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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ESI高被引论文计量特征比较分析

郭丽娜袁 左文革袁 周 群 *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193）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当前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依靠基础研究，高被引论文在基础研究的评估与分析中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从高被引论文视角比较揭示中美两国在引领性的基础研究中的差距，为国家科研管理决策

和机构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方法 /过程]以 ESI 数据库中美高被引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

结合揭示作者贡献的 Y指数，比较分析中美高被引论文在发文概况、国家合作、机构产出 3个维度上的具体

计量特征及差异。[结果 / 结论] 渊1冤 美国高被引论文数是中国高被引论文数的 2.99 倍，但差距逐年缩小，

同时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比例较低仍是制约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短板。 渊2冤 中美两国合作程度非常

密切，美国在科研合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其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比例及主导型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均远高于

中国。 渊3冤 中国高产出机构具有明显的通讯作者占比优势，机构间产出差距较大，而美国高产出机构分布均

匀，且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合作更加深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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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ficance] The current competition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relies more on funda-

mental research, and highly cited paper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Reveal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in leading basic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ly

cited papers, we provide basic data support for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nstitu-

tion building. [Method / Process] Based on ESI highly cited papers of China and USA, this article uses bibli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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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袁 持续性科学创新能力

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利器袁 其重要性尧 基础

性日益凸显遥 基础研究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资

源袁 重视基础研究是提高国家持续性创新能力尧 积累

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袁 加大力度推进基础研究已成为

当今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遥
在情报学领域袁 科技论文作为基础研究成果的主

要产出形式袁 是评估基础研究的有效数据来源袁 其数

量和影响力是学术评价活动中的主要指标袁 基于科技

论文尤其是高被引论文评价国家尧 机构和个人等研究

实体的学术绩效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遥 鉴于

此袁 笔者梳理了相关研究及评价过程中的不同计数方

法袁 主要从国家合作尧 机构产出等角度比较分析中美

两国高被引论文的计量特征袁 以期为机构或国家的发

展建设提供参考遥

1 相关研究

高被引论文 渊Highly Cited Papers冤 是目前文献计

量学领域的重要评价指标和情报源之一袁 其被定义为

ESI 数据库中最近 10 年被引频次排在同一学科前 1%

的论文遥 高被引论文的提出为情报学领域的定量学术

评价提供了评价工具和分析平台袁 同时其在学术评价

中的应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1]遥 高被引

论文的数量特征可以从宏观上反映学科发展水平袁 许

多学者以此衡量和评估国家 [2]尧 机构[3, 4]尧 学科 [5, 6]尧 期

刊[7,8]或研究人员[9,10]等学术实体的学科影响力和竞争力遥
而高被引论文的内容特征可以体现学科的研究热点与

前沿袁 其在揭示研究前沿中的可行性尧 有效性和实用

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11]遥 此外袁 也有学者将被引频次

大于某一固定数值的论文视为高被引论文[12]袁 该方法

对于选取某一学科领域内的高被引论文具有一定的适

用性[13]袁 但在评估跨学科的研究实体如国家或机构时袁
阈值的选择存在一定主观性[14]袁 忽略了学科间的引文

差异遥 如 Yuh-Shan Ho 等在研究中将被引频次大于 100

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袁 在国家 / 地区层面 渊印度尧 台

湾等冤 [15,16]尧 学科领域层面 渊化学工程尧 材料科学领域

等冤 [17,18]对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计量分析和绩

效评价研究遥
在当前大科学时代袁 科学研究对合作的需求日益

增长袁 合著论文 渊多作者论文冤 的比重随之提高袁 其

不同的计数方法将对国家或机构科研实力的评价结果

产生显著差异遥 Waltman 将计数方法分为 4 类袁 分别

是全计数方法 渊Full Counting冤尧 分数计数方法 渊Frac-

tional Counting冤 尧 第一作者计数方法 渊 First Author

Counting冤 以及通 讯作 者计 数方 法 渊 Corresponding

Author Counting冤 [19]袁 在应用于不同的评价场景时袁 其

研究视角各有侧重遥 ESI 学科排名即采用全计数法袁 没

有区分机构是否为论文的主要负责机构袁 在评价过程

中将主要负责机构与参与机构平等对待[20]袁 导致主要

methods and Y index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of China and USA among three dimensions要
trends of publication, country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utput.[Results / Conclus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1)

