据case进行信度计算，得到结果为95.2%，超过

95%，通过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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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测量除定类数据的采集，还将研

究假设的节目特色、节目制作、节目对知识的传

播、节目感染力、受众接近性以及科学性以多级

测量的方式化为多个维度的编码类目，类目J到

R2均为该部分的研究类目。类别变量部分，本研

究采集了收视情况、内容特征、节目话题、争议

性和时长等，能够完整地刻画三档节目的基本情

况。编码表类目符合测量的要求和目的，因此具

备表面效度。

3. 研究发现

图1 三档节目样本话题的学科分布

多学科 28.4%

物理 34.8%

其他 3.0%

心理学 1.3%

数学 1.3%
环境学 2.0%

信息技术 3.7%化学或
材料学
9.0%生物或医学

16.4%

社会学 1.0%

自动化 1.0%

考古学 0.7%

体育 0.3%

3.1 学科层面的科学议题选择：描述性分析

对《流言终结者》151个话题数据的收视指数

进行统计，因数据量较大，现以第十四季的七期

节目样本数据为例进行展示：

如图1所示，三个节目共计301个话题数据在

学科层面的分析结果表明，政治经济、文化类、

地理类的节目话题数量为0。学科中出现最多的四

类依次是物理（34.8%）、多学科（28.4%）、生

物或医学（16.4%）以及化学或材料学（9.0%），

四者在类目数量上只占据总类目3的23.5%，但加

和权重占据了总体的88.6%。由此可知，电视科普

表 1 《流言终结者》收视指数（以第十四季数据为例展示）

期次 哔哩哔哩 ACFUN 爱奇艺 YouTube 加权后所得收视指数

第一期 6.1 5.6 5.6 3.3 5.57

第二期 5.0 5.7 5.7 1.6 5.01

第三期 1.6 1.6 1.3 3.6 1.76

第四期 2.8 7.9 4.4 2.7 4.82

第五期 3.9 1.7 2.9 7.6 3.35

第六期 2.6 5.2 2.8 4.8 3.76

第七期 2.7 6.6 2.6 3.4 4.12

2 类目J到R分别为“趣味性”“创新性”“接近性”“知识性”“制作叙事性”“戏剧性”“感染力因素”“受众贴合性”和“科学性”。
3 总类目即图1所示的全部共计12个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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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在内容的学科选择上有所侧重，且偏向于理

工科知识，其中物理知识是首选话题。

3.2 感染力与科学性评价间的相关关系

节目的感染力主要通过感性调动达成，而节

目的科学性往往通过理性阐释获取，二者之间是

否具有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问

题。本研究的编码表中“感染力因素”与“科学

性”两个一级类目的测量即为感性与理性认知，

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

表 2 感染力与科学性的相关分析结果

科学性
感染力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342**

注：**：p<0.01。

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极显著正相关，说明节

目的公众在观看的结果来看，感性与理性的认知

方向未产生认知不协调。

3.3《流言终结者》节目的收视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为寻找构建“制作手法”“贴近性”两个因

子的恰当变量，对编码表中的多个类目数据结果

进行分析和调整，结果如下：

表 3 关于“制作手法”“贴近性”构成变量的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

子类目 制作手法 贴近性

媒介期待 3.75

话题制造 3.56

节目互动 2.25

布景 1.3

图像剪辑 2.22

旁白的使用比例 4.68

伴奏类型 2.48

因子分析结果，最终将媒介期待、话题制

造、节目互动三个变量凝聚为贴近性，而布景、

图像剪辑、旁白的使用比例、伴奏类型四个变量

凝聚为制作手法。因此，本研究以制作手法、视

距感、感染力、贴近性、创新性、戏剧性、趣味

性作为回归方程的7个模块，以节目收视指数作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

验结果中特征根结果小于1，条件指数除第七个维

度之外均小于10，且相关矩阵中未出现逼近1的数

值，说明七个因子未出现多重共线问题，无须进

行重新归类。

将其进入到线性回归模型中，得到拟合方

程F值为36.856，在95%的置信水平下结果显

著，拟合方程通过检验。各项自变量的回归系

数如下：

表 4 关于节目收视指数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化系数
Beta t值

创新性 971.37** 0.228 3.284

感染力 1174.75*** 0.679 9.222

贴近性 722.65* 0.122 2.007

戏剧性 646.76* 0.151 2.313

视距感 -3235.97** -0.154 -2.979

趣味性 -2259.40* -0.149 -2.032

制作手法 507.26* 0.137 2.564

注：***：p<0.001   **：p<0.01   *：p<0.05，表5同。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表 5 关于节目收视指数的影响因素拟合方程的方差分
析结果

项目 平方加和 df F

回归 13495556355 7 36.856 ***

由结果可知，方差分析结果显著，说明该方程

可以很好地反映七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将方

程中各个自变量分别设为X1、X2、X3、X4、X5、

X6、X7，节目收视指数为Y，那么能够反映各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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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收视指数的预测关系的拟合方程结果为：

Y=971.37X1+1174.75X2+722.65X3+646.76X4-

3235.97X5-2259.4X6+507.26X7+α+e   式(1)

其中α，e为常数项。

该式说明，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与创新

性、感染力、贴近性、戏剧性和制作手法五个

因子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以上五方面的增强将

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其中感染力对传播效

果提升最为显著；而同时，电视科普节目的传

播效果与视距感和趣味性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其中视距感的增加（即中远景镜头的增加）会

