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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

　《科学》杂志和《时代》周刊分别公布2009年度十大科学进展
（摘自科技日报）

 

美国《科学》杂志12月18日公布了该杂志2009年十大科学进展，列在首位的是关于迄今最古老原始人“阿

尔迪”的化石的研究成果。科学家认为，“阿尔迪”生活在距今440万年以前，居住地为如今的埃塞俄比

亚。

《科学》杂志2009年另外9项开拓性的科学成就如下：

费米伽玛射线太空望远镜探测到脉冲星。

雷帕霉素延长实验鼠寿命。

石墨烯的应用。

植物内脱落酸的受体结构。

超快X射线激光。

基因疗法的卷土重来。

磁单极子的存在。

在月球上发现了水。

修复哈勃太空望远镜。

此外，《科学》杂志提出了2010年值得关注的领域，预测明年的科学热点话题包括癌细胞代谢、阿尔法磁

谱仪、外显子组测序与疾病、治疗神经精神性疾病的多能干细胞以及载人航天飞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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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9日报道，《时代》评选出了2009年十大科学发现，最古老的原始人类骨骼化

石“艾迪”同样名列榜首。

1.“艾迪”，最古老的人类祖先

2. 破解人类表观基因组

3. 基因疗法治愈色盲

4. 能做科研的机器人

5. 陆地上培育出金枪鱼

6. 撞月发现月球存在水冰

7. 证明“基本引理”

8. 远距传物

9. 大型强子对撞机成功重启并完成首次对撞

10. 类日恒星周围首次发现类行星 

 

[返回本期目录栏]  

 

 

－－－－－－－－－－－－－－－－－－－－－－－－－－－－－－－－－－－－－－－－－－－

　教育部评出2009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摘自科技网) 

 

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2009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评选12月24日揭晓。

（入选项目按主持单位拼音顺序排序）

1　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研究与国家标准制定（北京大学等单位）

2　抗病毒感染新型免疫分子机制的研究（第二军医大学）

3　天河一号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4　禽流感病毒聚合酶关键亚基的结构与机制研究（南开大学等单位）

5　微波通信用高温超导接收前端（清华大学）

6　成年哺乳动物雌性生殖干细胞的发现及其生物学特性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7　世界最早的带羽毛恐龙的发现（沈阳师范大学）

8　电力大系统安全域预警监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天津大学）

9　基于自旋的量子调控实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　双功能单分子器件的设计与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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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个项目获批为2009年度中澳科技合作特别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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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科学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09年2月19日至4月15日在网上公开征集了2009年度“中澳科技合作特别基

金”的项目申请，共受理申请项目69项。经过中澳双方共同评审，最后确定纳入2009年度“中澳科技合作特

别基金”协议框架的项目共14项。

批准结果：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96/29050.htm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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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名单公示
(摘自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根据《“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经评审确定的教

育部2009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名单予以公示。 
 
附件：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名单 

http://www.sciencenet.cn/upload/news/file/2010/1/20101519190224.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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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10（CCCM2010） 
暨第八届南方计算力学学术会议（SCCM－8）

(2010年8月20日-25日 四川绵阳)

 为促进计算力学学科的学术交流，推动计算力学学科的发展和在工程中的应用，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

业委员会与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决定：2010年8月20日-25日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中国计算力学大

会’2010（CCCM2010）暨第八届南方计算力学学术会议（SCCM－8）。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