Overall, the highly cited papers of China is 2.99 times that of the American highly cited papers, but the gap is nar-

rowing yearly. At the same time, the low citation frequency and the low proportion of highly cited papers are still

the shortcomings that limit Chines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2) China and USA are closely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USA domin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s the proportion of first authors and corresponding authors

and leading pap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hina. (3) Chinese high-output institutions have obvious ad-

vantages of corresponding authors, but the output gap between institutions is large. And the American high-output

institutions are evenly distributed, and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deeper and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ESI database; China; USA; highly cited papers; Y index;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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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贡献被稀释遥
Yuh-Shan Ho 等[21]论证了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重要

性袁 由此基于作者署名贡献提出评估机构或个人学术

绩效的指标要要要Y 指数袁 并利用极坐标图将 Y 指数可

视化袁 后续学者肯定了这一指数[22,23]遥 具体而言袁 Y 指

数基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数量袁 包含 j 和 h 两个参

数袁 定义院
j=FP+RP

h=tan-1(RP/FP)

其中袁 FP 指第一作者的论文数袁 RP 指通讯作者

的论文数遥 极径 j 表征国家或机构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所发表的文章总数袁 j 值越大袁 表示该国家或机构主

导型学术论文产量越多袁 学术影响力越大遥 极角 h 表

征国家或机构在科研合作中处于研究指导者还是执行

者的地位遥 h>0.7854袁 表示国家或机构中的学者以通

讯作者身份产出论文较多袁 说明该国家或机构在科研

合作中更多处于研究指导者或设计者位置曰 h=0.7854袁
表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的论文数相同袁 说明该

国家或机构以研究指导者和执行者身份产出的论文量

达到平衡状态曰 0<h<0.7854袁 表示第一作者身份的产

出论文数更多袁 说明该国家或机构在科研合作中更多

处于执行者位置曰 h=0袁 j 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数量曰
h=仔/2袁 j 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数量遥

同时袁 大量研究也表明第一作者对论文的贡献最

多且最重要[24,25]袁 而通讯作者通常为研究的负责人和指

导者 袁 通讯作者身份有助于提高其学术声誉 [26,27]遥
Chuang K 等[28]基于 ESI 提出结合总论文数尧 第一作者

论文数尧 通讯作者论文数尧 独著论文数尧 合作论文数

等 5 个指标来评价国家尧 机构以及作者的影响力遥 在

目前的学术评价活动中袁 通常给予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较高的权重袁 但参与作者的身份和贡献仍然具有一

定的价值和意义袁 多作者的贡献分配仍是科技评价领

域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遥
在此背景下袁 笔者以中美两国高被引论文为研究

对象袁 在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的基础上袁 结合 Y 指数袁
比较分析两国高被引论文在发文概况尧 国家合作尧 机

构产出 3 个维度上的具体计量特征袁 明确中美两国在

引领性基础研究中的差距袁 为国家科研管理决策和机

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遥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基于 ESI 数据库获取 2008 年 1 月 1 日要2018 年 6

月 30 日中美两国的高被引论文 渊由于中国大陆与台

湾尧 香港地区并列展示袁 因而仅以中国大陆为分析对

象袁 文章中的中国均指中国大陆地区冤袁 分别为 23 692

和 70 796 篇袁 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7 日遥
2.2 数据处理

首先袁 论文作者身份可根据贡献大小分为第一作

者尧 通讯作者和参与作者 渊非第一也非通讯冤袁 同理国

家 / 机构身份也可以由此分为第一作者国家 / 机构尧 通

讯作者国家 / 机构和参与作者国家 / 机构遥
其次袁 在论文合作模式及 Y 指数的计算部分袁 采

取以下计数方法院
渊1冤 仅考虑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所属机构或国

家袁 并将其视为机构或国家的主导型研究袁 以便更深

入比较中美两国高被引论文分布情况曰 渊2冤 论文第一

作者在数据中无明显标识袁 文章将第一位作者视为第

一作者曰 渊3冤 对于作者分属两个机构以上的情况袁 只

取第一个机构进行计算曰 渊4冤 在未指定作者身份的单

一作者文章中袁 作者被分类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遥
上述计算方式均以整数记袁 因此每篇文章计数频