加大程度降低传播效果，趣味性的增加也会削

弱传播效果。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多档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

果测定，并以其中一档（《流言终结者》）为

例，探究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有哪

些，试图寻找打造当代受公众喜爱的电视科普节

目需要具备的要素。

研究发现，传播效果优质的节目在话题的学

科方面以物理居多；节目的感性因素与理性维

度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以关键概念“收视指

数”对《流言终结者》节目的传播效果展现，

能够将电视台和网络同时传播的海外版权节目

的各期传播效果进行同体系量化，便于研究与

比较，说明本研究中针对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

效果测量具有一定说服力。

此外，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本研究以

《流言终结者》为例，经过多次调整，最终将制

作手法、视距感、感染力、贴近性、创新性、戏

剧性、趣味性作为回归方程的7个模块，得到拟合

优度较高的线性回归模型。以上七个方程模块给

出了今后电视科普节目制作的着力点和方向。

4.2 如何打造公众喜爱的电视科普节目

如今电视媒介的用户使用时长正在走下坡

路，收视率下滑且人才出走严重，但是电视科普

节目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提

升质量，为打造优质的传播效果努力。以此为目

的，根据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期

为未来的节目制作和传播提供借鉴

一是传播渠道的去电视化。作为抽样框的

三档电视科普节目中，《走近科学》的社交媒

体影响率最低，传播效果最差。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在于，节目的传播渠道过于单一，仅限于

中央十套与央视网。其他视频平台偶有专题页

面，但依然是央视网的链接集结而成。且央视

网网页设计陈旧，无法存储用户评论信息和浏

览计数，不利于内容的有效传达。台网联动已

成旧概念的今天，优质内容依然是各大平台所

逐之鹿，独家概念被逐渐弱化，多平台播出成

为节目常态。科普节目不应例外，而需走出电

视台，形成“去电视化”的传播渠道，主动接

近目标用户未成年人与科学爱好者 [ 1 8 ]。从未

成年人的角度，一方面可以联系主流视频聚合

平台进行同步播出，另一方面可以拓宽社交网

络互动，以“两微一端”的精编短视频传播引

流。从科学爱好者的角度，科普聚合网站如果

壳、中国科普网等均是优质合作媒体平台。

二是内容制作向影响因素展示的维度靠拢。

上文结论已表明，对收视指数具有正相关影响的

维度分别为将制作手法、感染力、贴近性、创新

性、戏剧性。因此，在内容制作中，需增强与美

国、荷兰、日本、韩国等拥有优秀技术的团队进

行交流学习，加强编剧及用户研究团队的紧密配

合，随时掌握用户反馈并及时通过编剧对节目方

案进行修正，即培养“用户思维”。 

三是加强各个环节的融合。电视台可以与自

媒体公司或网络媒体平台合作，共享流量的同时

互补短板，提升内容制作。加强叙事形式和实验

形式的融合（比如《流言终结者》和《加油向未

来》）都直接以实验带动科普，故事只出现在先

导片或原理讲解环节，在情绪带动上仍有不足；

而《走近科学》用叙事推动科学原理的层层剥离

王彩臻，金兼斌：走向公众的“赛先生”——电视科普节目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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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冗长矫情。最好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实

验类节目为基础，将故事化情节有机融入。

四是加强增值服务的开发，提升多维度影响

力。首先是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力提升：《流言终

结者》在美国的科普战略中备受关注，总统奥巴马

多次邀请主创团队来白宫交流，并在最终季亲自为

节目站台；《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导演表示了

自己对节目的感谢。其次是盈利空间的拓展。目前

国内电视台的科普节目主要依靠电视台拨款，广告

业务创收。因此，在主流商业模式中，除广告之

外，分成和增值服务都是可开拓利益点。

五是互动的多元联动。国内以科普为工作重

心的机构甚多：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科学

院，公共领域的科技馆和科技类传媒平台、各类

非政府组织，教育领域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领域

的科研院所等，都是科普节目制作的资源整合

方。《加油向未来》第一季节目与中国科学技术

研究院深度合作，此后各季节目不断增加合作广

度，先后与北交大物理实验中心、中科院科学传

播局、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

家国家级专业科学机构开展了深度合作，保证了

节目在科学原理解释和实验缜密性上的完备，如

果在此基础上加强与科技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互

动和资源置换，或许会有更加突出的效果，一如

知乎中网友所言“《加油向未来》有沧海遗珠之

感，是被忽视的好节目”。

责任编辑：方伟 校对：李琦  马健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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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的支持力度以及科普需

求的逐步增强，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主要目的

的科普场馆得到了大力发展，在促进国家创新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在“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工程”中就明确