                          南方计算力学联络委员会

会议承办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西南科技大学

会议协办单位：江苏省力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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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会议主要议题（征文内容） 
• 计算力学的新模型、新理论、新方法和软件开发研究（含固体与流体）； 
• 大规模复杂结构的数值仿真研究与求解技术； 
• 固体－流体相互耦合作用的机理、计算方法与工程应用； 
• 多场耦合力学问题的数值仿真； 
• 材料与结构优化设计方法与应用； 
• 材料本构模型的宏细观研究与数值仿真； 
• CAE软件开发与工程应用； 
• 计算纳米与生物力学； 
• 有缺陷材料的力学演化规律与数值计算； 
• 冲击动力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  
• 岩土结构和流体力学中的反问题研究； 
• 工程随机力学计算方法及工程结构的安全评估； 
• 各类非线性问题的数值模拟与应用； 
• 多体系统复杂动力学问题与动力稳定性的研究； 
• 各类工程中的施工力学、工艺力学问题研究和应用； 
• 复合材料、智能材料及其结构体系的数值方法； 
• 海洋、地下空间、太空开发的力学分析； 
• 路桥计算力学，环境计算力学与灾害计算力学； 
• 模型确认与验证的方法与应用研究； 
• 多尺度理论与模拟研究； 
• 实物实验、测试与控制中的仿真； 
• 其它计算力学问题。 
会议网址：http://em.hhu.edu.cn/cccm2010&scc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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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学 
－－－－－－－－－－－－－－－－－－－－－－－－－－－－－－－－－－－－－－－－－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名单公布
（摘自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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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按照2009年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申报评审的要求，有关专家对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的土建类、环境类、轻工纺织食品类、能源

动力类、资源勘探类、交通运输类、航空航天类、水产类、农林工程类、临床技能类、中医类、公共卫

生类、法学类、传媒类、艺术类、考古类、文科综合类、其他类等18个学科类别的实验教学中心进行了

评审。经过网上初评、终审评议和网上公示等程序，经研究，现批准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中

心等142个实验教学中心为2009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通知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完善运行管理机制，深

化实验教学改革，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凝练优质实验教学资源，拓展培训、交流和合作方式，增强示范

辐射能力，为全国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发挥示范作用。 
 
附件：2009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名单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43/info12622491051518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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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个专业点被批准为第五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摘自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知，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国学方向）”等83个专业点为第五批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附件：第五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76/info1261724891661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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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基金委发布2010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报指南
（摘自留学基金委网站）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1月5日发布了《2010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报指南》。详细地址： 

      http://www.csc.edu.cn/Chuguo/49b87f444c814f4bb5f52d28a1ae7c68.shtml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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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招聘 
－－－－－－－－－－－－－－－－－－－－－－－－－－－－－－－－－－－－－－－－－－－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2010年博士后研究人员招聘 

 
学院介绍：详见本期力学机构介绍

招聘内容：

研究单位：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研究方向或研究项目：大规模分子动力学计算

研究内容：从事微、纳米力学大规模分子动力学计算

招聘要求：熟悉Linux操作系统和开源分子动力学和第一性原理计算程序和后处理软件，如LAMMPS, CPMD，

VMD等 
招聘人数：2 - 3人

专业要求：力学、材料科学、应用物理和计算化学。

生活待遇：按浙江大学博士后管理规定。

有兴趣者请将个人简历、研究成果目录、博士论文小结以及两封专家推荐信（其中一封应为导师推荐）邮寄或

通过E-mail发送给陈伟球教授或者王宏涛副教授。具体进站时间可以协商。

联系方式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应用力学所：

王宏涛 副教授

联系电话：0571 - 87951375
传真：0571 – 87951375
Email: htw@zju.edu.cn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教12 – 223房间

邮政编码：310027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 research position at postdoctoral level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he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 position is full-time fixed term for 2.5 years; further extension may be possible depending on the 
performance and availability of funding. The appointee will be working in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on the study of quasi-brittle fracture. Briefly, the project aims at understanding fracture and fragmentation 
processes in quasi-brittle materials, which is critical to the prediction of natural catastrophes and structural failures. 
Towards this aim,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ve models and computational algorithms for the analysis of quasi-brittle 
fracture across the scales is necessary. The formulation of constitutive models at continuum scale will be supported by 
meso-mechanical analysis to quantify the nonlocal effects due to microcrack interactions. The Material Poi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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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employed for the numerical analyses of quasi-brittle fracture at both macro and meso scales.
This project is an integrated activity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Particles and Grains Lab within the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To succeed, the appointee will have a strong back ground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long with 
experiences in nonlinear numerical analysis, and computer programming. Experiences in constitutive modelling, large 
strain finite elements and parallel programming/computing using MPI are a plus. 
Further enquiries about the project can be directed to Dr Giang Nguyen at giang.nguyen@sydney.edu.au 