次均为 2袁 在具体的数据集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叠加遥
2.3 分析方法

渊1冤 发文概况分析遥 在论文总量方面袁 通过文献

计量法统计全球高被引论文数产出前 10 国家 / 地区以

了解全球高被引论文产出情况曰 在时序变化方面袁 由

于在数据采集时 2018 年只有半年数据袁 因而笔者仅统

计 2008 年要2017 年中美两国的高被引论文数与篇均被

引频次的时序分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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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 国家合作分析遥 在主要合作国家方面袁 利用

DDA 统计中美两国高被引论文的合作国家分布及其第

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论文量排名曰 在合作模式方面袁
除将高被引论文分为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两种模式外袁
依据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归属划分高被引论文的分布

情况遥
渊3冤 机构产出分析遥 基于 Y 指数统计中美基于 j

值排名前 50 的机构袁 突出强调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袁
在揭示作者贡献的基础上深入洞察论文所属机构的贡

献特征袁 并利用极坐标图可视化其分布情况曰 参照对

国家合作模式的分析方法袁 探索中美两国发文量前 10

机构的合作模式遥

3 研究结果

3.1 中美高被引论文概况比较

3.1.1 论文总量

如表 1 所示袁 发表高被引论文的国家 / 地区共 152

个 渊表中仅显示前 10 名冤遥
渊1冤 从高被引论文占比来看袁 美国高被引论文数

占据全球高被引论文总量的 24.38%袁 以 70 796 篇遥遥

领先于其他国家袁 是中国高被引论文数的 2.99 倍遥 其

次是中国和英国袁 分别为 8.16%和 7.06%曰 渊2冤 从篇

均被引频次来看袁 中国与其他国家差距明显袁 仅为

9.81袁 荷兰最高袁 达到 19.55袁 其次是英国和美国袁 分

别为 17.89 和 17.55曰 渊3冤 从高被引论文在本国论文的

比例来看袁 中国在前 10 名中仍排末位袁 仅略高于全球

平均阈值 1%袁 其中仍以英国尧 荷兰尧 加拿大等科技强

国优势明显遥
3.1.2 时序变化

图 1 显示了 2008 年要2017 年中美两国的高被引论

文数与篇均被引频次的时序分布袁 左 Y 轴为高被引论

文数的柱状图刻度袁 右 Y 轴为篇均被引频次的折线图

刻度遥

图 1 2008年要2017年中美的高被引论文数与

篇均被引频次的时序变化

从高被引论文数量上看袁 中美两国的高被引论文

数均呈现增长状态遥
中国的增长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院 2008 年要

2011 年呈现持续递增态势曰 2012 年要2017 年的增长趋

势则更加显著遥 这与中国发布的科技政策有关袁 第一

阶段的稳定增长体现了 2006 年公布的 叶国家中长期科

国家/地区 高被引论文数（篇） 篇均被引频次（次） 高被引论文比例（%） 高被引论文占本国论文比例（%） 

美国 70 796 17.55 24.38 1.84 

中国 23 692  9.81  8.16 1.08 

英国 20 549 17.89  7.06 2.18 

德国 17 668 16.43  6.07 1.73 

加拿大 11 875 16.42  4.08 1.86 

法国 11 676 15.77  4.01 1.63 

澳大利亚 10 339 15.20  3.55 1.94 

意大利  9 442 15.06  3.24 1.52 

荷兰  9 198 19.55  3.16 2.47 

西班牙  7 860 14.11  2.70 1.46 

 