提出“提高科技馆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1]。《北

京市“十三五”时期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也

强调了要优化科普场馆服务体系、提升科普基地

服务能力、提高基层科普服务水平，构建以综合

性场馆为龙头，以专业特色科普场馆为支撑的科

普服务体系[2]。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增强

公众科学素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心

关怀和高度重视，也为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供了

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

为解决科普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优质科普资

源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

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等问题，加快北京地区

科普基础设施优化建设已是当前科普工作的重要

内容。科协作为社会化大科普的主力军，组织、

实施、推动社会化大科普格局是其职责所在。北

京市科协以北京科学中心为科普主阵地，汇集整

合北京地区的科普资源，打造科学传播体系，这

些举措将为推动社会化大科普格局、辐射带动区

域科学传播工作职能的发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

置和利用、建设引领全国科学传播创新发展的示

范体系作出贡献。

1. 国内科普场地现状分析
为促进北京市科普基础设施资源的优化建

设，提升北京市科普的传播能力，本研究通过实

地调研、文献梳理，分析北京地区及国内其他地

区科普资源分布，科普场地的运营、服务、资源

共建共享等方面情况，以期为开拓科协工作及科

摘要：为夯实科学普及之翼，顺应世界科学中心科普资源整合、公开、开放性的发展趋势，北京科学中

心科学传播体系建设将优化、整合北京地区的科普资源，通过关联周边、辐射周边、融进周边，实现科

普的普惠性发展需求，让科学普及全方位渗入城市创新和公共生活。本文从国家对科普工作的政策支

撑、科普的新形势和发展需求着手，分析了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的背景和意义；结合国内科普场地的调

研，从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的目标、主要内容等方面对科学传播体系建设思路给予详细阐述；并从北京科

学中心建设实际出发，对如何夯实北京科学中心传播体系的核心、如何推进区域科普场地协同发展、如

何强化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的辐射和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科学传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北京科学中心，科普场地，科学传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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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

1.1 北京地区科普场地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取调研统计方法，具体包括数据收

集、实地调研及专家访谈等方法；调研对象为北

京地区科普场地，包含科普场馆、科普教育基地

及公共场所科普宣传场地。基于调研数据，分析

北京地区科普现状呈现以下特点。

科普资源总体分布不均衡。据统计，2018年

底北京地区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科技

馆29个、科学技术博物馆82个。如图1所示，29个

科技馆中，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

丰台区、石景山区6城区共有17个，占北京地区

科技馆总数的58.62%；而通州区、顺义区、怀柔

区、平谷区等10个郊区共有12个科技馆[3]，其中大

兴区没有科技馆。

区域科普力量以政府为主导、呈现区域定位

特色。由政府部门所属或资助的科技场馆、博物

馆、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公共场所科普资源发展相

对较好，而由企事业投入的科普基地发展相对较

弱、数量少。区域科普发展水平和特色与各自的

区域定位有关，每个区在不同的发展定位上发挥

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科普手段比较单一、资源利用率低。北京市

大部分科普场地建设缺乏创新，服务大众的科普

手段仍主要以开放参观为主；科普资源服务水平

的地区性、部门性和行业性差别较大，资源信息

和服务渠道不畅，相当数量资源尤其是许多优质

科普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利用率低。企事业单位

参与科普的总体意识不强，仅有少数企业对外科

普，并且手段仅限于供参观或对企业业务的简单

了解，缺乏关于企业技术创新、职工技能培训、

企业文化、科技产品体验互动以及科普产业化等

方面的科普活动。科普场地宣传和推介工作略显

薄弱，除科普场馆外，其他科普场地的科普并非

主业，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员及相应的经费投

入，科普场所有效利用率低。

网络科普设施建设参差不齐。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整合、开发相关网络科普资源的网络科普

设施，诸如数字科技馆、科普网站、综合网站的

科普频道等存在资源重复建设与空白现象并存、

科普内容不成体系、受众定位不清晰等问题。

科普资源共享性较差。16区的大量科普资源

分散于各区、各系统及各行业，由不同部门投资

开发建设，所有者不同，所以没有形成共赢互利

机制，资源整合与共享存在一定的困难。

1.2 国内科普场地发展趋势

基于对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川、重

庆、辽宁等科普场地的实地调研，国内科普场地

发展的一些新举措和发展趋势可归结为四点。

一是以公众为中心，打造公众探究学习、终

图1 2018年北京地区科技馆的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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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学习的科普场馆服务环境是当前科普场馆发展

趋势。例如通过对重庆科技馆馆校合作特色、辽

宁科技馆展品互动性设计、四川科技馆“开放、

亲民、高效”建设发展理念实施的调研，发现场

馆的建设和发展要以公众为中心，才能做到真正

地服务于公众。

二是以质量为出发点，打造高质量展教资

源，不断促进场馆活力和创新发展。例如重庆科

技馆以“国际先进•国内一流•重庆特色”为建设

目标，通过科教展览、科学实验、科技培训等形

式和途径，馆内工作人员通过自主研发、不断完

善、不断拓展展教资源，打造的展教资源体系得

到公众认可。

三是突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资源品

牌。优秀的科普场地都注重打造特色科普资源品

牌，品牌的打造是一个慢慢积累发展的过程，在

品牌资源的打造过程中，影响力和实力得到不断

发展，也必然促进科普场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是社区科普工作需要积极融入社区综合服

务中，社区工作的科普服务，要做到科普社区与

和谐社区的融合。例如福建军门社区的科普工

作，体现出了科普与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其

社区科普工作始终融入谐社区的文化建设中。

1.3 国内科普场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为

科普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2017年我国科普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为2.78[4]，从2018年全国科普

统计数据也可以发现科普场馆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2018年全国共有科普场馆1461个，比2017年增