Selection Criteria 
Essential
• PhD or equivalent in a relevant field (e.g., Mechanical/Civil Engineering, Applied Physics/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 Strong background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 Experience in nonlinear numerical analysis.
• Experience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 Proven research ability.
•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co-operatively with others.
• Evidence for proficiency at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Desirable
•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constitutive models.
• Experience with large strain finite elements.
• Experience in parallel programming/computing using M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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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 

　计算力学学报 2009年  第5期

1 低雷诺数下弹性圆柱体涡激振动及影响参数分析 徐枫;欧进萍; 613-619 
2 非完全相关荷载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可靠度分析 范文亮;李杰; 620-626 
3 用格子Boltzmann方法模拟液滴撞击固壁动力学行为 权生林;李爽;李维仲;宋永臣; 627-632 
4 海洋平台地震响应的H_∞控制 张文首;张力;岳前进;张向锋; 633-637+658 
5 非粘滞阻尼系统时程响应分析的精细积分方法 段忠东;沈洪宇; 638-644 
6 覆盖件冲压仿真中的网格形态优化技术 陈涛;李光耀;钟志华; 645-652 
7 自适应无网格热弹塑性接触模型研究 张征;刘更;刘天祥;佟瑞庭; 65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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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桥梁结构移动平稳随机荷载识别新方法 侯秀慧;邓子辰;黄立新;胡伟鹏; 659-663 
9 基于瞬变流和遗传算法的管道泄漏辨识 郭新蕾;杨开林; 664-669 
10 设防烈度下非比例阻尼结构地震随机响应峰值区间估计方法 刘文锋;白志强;隋杰英;付兴

潘; 670-675 
11 一种基于复变量求导法的岩土体抗剪强度参数反演新方法 刘明维;郑颖人;张玉芳; 676-683 
12 热环境下壁板非线性颤振分析 叶献辉;杨翊仁;范晨光; 684-689 
13 基于平均值定理和点积分方案的自然单元法及其程序实现 覃立宁;戴自航;周瑞忠; 690-696 
14 水泥基材料的化学-力学耦合作用 张研;宋智通; 697-702 
15 冻土活动层相变温度场Chebyshev拟谱分析 李南生;吴青柏; 703-709 
16 考虑节点损伤的钢框架结构分析模型 罗永峰;宋怀金; 710-714 
17 层状地基中单桩扭转振动特性分析 王国才;丁翠红;王哲;黄晋; 715-721 
18 角点悬空弯曲厚矩形板的边界积分法 陈英杰;付宝连; 722-726 
19 内锥流量计流出系数预测方法研究 徐英;吴经纬;杨会峰;张涛; 727-733 
20 考虑粘性作用情况下船在船厢中运动的水动力学分析 董俊哲;李宝元; 734-738 
21 正交异性钢桥面系的多目标离散优化设计 徐勋倩;吴国庆; 739-744 
22 可压缩自由剪切流混合转捩大涡模拟 潘宏禄;史可天;马汉东; 745-750 
23 碳纤维复合材料拉索的非线性力学性能 张建东;方志; 751-756 
24 数值流形方法的粘性边界问题初探 钱莹;杨军; 7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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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力学 2009年 第S1期