表 1 全球高被引论文数产出前 10名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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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渊2006-2020冤曳 从加强合作到

实现自主创新的战略部署袁 第二阶段的急速提升则与

2011 年颁发的 叶野十二五冶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规划曳 及

2016 年发布的 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曳 等政策

密切相关袁 中国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持续大力推进袁 充

分体现出国家正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创新袁 这也促使

近 10 年中国科研产出急速提升遥
美国高被引论文的年产量一直远高于中国袁 同时

增长幅度相对稳定袁 起伏较小袁 且在 2015 年后略微下

降袁 两国差距逐步缩小遥 这与 2008 年经济危机后美国

实施了 野大学成果转化联合会冶 项目袁 将重点放在科

技研发与自主创新上密切相关遥 2011 年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将 2011 年要2016 年的科技战略主题定为 野以发

现和创新提升国家实力冶袁 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资力

度遥 总之袁 这些举措使得美国始终保持其世界领先的

科技研发实力和竞争实力遥
此外袁 中美两国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显示

了高度相似的时序变化趋势袁 这说明高被引论文的形

成存在累积效应袁 论文发表时间对被引频次有直接的

影响院 发表时间越早袁 被引用的机会越多袁 被引频次

就会相对提高遥 此外袁 篇均被引频次差距的逐渐缩小袁
也说明随着时间的延长袁 美国的高被引论文吸引了更

多的引用遥
3.2 国家合作分析

3.2.1 主要合作国家分布

从合作国家分布情况来看 渊见表 2尧 表 3冤袁 美国

的国际合作范围略大于中国遥 渊1冤 中国高被引论文最

主要的合作对象仍为美国袁 有 28%的高被引论文是与

美国合作发表袁 其次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袁 分别占 12%

和 7.8%曰 渊2冤 而对美国而言袁 英国是其国际合作最

多的国家袁 高被引论文比例达到 29%袁 其次是德国和

中国袁 分别占到 25.7%和 19.7%曰 渊3冤 在中尧 美主要

合作国家中袁 G7 国家 渊德尧 美尧 英尧 法尧 日尧 加尧

国家 TP（篇） TP 排名（%） FP 排名（%） RP 排名（%）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日本 

法国 

意大利 

新加坡 

西班牙 

韩国 

荷兰 

沙特阿拉伯 

瑞士 

瑞典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丹麦 

其他国家（143） 

6 632 

2 836 

1 858 

1 273 

1 218 

1 150 

918 

901 

842 

823 

791 

757 

725 

607 

578 

534 

534 

505 

1 002 

1（28） 

2（12） 

3（7.8） 

4（5.4） 

5（5.1） 

6（4.8） 

7（3.9） 

8（3.8） 

9（3.5） 

10（3.5） 

11（3.3） 

12（3.2） 

13（3.1） 

14（2.6） 

16（2.4） 

17（2.3） 

18（2.3） 

19（2.1） 

1（9.9） 

3（1.4） 

2（1.7） 

4（1.3） 

6（0.7） 

8（0.49） 

10（0.291） 

5（1.2） 

11（0.283） 

7（0.5） 

9（0.33） 

17（0.097） 

13（0.24） 

14（0.22） 

16（0.148） 

18（0.092） 

19（0.034） 

15（0.17） 

1（11.8） 

2（1.7） 

3（1.6） 

4（1.47） 

6（0.87） 

8（0.60） 

14（0.31） 

5（1.26） 

11（0.34） 

7（0.64） 

9（0.60） 

13（0.33） 

12（0.34） 

15（0.27） 

17（0.13） 

19（0.03） 

18（0.06） 

16（0.21） 

 

表 2 2008年要2018年中国高被引论文主要合作国家

注院 以中国的第一合作国美国为例袁 TP 为中美合作的所有高被引论文数袁 FP 为 TP 中第一作者所属为美国的高被引论文数袁 RP 为 TP 中通

讯作者所属为美国的高被引论文数遥 表 3 同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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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年要2018年中美两国的高被引论文