加了22个，增长1.53%[5]），但在建设层面，依然

存在“重复建设”以及 “一年热、二年冷、三年

无人问津”的“新馆效应”；在运行层面，存在

“重管理、轻经营”“重形式、轻内容”，以及

“重展轻教”“以展代教”“有展无教”等被业

界批评多年的问题[6]。科普场地的发展有待引入新

的机制，国内科普场地的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存

在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运营管理不到位、

高层次人才缺乏等问题。

总之，从国内科普场地的发展现状来看，一

方面，科普资源的运营、建设、管理需要从单位

发展和员工成长需求出发，建立有效的发展机

制，促进员工和单位共同成长；需要加强和统筹

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建立可持续的科普服务机

制。另一方面，科普场地的发展要着重从传播对

象、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传播效果

等层面加强研究和建设，既要做到科普资源融合

发展，又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实现科普场地的

可持续性发展。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应发挥和

统筹好北京资源优势，建设与首都功能定位相匹

配的科学传播体系，夯实科学普及之翼，为创新

发展做好支撑。

2. 科学传播体系建设思路
基于调研分析，打造科普资源的共享整合机

制，促进科学传播体系建设已是当务之急。北京

科学中心作为首都科普的重要阵地，主要空间资

源有“生命•生活•生存”主题馆、儿童乐园、首都

科技创新成果展、科教专区、科学广场等。展教

理念为“展教结合，以教为主，突出科学思想和

科学方法的传播”；开发实施的展教资源包括深

度科普的展线课程，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科普讲座，基于实践的探究式的展厅实践活动，

遵循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Mathematics, STEAM）教育理念的主题实验

室资源，培养青少年自主学习能力的特色营地活

动，服务科技教师成长的精品科学课程以及60余

所中小学的教育合作基础等。以北京科学中心为

龙头，聚集整合北京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专题

馆、科普基地等科普资源，打造科普资源共建共

享平台，必将促进北京科学中心功能的发挥和北

京科普资源的持续性发展。

2.1 建设原则

北京科学中心传播体系建设要遵循以下原

孙小莉，苗秀杰，吴 媛，陈华龙：北京科学中心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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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是服务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首都核

心功能、服务创新中心建设，统筹区域发展的需

要；二是创新基层科普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落

实科普理念与实践双升级的工作要求，提升基层

科普服务的覆盖面、实效性和获得感；三是因地

制宜，服务为本，努力实现基本科普服务均等

化；四是上下联动共享，科普资源效用最大化；

五是有序推进，逐步壮大体系规模和影响力。

2.2 体系建设目标

以创新的服务模式，进一步落实北京市科协

科普职能，立足北京科学中心场馆建设，聚集整

合北京地区科普资源，实施创新科普工程。通过

创新科普主题内容及展教方式、科普资源联动模

式，将北京科学中心建成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相

匹配的、世界一流的科学中心。

3. 科学传播体系的主要内容

3.1 规划设计传播体系的框架

将体系建设统筹到北京科学中心建设发展的

实践中，加强北京科学中心传播体系的发展规

划、运行机制、保障措施和标准的制订；强化科

普人员的管理能力、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等方面

的培育和考核；强化科普资源创新、整合、共建

共享的实施路径。

3.2 建设科学传播的“1+16+N”框架

构建北京科学传播体系“1+16+N”框架，1

是指北京科学中心，即核心层；16指北京市16个

区，为统筹层；N指以各区社会化专业科普资源，

即辐射层与汇聚层。构建以北京科学中心的科普

资源为基础,以16区社会公共科普资源设施为依托

的“1+16+N”的大科普格局，不断推动北京市的

科普能力整体协同有序发展。

3.3 制订科学传播体系的考评、管理机制

制订北京科学传播体系的评估、考核、管理

标准。依据认定标准，征评出北京科学传播体系

下的北京科学中心分中心或特色科普机构。北京

科学中心传播体系的考评重点关注机构重视科普

工作的程度、科普机构资质、科普设施规模、科

普人才队伍、特色资源、经费来源等方面，并将

共建、共享指标纳入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的评估

中，指导科学传播体系有序和持续性发展。

3.4 推进16区科普资源调研和统筹工作

开发、整合北京地区的科普资源要立足于16

区科普资源进行调研和统筹，在北京科学传播体

系的组织保障体系的支撑和指导下，推进16区科

普资源调研工作。在挖掘和利用好现有资源的基

础上，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整体规划设

计加以指导和服务，实现其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功

能的最大化发挥，为北京地区科普资源整合、共

建、共享做好支撑。

3.5 构建科学传播体系的保障体系

北京科学中心传播体系建设要有明确分工和

职责，要形成上下联动、横向联合的科学传播体

系的组织保障网络。设立专项经费支撑、提供专

业化的培训以及专业的指导团队，提升开展科普

工作的实力，推进“1+16+N”体系下的科普资源

的流动、互借、共建、共享。

3.6 规划设计科学传播体系的合作网路

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围绕北京科学中心，树立

和构建“大科普”格局，秉持“开放创新合作共

赢”发展理念，谋求与北京市区域内的各类科学传

播相关单位广泛合作，积极探索“科技馆+”系列

发展模式，通过“馆际合作”“馆校合作”“馆

企合作”，不断拓展和创新科普内容、形式、服

务手段，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网络。

3.7 规划设计科学传播体系的信息支撑机制

服务北京市科普工作的总目标，在规划建设

“1+16+N”体系的同时，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

支撑，建设科学传播服务绩效评估、公民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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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监测、科普经费社会化众筹、科普场馆联网