1 本刊要讯 3-4 
2 地震动输入方法研究 于海丰;张耀春; 5-6
3 局部单双层网壳结构的参数分析 肖建春;胡滨;马克俭;樊剑; 7-11 
4 随机参数杆结构在稳态随机温度场下的热分析 陈建军;王灵刚;李金平; 12-15 
5 置入线弹性地基内梁的精化理论 赵宝生;佟继龙;高阳; 16-19 
6 中高阶子结构模态的精确综合法 叶淑琴;应祖光; 20-23 
7 动态Ⅲ型裂纹表面受不同载荷作用下的解析解 吕念春;王云涛;程云虹;徐玉荣;程靳; 24-28+50 
8 地震波的自适应时频分析方法对比研究 刘铁;樊剑;钟秀蓉; 29-32 
9 狭长基坑中地下连续墙的简化计算模型 姜忻良;徐炳伟; 33-36 
10 预应力简支钢箱梁固有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贾艳敏;王佳伟;韩基刚; 37-40 
11 预制混凝土结构后浇整体式梁柱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李楠;张季超;楚先锋;刘波; 41-44 
12 不同参数带缝剪力墙非线性分析 刘元珍;李珠;杨卓强; 45-50 
13 吸气方法在高层建筑风荷载减阻中的应用 郑朝荣;张耀春;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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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钢材强度对千米级斜拉桥主梁用钢量的影响 赵秋;吴冲; 57-61 
15 强震区山岭隧道振动台模型试验破坏形态分析 申玉生;高波;王峥峥; 62-66 
16 水泥土桩复合地基的抗液化研究 牛琪瑛;徐增杰; 67-71 
17 高强箍筋混凝土梁裂缝分布的分形特征 李艳艳;戎贤;王铁成; 72-76 
18 边坡极限承载力的严密解 姜朋明;盛欢;陆长锋;梅国雄; 77-80 
19 不同纤维掺量轻骨料混凝土冻融循环后力学性能及损伤量的研究 李燕;申向东; 81-83+93 
20 混凝土双向受弯构件受剪承载力计算的研究进展 曾庆响;蔡健;周利;曾宪伟; 84-88 
21 高轴压比高强混凝土足尺框架柱的破坏形态分析 张国军;杜晓琴;刘建新;王红囡; 89-93 
22 干拌自密实混凝土单轴受压及变形性能试验研究 何沛祥;汪秀石; 94-97+103 
23 SBS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作为桥面防水粘结材料路用性能研究 刘少文;张明; 98-103 
24 沥青路面泛油现象的材料学原理 陈富坚;钟世云; 104-110 
25 抛石防波堤稳定性的离散单元法分析 李增志;别社安;任增金; 111-114 
26 我国几座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的设计与建造 李淑琴;陈建兵;万水;陈华利; 115-118 
27 爆炸荷载作用下框架结构的连续倒塌机理分析 阎石;王积慧;王丹;张亮; 119-123+129 
28 三维隔震抗倾覆支座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张永山;颜学渊;王焕定;魏陆顺;赵桂峰; 124-129 
29 山区大跨悬索桥考虑空间变异性的地震响应 龙晓鸿;陈恩友;李黎; 130-133 
30 基于结构-桩-土相互作用的MR控制 周占学;李延涛;张海;毕全超; 134-138 
31 方钢管高强混凝土柱抗震试验研究 李斌;马恺泽;刘惠东; 139-143 
32 多处损伤壁板的剩余强度研究 李仲;葛森;张积广;肖迎春;白生宝; 144-147 
33 分形理论在土木工程领域中的应用 姜绍飞;苏莹; 148-152+162 
34 法门寺合十舍利塔施工过程模拟与实测分析 胡长明;曾凡奎;李永辉;闫鑫; 153-157 
35 张拉式膜结构考虑索滑移的整体施工成形分析 刘凯;高维成; 158-162 
36 基于BP-RBF神经网络的地下连续墙变形预测 徐炳伟;姜忻良; 163-166 
37 侧向冲击荷载作用下两端固定钢管混凝土构件的试验研究 李珠;王兆;王蕊; 167-170+175 
38 FRP筋混凝土梁挠度的特点及计算方法 徐新生;纪涛;郑永峰; 171-175 
39 输电线微风振动分析方法能量平衡法的改进研究 李黎;叶志雄;孔德怡; 176-180+197 
40 大孔隙胶粉改性沥青混合料吸声特性试验研究 王岚;唐宝利;邢永明; 181-184 
41 三峡船闸输水阀门动特性研究 骆少泽;樊宝康;胡亚安; 185-188 
42 液体罐箱多欧拉域流固耦合碰撞过程数值模拟 孟庆国;马钧;袁文清; 189-192 
43 基于Monte-Carlo法的极值风速模型研究 陈朝晖;汤海涛; 193-197 
44 聚氨酯混合材料发泡技术现场试验研究 高屹;韦灼彬; 19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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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力学 2009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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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玻璃高温蠕变特性的实验与理论研究 肖开阳;陈巨兵;赵社戌; 381-388 
2 基于MATLAB图像处理技术计算微纳米级磨损量 王正直;辜萍;杨翀;缪泓;张忠; 389-394 
3 大型水平爆轰管中悬浮铝粉爆炸过程的实验研究 李小东;王晶禹;刘庆明;白春华; 395-400 
4 锗-硼硅玻璃局部加热低温封接温度场研究 钱剑;张青川;邬林;程腾; 401-406 
5 含铺层拼接层合板的剪切强度 王玲;贾普荣;王文贵;戴棣;矫桂琼; 407-412 
6 水合物沉积物力学性质的实验装置和研究进展 王淑云;鲁晓兵;张旭辉; 413-420 
7 玄武岩中裂隙分布形式对声波传播的影响 邓向允;徐松林;李广场;刘永贵;郑文;席道瑛; 421-
426 
8 圆柱绕流电磁控制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张辉;范宝春;陈志华; 427-432 
9 一种用于动态拉伸试验装置的新型试件装卡方式 朱耀;庞宝君;盖秉政; 433-438 
10 飞机大迎角俯仰运动下的横侧向气动特性及被动控制 史志伟;范本根;吴根兴; 439-444 
11 短碳纤维局部增强混凝土疲劳性能实验研究 孙凌寒;邵国建;黄俊; 445-452 
12 焊接金属空心球单轴压缩实验研究 余为;李慧剑;何长军;梁希; 453-458 
13 分级加卸载硬岩短时蠕变特性实验研究 刘传孝;张加旺;张美政;张福俊; 459-466 
14 花岗岩块石浆砌结构抗弹丸斜侵彻/冲击性能实验研究 杨建超;吴飚;金栋梁; 467-472 
15 湿度对骨内压电信号的影响 富东慧;侯振德;秦庆华;卢晨霞; 473-478 
16 基于时域位相分析的云纹法形貌测量技术研究 王丰;李凯;张东升; 479-485 
17 基于摄影测量法的薄膜褶皱实验研究 李云良;林国昌;谭惠丰;谭忆秋; 486-492 
18 无限冰介质中爆炸裂纹扩展机理与数值模拟 王呼和;佟铮;邢永明;李进福; 49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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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卫院士 