发文量与篇均被引

意冤 均居于前列袁 这表明中美均与 G7 国家保持着密切

的合作关系曰 渊4冤 日本尧 新加坡尧 韩国尧 印度是中美

两国在亚洲地区的主要合作国家遥
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排序和占比来看 渊见表

2尧 表 3冤袁 中美合作最为紧密袁 且美国具有较高的学术

领导力袁 美国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比例分别高达

9.9%和 11.8%遥 对中国而言袁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

高被引论文比例在 1%以上的国家有 5 个袁 分别是美

国尧 英国尧 澳大利亚尧 德国和新加坡曰 对美国而言袁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比例在 1%以上的国

家有 8 个袁 分别为中国尧 英国尧 德国尧 加拿大尧 澳大

利亚尧 法国尧 荷兰和意大利遥 与中国相比袁 美国不仅

具有更多的国际合作对象袁 且国际合作关系也更加深

入广泛袁 这些都将加大其科研优势遥
3.2.2 国家合作模式

图 2 显示了中美高被引论文基于作者身份不同合

作模式下的分布情况袁 左 Y 轴为高被引论文数的柱状

表 3 2008年要2018年美国高被引论文主要合作国家

     

英国 

德国 

中国 

法国 

加拿大 

意大利 

澳大利亚 

荷兰 

西班牙 

日本 

瑞士 

瑞典 

韩国 

比利时 

丹麦 

巴西 

印度 

奥地利 

俄罗斯 

其他国家（201） 

23 145 

18 277 

13 936 

13 630 

13 255 

12 830 

9 872 

8 226 

7 245 

6 332 

5 457 

4 302 

3 397 

3 310 

3 185 

2 849 

2 134 

2 026 

2 002 

2 761 

1（32.6） 

2（25.7） 

3（19.7） 

4（19.2） 

5（18.7） 

6（18.1） 

7（13.9） 

8（11.6） 

9（10.2） 

10（8.9） 

11（7.7） 

12（6） 

13（4.8） 

14（4.7） 

15（4.5） 

16（4） 

17（3） 

18（2.9） 

19（2.8） 

2（3.52） 

3（2.4） 

1（4.5） 

6（1.4） 

4（2） 

8（1） 

5（1.5） 

7（1.1） 

10（0.7） 

11（0.5） 

9（0.9） 

13（0.54） 

12（0.53） 

14（0.45） 

15（0.37） 

18（0.21） 

19（0.20） 

17（0.29） 

20（0.06） 

2（3.64） 

3（2.5） 

1（3.9） 

6（1.4） 

4（2） 

8（1） 

5（1.5） 

7（1.1） 

10（0.7） 

11（0.5） 

9（1） 

13（0.5） 

12（0.55） 

14（0.45） 

15（0.37） 

18（0.18） 

19（0.17） 

17（0.26） 

20（0.07） 

 

注院 以中国为例袁 TP 为所有论文袁 NOT FP+RP 为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所属均非中国袁 NOT RP 为通讯作者所属非中国袁 NOT FP 为第

一作者所属非中国袁 IC 为国际合作论文袁 NC 为国内合作论文袁 FP

为第一作者所属国家为中国袁 RP 为通讯作者所属国家为中国袁
FP+RP 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所属国家均为中国遥 美国同理遥

国家 TP（篇） TP 排名（%） FP 排名（%） RP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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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高被引论文产出前 50个机构分布 渊j逸128冤

图刻度袁 右 Y 轴为篇均被引频次的折线图刻度遥 从高

被引论文数量的分布看袁 中美两国高被引论文的国际

合作比例相差不大袁 不同的合作模式下的产出比例也

非常相似袁 但两国的篇均被引频次分布出现几乎完全

相反的分布趋势遥
具体而言袁 中国国际合作产生的高被引论文 渊IC冤

的篇均被引频次高于非国际合作高被引论文 渊NC冤遥
篇均被引频次最高的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均非本国