服务、科普场地资源共享服务以及特色资源、专

题资源的服务等信息化体系，优化科普设施和科

普服务体系建设。

4 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的建议

4.1 多维建设，夯实科学传播体系的核心

北京科学中心作为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体现

北京地区科普工作大视野、大科普、国际化的高

度，要以提升首都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加强科普

能力建设为目标，打造一流科学中心和与首都定

位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支持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建

设。一是要从场馆的展教主题、展教内容、特色

专区上进行重点打造，体现科学中心“展教结

合，以教为主”的展教理念，充分发挥科学传

播、科技教育、科技交流、成果展示作用。二

是要以公众为中心，强调深度科普、精准科普，

着力加强对科普主题策划、科普人群定位、科普

模式和手段的研究，把展项定位于科学发现、科

学实验、科普活动的实体工具，并挖掘展项背后

的故事，策划系列课程及科普实践活动，打造有

深度、有内涵的高质量展教资源和科普内容，提

升科普服务效能。三是创新科普活动的内容和模

式，注重创新文化的培育，生态理念、创新能力

的培养，注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内涵在展项中

的体现，注重特色科普资源品牌的打造，强化展

项的科学性、互动性，突出科普在创新思维培

育、理念创新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4.2 协同发展，创新科普服务模式和理念

把区域科普场地的协同发展纳入科学传播体

系建设中，统筹规划全市科普场地资源，按“建

设发展统筹、规划错位布局、资源共建共享”

的思路，集中优势力量，推进区域科普资源的

协同、融合、共赢发展，实现科普资源最大效

能的发挥。在展教服务组织上创新，真正落实

“1+16+N”辐射带动作用，将科普力量广泛散

播于北京各区，乃至京津冀范围，扩大传播体系

建设的范围和影响力。在资源合作上创新，加大

与专业场馆、社会科普机构、高校、研究机构的

合作，充分利用专家资源优势联合设计展品及活

动，也可尝试以空间换资源、展项互借等方式促

进展项来源的多元化，既能引入符合北京科学中

心体系发展要求的科普资源，也为科普资源效用

发挥提供发展空间。在资源管理上创新，汇集科

协的科普资源、各成员单位的力量进行建设，发

挥创新管理模式的作用。

4.3 强化体系建设的辐射和服务功能

要改进北京地区科普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就

要统筹考虑区域科普资源的持续建设和发展，

发挥北京科学中心的“龙头”作用，通过“馆

际合作”“馆校合作”“馆企合作”，不断突

破地域局限、领域局限和体制局限，推进行业

协作与跨界合作，着力推进科技人文互融、优

势资源互补、平台共建共享、人员互访互鉴、

发展互惠互利的现代科普场地发展模式。一方

面，统筹考虑北京市整体情况以及地方需求及

协同利用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和特色设计，

确定合理的建设规模，注重先进技术的示范应

用，有序推进新场地的规划建设和现有场地的

改造提升。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区域的科技资

源分布、地方特色及资源环境现状，坚持以受

众为中心、以“需求牵引，技术推动”为核心

思想进行顶层设计，在对16区进行科普资源、

区位特征等情况摸底后，因地制宜、分阶段、

分步骤展开“1+16+N”的体系落实工作，逐步

强化体系建设的辐射和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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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日益

发展、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国

家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无论

是国际多边组织的科技创新框架讨论还是单一国

家的创新战略，都同时关注到创新者个人作为连

接多元创新主体的关键作用，以模仿和应用为主

的赶超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各国科技发展的需要，

实现颠覆性、引领性创新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全

体人民的创新活力和创造力，“人”逐步成为国

家创新体系的核心。

为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创业热

情，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地方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动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众创空间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

主体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为掌握创新政策实施成

效，本文以北京、杭州、南京、西安、武汉和合

肥等6个城市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

分析了创新主体的创新政策获得感。

随着我国推动创新步伐的加快，创新政策也

逐渐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创新政策衍变[1-2]、创新政策合理性评估[3-4]、实

施效果评估[5-6]、创新政策影响力[7-8]、创新政策国

际比较[9-10]等方面，大多以文献数据、访谈案例为

主，调查数据相对较少，也较少从创新主体角度

评价创新政策。本文基于调查数据，从创新主体

对创新政策的知晓程度、政策落地评价以及政策

落地影响因素三个角度深入分析创新主体的创新

政策获得感，从而反映创新政策的落地进度。

1. 数据及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科协于2018年4月

开展的相关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北京、杭州、

南京、西安、武汉和合肥6个城市，调查范围涵

摘 要：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决胜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思想，出台了许多

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为了摸清创新政策的落实情况和突出问题，分析影响创新政策落地的关键因素，

本文选取了六座创新发展较突出的城市，调查了创新主体对创新政策的获得感。调查发现，创新主体对

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相对较低，且城市差异明显，创新政策数量过多、缺少实施细则等因素制约了

创新政策落地。

关键词：创新政策，突出问题，政策落实

我国创新政策落地评估
——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分析

李 慷，张 静，邓大胜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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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Survey Report