杨卫：

固体力学专家。1976年西北工业大学锻压专业毕业，1981年在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1985年在美国布朗大学

获博士学位。2001年起被聘任为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第三世

界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包括：宏微观破坏力学、结构完整性评价、材料的增强与增韧、微小型航天器研制。在断裂力学

研究中，得到准三维裂纹尖端场的解析解，证明界面裂纹扩展可超越下瑞利波，推动了超高速界面断裂的

研究。在细观与纳米力学研究中提出细观塑性的系统理论。发展了连续介质力学与分子动力学之间的跨层

次算法，模拟了从裂尖发射的原子点阵位错运行并转变为连续介质位错群。提出电致断裂的非线性力学机

理模型、畴变增韧模型和畴变电致疲劳模型，提出电致质流失稳模型。

file:///E|/力学动态/复件 《力学动态》文摘第9卷，第1期，2010_01_10.htm（第 11／14 页）2010-1-10 10:05:16



《力学动态》文摘第8卷，第6期，2009.12.25

 

[返回本期目录栏]

 

 

======================================================================== 

 机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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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http://saa.zju.edu.cn)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以发展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及与其相关的力学等学科，开辟学校

学科发展的新领域为目标。其基本定位为：紧密结合国家的重大工程建设需求，在实践中找

出重点强势的发展方向，成为浙江大学整合的、小而精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学科的研究平

台；有重大国家需求的航空航天领域的先导性、创新性研究的积极倡导和参与者；发展民用

和国防航空航天科学研究的一支主要生力军。

与传统航空航天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同，浙江大学不分别设置航空、航天或推进技术等方面的

学院，航空航天学院集相关学科为一体，在发展高水平专门学科的同时，重视航空航天领域

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学院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航空航天、力学领域的人才作为教

育教学的根本目标，是我国航空航天和力学等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学院优势和特点非常明显。院长沈荣骏院士是我国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曾任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学院现有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教授；力学学科带头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位秋教授。同时还拥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人，浙

江省特级专家1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5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

授1人。学院现有教授22人、副教授27人。

学院涵盖航空航天系和工程力学系，拥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浙江省重点学科2个、国家工科

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和国家级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设有应用力学研究所、流体工程研