渊NOT FP+RP冤 的国际合作高被引论文袁 这意味着中国

在其中仅为参与角色袁 其次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非

本国 渊NOT RP/NOT FP冤 的高被引论文袁 而篇均被引

频次最低的是以本国为主导的高被引论文 渊NC尧 FP尧
RP尧 FP+RP冤曰 而美国的高被引论文中袁 篇均被引频次

最低的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均非本国的国际合作高

被引论文 渊NOT FP+RP冤袁 而以本国为主导的高被引论

文 渊NC尧 FP尧 RP尧 FP+RP冤 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遥
由此可见袁 中美两国在国际科研合作中扮演的角

色不同遥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仍处于从属地位袁 对合作

对象存在较大的依赖关系袁 国际合作对其论文影响力

的提升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遥 而美国则居于领导地位袁
由美国主导的高被引论文的影响力高于他国主导论文

的影响力遥
3.3 机构产出分析

3.3.1 基于 Y 指数的机构分布

图 3尧 图 4 为中美基于 j 值排名前 50 位的机构的

分布情况袁 以 j=800 为界线将机构分为第一类群尧 第

二类群遥
中国高产出机构较少袁 机构间的差距明显袁 而美

国高产出机构比例较高袁 机构分布较均匀遥 渊1冤 中国

机构在第一类群中排列较稀疏袁 只有 7 个机构 渊中国

科学院尧 清华大学尧 南京大学尧 浙江大学尧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尧 北京大学尧 武汉大学冤袁 其中中国科学院遥

遥领先袁 而第二类群分布相对紧密遥 j=400 线以上的所

有机构均排列在 h=0.785 4 线以上袁 但随着 j 值的减

少袁 机构逐渐聚集在 h=0.785 4 线附近遥 渊2冤 美国机

构在第一类群中的数量远超中国遥 除哈佛大学尧 麻省

理工学院尧 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4 个顶

尖机构外袁 8 所高产出机构 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尧 华

盛顿大学尧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尧 耶鲁大学尧 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尧 哥伦比亚大学尧 宾夕法尼亚大学冤
集中分布在 j=1 600 线附近遥

此外袁 随着机构 j 值的增大袁 即机构高被引论文产

量的提高袁 中国的高产出机构的通讯作者占比优势明

显袁 而美国机构并没有随 j 值增大袁 向 h=0.785 4 线以

上偏离袁 而是分布在 h=0.785 4 线附近袁 即大多数美国

机构的第一作者论文数和通讯作者论文数出现持平袁

图 4 美国高被引论文产出前 50个机构分布 渊j逸27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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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其机构规模和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有关遥
3.3.2 机构合作模式

表 4尧 表 5 为中美两国发文量前 10 机构的不同合

作模式特征遥 对比可知袁 中美科研实力相差悬殊遥 在

发文量前 10 机构中袁 美国高被引论文产出总量约为中

国的 3 倍袁 此外美国篇均合作机构数量明显高于中国遥
从国际合作论文量看袁 美国机构均更倾向于国际

合作 渊IC冤袁 而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尧 南京大学尧 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和武汉大学袁 则表现为国内合作高被引论

文数 渊NC冤 高于国际合作遥
从机构合作分布来看袁 中美两国均表现为机构间

合作论文量远高于机构独立发表的论文量袁 美国更甚遥
中国以北京大学最为显著袁 独立机构发表论文数仅为

机构间合作论文数的 12%遥 而美国高度依赖机构间合

作袁 机构间合作论文量约为机构独立发表论文量的 10

倍袁 其中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尧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独立发表的论文仅为 0 篇遥

4 讨论与结论

高被引论文能够反映国家的科研实力和发展趋势袁
已成为国家和机构的重要评价指标遥 笔者从高被引论

文的观察视角袁 结合 Y 指数比较分析中美两国高被引

论文在发文概况尧 国家合作尧 机构产出 3 个维度上的

具体计量特征袁 研究结果发现院
渊1冤 美国高被引论文数是中国高被引论文数的

排名 机构 TP（篇） ICP（个） IC（篇） NC（篇） II（篇） INC（篇）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912 