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众创空间、创业团队等各类机构，

调查对象包括科研骨干、科技管理人员、企业

负责人等。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在调

查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循社会调查规范，保证了调

查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课题组根据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六个城市就业人员数量和

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对六城市调查样本进行了

权重调整，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5份。

1.2 样本分布

参与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基本合理，城市、

机构类型等分布较为适当，对各类创新主体有

一定代表性。从样本的城市分布看，西安市占

28.4%，北京市占25.8%，南京市占17.3%，杭

州市占10.8%，武汉市和合肥市分别占8.7%和

9.0%；从机构类型分布看，高校占35.9%，科

研院所占19.7%，企业占31.0%（国有企业占

16.9%，民营企业占14.1%），众创空间或园区

占4.6%，创业团队及其他占8.8%；从身份看，

48.5%为机构负责人，27.9%为内设部门负责人，

4.4%为一般管理人员，11.9%为专业技术人员，

7.3%为其他人员。

2. 创新政策知晓情况

2.1 创新政策关注情况

半数受访者关注创新政策，尤其关注地方政

府出台的政策以及与人才评价相关的政策。43.8%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创新政策，5.5%表示比较

关注，50.7%表示不关注（图1）。武汉受访者中

49.1%表示非常关注创新政策，比例高于其他五个

城市，其中比南京高13.7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出台的创新政策得到更多关注

（78.7%），比例高于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

部委政策（60.1%）和本单位出台的创新政策

非常关注
43.8%不关注

50.7%

比较关注
5.5%

图1 受访者对创新政策的关注情况

图2 受访者对各方面创新政策的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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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从城市看，杭州受访者中44.1%关注

中央层面出台的创新政策，比关注地方政府创新

政策的比例低38.3个百分点，两者差距大于其他

五个城市。

从政策内容看，受访者更关注人才评价

和激励政策（67.9%），其次是科技经费管理

（58.8%）、科技平台建设（44.4%）和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38.3%）。关注税收优惠政策

（19.2%）、知识产权保护政策（16.0%）、科技

金融支持政策（13.7%），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比

例低于10%（图2）。不同类型机构中，除普遍关

注人才评价、经费管理和平台建设领域创新政策

外，科研院所受访者格外关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政策（52.8%），园区受访者较关注税收优惠政策

（43.3%）。

2.2 创新政策了解情况

超七成受访者表示很了解创新政策。对于近

年出台的创新政策，有77.3%的受访者表示很了

解，9.2%表示了解一些，仅有13.6%表示不了解

（图3）。从城市看，超八成南京（85.8%）、武

汉（80.7%）受访者表示很了解创新政策，分别比

合肥高21.4、16.3个百分点。从机构类型看，国有

企业（84.7%）和园区（83.3%）受访者表示很了

解创新政策的比例相对较高，高校和科研院所占

比分别为77.0%和76.7%。

3. 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创新主体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相对较

低，且城市差异明显。55.4%的受访者认为科技平

台建设方面的创新政策没有效果，认为人才评价和

激励（53.3%）、科技经费管理（52.5%）、知识产

权保护（52.5%）、科技成果转移转化（51.3%）方

面创新政策没有效果的受访者比例也均超过五成。

另外，约四成受访者认为市场准入（42.9%）、税

收优惠（41.7%）、科技金融支持（41.5%）、科技

中介服务（40.2%）和容错纠错机制（37.1%）方

面的创新政策没有效果（图4）。

杭州和合肥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相对较

低。杭州受访者中认为科技经费管理（67.6%）、

科技平台建设（63.4%）、税收优惠（56.3%）、

市场准入（53.5%）、科技金融支持（52.1%）、

科技中介服务（ 5 0 . 7 % ）和容错纠错机制

（47.9%）方面创新政策没有效果的比例高于其

他五个城市；合肥受访者认为人才评价和激励

（62.7%）、科技成果转移转化（59.3%）和知识

产权保护（59.3%）方面创新政策没有效果的比例

高于其他五个城市。

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存在城市差异。北京

受访者对科技平台建设政策无效性反映最强烈

（60.4%），对科技经费管理政策评价相对较高，

34.3%认为科技经费管理政策很有效果或有些效

果；杭州受访者对科技经费管理政策无效性反映

高于其他政策（67.6%），对人才评价和激励政策

有效性评价相对较高（36.6%）；南京受访者对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效果较不满意（56.6%），对

人才评价和激励政策效果相对满意（35.4%）；西

安受访者中51.1%认为科技平台建设政策实施没有

效果，比例高于其他政策，44.1%认为科技经费管

理政策实施很有效果或有些效果，好评高于其他政

策；武汉受访者对科技经费管理政策无效性反映

最强烈（56.1%），对人才评价和激励（43.9%）

和税收优惠（43.9%）政策有效性评价最高；合肥

受访者中62.7%反映人才评价和激励政策没有效

果，认为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实施很有效果或有些

效果的比例相对较高（40.7%）（图5、图6）。

很了解
77.3%

了解一些
9.2%

不了解
13.6%

图3 受访者对创新政策的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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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受访者评价各领域创新政策实施无效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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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城市受访者对创新政策没有效果的比例

（
%
）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北京 杭州 南京 西安 武汉 合肥

科技经费管理 科技平台建设 科技金融支持 税收优惠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人才评价和激励