1 368 

1 146 

1 139 

1 002 

  832 

  788 

  722 

  710 

  562 

  6.7 

10 

10 

  6.1 

  6.3 

  7.6 

 10.9 

10 

  8.4 

  4.4 

2 343 

  756 

  708 

  555 

  578 

  388 

  494 

  372 

  347 

  357 

2 569 

  612 

  438 

  584 

  424 

  444 

  294 

  350 

  363 

  205 

1 022 

  297 

  122 

  211 

  211 

  175 

  115 

  151 

  154 

   82 

3 890 

1 071 

1 024 

  928 

  791 

  657 

  673 

  571 

  556 

  480 

 

表 4 中国发文量前 10机构的产出特征 渊TP逸562冤

注院 TP 为高被引论文总量袁 ICP 为篇均合作机构数量袁 IC 为国际合作论文量袁 NC 为国内合作论文量袁 II 为机构独立发表的论文量袁 INC 为

机构间合作论文量遥 表 5 同理遥

排名 机构 TP（篇） ICP（个） IC（篇） NC（篇） II（篇） INC（篇） 

1 

2 

3 

4 

5 

6 

7 

8 

9 

10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华盛顿大学 

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耶鲁大学 

7 557 

4 606 

5 924 

3 890 

2 895 

2 604 

2 437 

2 431 

2 242 

2 131 

13.0 

14.9 

35.4 

14.9 

13.4 

16.8 

13.4 

13.4 

12.9 

15.4 

4 153 

2 816 

3 345 

2 094 

1 601 

1 346 

1 334 

1 378 

1 225 

1 144 

3 404 

1 790 

2 579 

1 796 

1 294 

1 258 

1 103 

1 053 

1 017 

  987 

604 

394 

224 

561 

458 

  0 

347 

321 

  0 

294 

6 953 

4 212 

5 700 

3 329 

2 437 

2 604 

2 090 

2 110 

2 242 

1 837 

 

表 5 美国发文量前 10机构的产出特征 渊TP逸2 02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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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倍袁 且美国高被引论文年产量远高于中国袁 增幅

稳定袁 2015 年以后中美两国差距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袁
这也与近 10 年中国基础科学水平大幅度提升尧 科研产

出呈持续递增态势相吻合[29]曰 但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

引论文比例较低仍是当前制约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

响力的短板袁 科研产出率仍较低袁 高质量研究尧 高影

响力研究不足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渊2冤 主要合作国方面袁 中美两国合作程度非常密

切袁 具有高度相互依赖关系袁 其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比例也显示袁 美国在其中占据更多的学术领导地位曰
合作模式方面袁 两国在不同合作模式下的产出比例相

似袁 但篇均被引频次分布出现几乎完全相反的分布趋

势袁 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于国内合作

论文袁 主导型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最低遥 而美国则恰

恰相反袁 充分表明美国学术影响力的主导地位遥 这一

方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加大对引进国外高影响力学者

的支持力度袁 同时鼓励优秀学者参与国际合作并到国

外访问交流袁 这一举措推动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化论文

规模及国际影响力[30]曰 另一方面袁 美国在中美合作中

居于主导地位也与中国过度依赖国际合作发表高影响

力论文有关[31]遥
渊3冤 中国高产出机构具有明显的通讯作者占比优

势袁 但除中国科学院外袁 高产出机构较少袁 机构间差

距较大袁 也表明中国机构的科研实力和科研合作质量

有待进一步加强遥 而美国高产出机构分布均匀袁 且国

际合作和机构间合作更加深入广泛袁 因而美国对机构

间合作表现出更强的依赖性遥
笔者的研究结果揭示了近 10 年中国科研投入和产

出都大幅度提升袁 质量与数量并重袁 科研水平显著提

升袁 国际竞争力也显著提高袁 在科技体量上已经进入

科技大国行列遥 同时袁 中国距离美国尧 英国尧 加拿大

等科技强国相比还具有显著的差距袁 但有逐年缩小的

趋势袁 这也启示中国在引领性的基础研究中应积极培

育高质量的国际科研合作关系袁 夯实优势领域的发展

基础袁 不断提高科研产出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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