知识产权保护 容错纠错机制 科技中介服务 市场准入

图6 不同城市受访者对创新政策有效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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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政策落地的影响因素

4.1 创新政策数量过多

据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信息服务网的不完全统

计，截至目前，中央层面出台促进创新创业的文

件600余份，各地出台的文件已有近4000条。对于

近三年出台的创新政策，有50.4%的受访者认为数

量太多，26.6%认为适中，仅有4.9%认为目前的创

新政策数量太少。从城市看，杭州受访者认为创

新政策数量太多的比例相对较高（70.4%），其次

是北京（58.0%）和合肥（52.5%）（图7）。

4.2 缺少操作细则、涉及部门较多

从城市看，创新政策缺少操作细则是北京

（57.6%）、杭州（50.0%）、南京（64.0%）

和西安（48.1%）政策实施的最主要困难，政策

涉及部门多且难以协调是武汉（48.1%）和合肥

（42.9%）政策实施的最主要困难。在六个城市

中，杭州受访者反映政策涉及部门多且难以协调

的比例相对较低（37.9%），合肥反映比例最高

（52.4%）。五成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和单位在

创新政策实施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创新政策缺少

操作细则（54.7%）和政策涉及部门多且难以协

调（49.7%），相较而言，反映科技服务体系不

健全（29.5%）、管理部门对政策的响应不积极

（22.4%）、政策之间存在冲突（18.7%）、容

错纠错机制尚未建立（13.9%）、政策本身不符

合实际（12.1%）和执行新政策会带来不利影响

（11.7%）的比例相对较低（图8）。

图7 不同城市受访者反映政策过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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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受访者对创新政策落地困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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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新环境存在短板

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仍

是创新环境的短板。与其他方面的创新环境相

比，北京（65.1%）、杭州（66.2%）、南京

（61.1%）对宽容失败的氛围的好评度最低，西安

（61.3%）、武汉（56.1%）、合肥（59.3%）则

对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的好评度最低（图9）。

4.4 人才评价激励政策诉求较大

64.7%的受访者认为最需要人才评价和激励方

面的创新政策，47.8%认为需要科技经费管理类

政策，40.6%认为需要出台科技平台建设类政策

（图10）。从机构类型看，除了上述三方面政策

外，科研院所受访者中表示需要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政策的比例为47.3%，高于其他机构；民营企业

受访者中表示需要科技金融支持政策（32.6%）和

税收优惠政策（31.5%）的比例相对较高；园区受

访者对科技金融政策（56.7%）、税收优惠政策

（43.3%）的需求较大。

5. 建议
第一，要重视各类创新主体的作用。创新的

图9 不同城市受访者对创新环境好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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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不仅来自于国家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

需要，来自于企业竞争的需要，来自于学术界

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对于未知领域的求知探

索，还来自于普通科技工作者对依靠科学技术

与创新实现美好梦想的诉求。归根结底，创新

的不竭动力来自于不安于现状、求知探索的个

体。必须激发人的创新创业潜力，使之成为推

动社会与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确

立企业和大众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同等重要的两

大支柱地位。既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企业在技术

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也要重视发挥高素质

创新人才的领军作用，同时要服务广大人民群

众的创新创业活动。

第二，适当把握政策出台的频率和节奏，着

力在细化和深化上下功夫。以人才评价和激励

政策为突破口，坚持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评

价标准，推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

度落地。实行专业技术人才分类评价，确定科

学合理、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为各类创新主

体成长创造空间。扩大“人才双向流动”试点范

围，支持更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带着科研项目

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建

立适应科研活动规律的工资结构体系，坚持绩效

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确定科技

工作者工资体系中固定部分的比例。引导科研机

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设计绩效考核和绩效分配

办法，扩大高校、卫生机构开展多点教学、多点

执业试点的范围。

第三，加强政策协同，把政策措施落实的重

点放在基层。加大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增强系

统性，构建统一开放的政策空间和制度空间，在

这个空间之下，所有针对创新活动的政策是统一

的，不因人而异，也不因企业性质而异，确保创

新政策面向人人的普惠性，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

对中央政策层层截留。协调督促各地区根据当

地实际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法规，跟进出台配套措

施，只能更宽松、更优惠，不能更严格，确保创

新政策能落实能见效，避免政策上下一般粗，切

实突破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责任编辑：胡林元 校对：曹学伟 刘雅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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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hina's innov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6 cities

Li Kang, Zhang Jing, Deng Da-sheng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Beijing 100863)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and will decide the future.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ed the thought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introduced many polici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prominent problems of the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selects six cities with outstand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investigates the innovation subjects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innovation policies. The survey find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policies by innovation subject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are obvious. Both the excessive number of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the lack of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rules restri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ies.

Key words: innovation policies; prominent problems; policy implementation

调查报告 Survey Report

“Mr. Science” coming to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V popular science programs
Wang Cai-zhen, Jin Jian-bin

(1.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Beijing 100000,China; 2.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V popular science program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this study, 

three TV popular science programs with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effects are selected to explore their program topic 

distribution and establish a fitting equation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300 samples, we find that the programs with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effect are mostly about physics in terms 

of subjects. Moreover,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ptual factors and rational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data, 

this study verifies that seven factors, such as visual range of production techniques, appeal, closeness, innovation, drama and 

interestingnes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TV programs. 

Key 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popular science programs on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上接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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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科苑》是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老

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科技期刊。为

及时反映国内外科技界发展动态，塑造科技界鲜明社会形象，传播先进

的科学文化，促进科技人才与创新政策领域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为经

济、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公务人员、企业家和

管理人员等各界人士提供交流平台，本刊现面向社会尤其是相关领域研

究者广泛征集稿件。

　　征稿内容包括政策研究、科技创新、科学人物、区域发展研究等方

面的专题成果。稿件遴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

风，力求选题新颖、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论证严密、方法科学、语言

精练、数据可靠，能代表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刊尤为欢迎有新观

点、新方法、新视角的稿件和专家稿件。

　　本刊实行无纸化办公，唯一投稿网址modsci.cnais.org.cn，严禁抄

袭，文责自负，一经发表后赠当期刊物若干。来稿不退，三个月内未见

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本刊长期征稿，敬请海内外专家赐稿支持！

《今日科苑》编辑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琦

电话：010-68570860

投稿网址：modsci.cnais.org.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今日科苑》编辑部

邮编：100038

近日发现有不法分子冒充《今日科苑》网站进行收稿、骗取费用。在此，我刊郑重声
明，《今日科苑》正规且唯一的投稿渠道是modsci.cnais.org.cn。请各投稿人及有
关人员相互转告，注意辨识网页、投稿渠道真伪，避免上当造成经济损失或耽误您的
工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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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要求

书[Ｍ]，论文集[Ｃ]，报纸文章[Ｎ]，期

刊文章[Ｊ]，学位论文[Ｄ]，报告[Ｒ]，

标准[Ｓ]，专利[Ｐ]，汇编[Ｇ]，古籍

[Ｏ]，参考工具[Ｋ]，其他未说明文献

[Z]。格式如下：

（1）图书类格式：[序号]主要责

任者.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息（任选）

[文献类型标识].其他责任者（任选）.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2）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

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建议外文刊名后

加ISSN号）,年,卷（期）:起止页码。

（3）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主要

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4）古籍格式：[序号]（朝代）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O].其他责任者

（包括校、勘、注、批等）.刊行年代

（古历纪年）及刊物机构（版本）.收

藏机构。

（ 5 ） 析 出 文 献 格 式 ： [ 序 号 ] 析

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

献类型标识]//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

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6）电子文献格式：主要责任

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

识].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

期/引用日期（任选）。

（7）文献重复引用标记：同一作

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

考文献中只出现一次,其中不注页码；

而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

并在序号的角标外著录引文页码。

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

（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

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

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

信息。

正 文 节 标 题 ： 内 容 应 简 洁 、 明

了，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一、

（一）、1、（1），层次少时可依次选

序号。

正文文字：一般不超过1万字，正

文用小4号宋体，通栏排版。

数字用法：执行GB/T15835－

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凡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

刻、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

字；旧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

几、数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

组、惯用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列

连用的概略语等用汉字数字。

图表：图表应简洁、明了，分别

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应有简明表题

（表上）、图题（图下），表中数据应

在表后以表注形式注明资料来源。

注释：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

引文注释，以脚注形式出现，每页分别

编号，其序号为①②③……释义性注释

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

解释或补充说明；引文注释包括档案、

访谈等各种不宜列入文后参考文献的引

文出处。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

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

目，是对引文作者、作品、出处、版本

等情况的说明，文中用序号标出，详细

引文情况按顺序排列文尾。以单字母方

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

1.论文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

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练，每篇论文必

须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单

位所在地及邮政编码、中英文摘要及关

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第一作者及通

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

出生年月、所获学位、目前主要从事的

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页地脚

处注明论文属何项目、何基金（编号）

资助，没有的不注明。

2.论文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

果、结论等方面内容（100-200字），

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关键词选择

贴近文义的规范性单词或组合词（3-5

个）。

3.参考文献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

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

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未

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脚

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

4.来稿勿一稿多投。如投稿三个月

后未收到反馈，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5.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稿

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抄

袭或重复发表。编辑部对来稿有权做技

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所作重大修改会与

作者协商。

6.请作者自留底稿，本刊不退稿。

7.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

的姓名、电子邮箱、工作单位、详细联

系地址、电话（包括手机）、邮编等信

息，以便联系有关事宜。

8.来稿排版格式要求

文 章 标 题 ： 一 般 不 超 过 2 0 个 汉

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并译成英文。

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



湖北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并武汉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深陷

疫情中心的武汉地区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此，中国老科协向你们致以最真切的问

候！向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老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慰问！

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疫情”。广大老科技工作者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服从大局，听从指

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展现老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担当，踊跃投身疫情防控工作，贡

献老科技工作者智慧和力量，并以自身行动带动家人朋友共同科学应对疫情，配合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湖北和武汉老科技工作者们，中国老科协和全国千万名老科技工作者永远和你

们心连心！希望你们进一步坚定信心、从容应对、多多珍重，在疫情期间保持良好心

态，减少外出、增强防护，从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健康。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凝聚力

量，共同控制并消灭疫情。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和科学部署下，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艰苦付出下，全社会勠力同心、共克

时艰，一定能够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衷心祝愿大家健康平安、阖家幸福！

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2020年2月2日

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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