究所、空天信息技术研究所、航天电子工程研究所、飞行器设计研究所和导航制导与控制研

究所。另外推进技术研究所等正在建设中。学院有力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拥

有或与兄弟学院共有10个二级学科博（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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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预测诺贝尔奖背后的故事
（摘自科学网）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Elizabeth H. Blackburn、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Carol W. Greider和哈佛

医学院的Jack W. Szostak三人因在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方面的发现，获荣膺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而就在此奖项揭晓的两周前，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 Reuters）公布了其一年一度的基于文献计量的引文

桂冠奖，经过层层筛选，共有25名科学类和经济学类专家获奖，其中Blackburn等三人赫然在列。实际上，

这并不是汤森路透第一次命中目标。2008年，汤森路透曾预测其“引文桂冠得主”钱永健将荣获诺贝尔化

学奖。果不其然，数日之后，预测成为现实。2002年到现在，一共有15位汤森路透的“引文桂冠得主”荣

获诺贝尔奖。虽然并不总是在预测的当年获奖，但这种成功率已经相当惊人。

那么，汤森路透的预测有何神奇之处？到底纯粹是运气好，还是其方法确实有独到之处？ 
 
定性和定量

 

2009年11月11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举行“诺贝尔奖离我们还有多远”研讨会，汤森路透“引文桂冠

奖”首席专家David Pendlebury作了题为“揭示定量分析的力量——成功预测诺贝尔奖获奖者背后的故

事”的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方法。

其实发明这种有些“传奇”色彩的预测方法的不是别人，正是享有“SCI之父”之称的尤金•加菲尔德博

士。1958年，加菲尔德博士创办了美国科技信息所（ISI，目前已经成为汤森路透的组成部分），汤森路透

多元化的数据库收录近2万种国际期刊、书籍和会议录，构成了学术信息领域内最全面综合的多学科文献资

料数据库。

汤森路透拥有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学术信息资源整合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它是一个采用“一站

式”信息服务设计思路构建而成的数字化研究环境，实现了信息内容、分析工具和文献信息资源管理软件

的无缝连接。而ISI Web of Knowledge强大的检索和分析功能正是其诺贝尔奖预测方法“引文分析”的基

础。

总而言之，汤森路透综合了定性的同行评议和定量的引文分析两种方法。Pendlebury指出，同行评议的特征

在于范围小，视角自下而上，基于主观认知和判断，并且容易受到对被评价对象较早的研究成果的印象的

影响；而引文分析的特征在于全球化，视角是自上而下的，是加权的、相对的度量方法，并且擅长展示最

新研究的贡献。引文对于研究来说是滞后指标，但对于同行评议奖项来说则是先行指标。 
 
“四步走”

 

据Pendlebury介绍，汤森路透的预测方法分为四步，首先要在不同领域中统计出科学家30年内的总被引次数

和高被引论文数。因为在不同领域内，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差异很大，例如，数学领域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内

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差距就达到10倍以上。同时还要统计领域内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或每位作者的平

均被引次数，作者是否拥有多篇高被引论文等多个指标。

file:///E|/力学动态/复件 《力学动态》文摘第9卷，第1期，2010_01_10.htm（第 13／14 页）2010-1-10 10:05:16



《力学动态》文摘第8卷，第6期，2009.12.25

其次，需要评估该科学家的研究内容，发掘被引频次背后的特征，关注他的被引频次是集中在某一项研究

成果上，还是散布于多项研究成果中；发掘出哪些领域是热门领域，该科学家是否是该领域的开创者，是

否是高被引论文的主要贡献者，研究成果是否在领域内具有重大的意义，是不是具有理论前瞻性，是革命

性的发现还是扩展了已有的基础研究成果。确定其成果与其他候选人相比是否具有优势。最后，需要特别

注意的一点是，该研究领域是否已经授予过诺贝尔奖。

第三步，识别重大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根据诺贝尔的遗愿，每一个奖项的获奖者不能超过三位，所以

必须精简候选人名单。Pendlebury介绍说，“诺贝尔奖评委会更偏向于选择开创性的成果，而非扩展性研究

成果，尽管有些扩展性的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强调，优先权的确定非常重要，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饱受争议的先例。比如，2008年的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发现HIV病毒的法国科学家Fran?觭oise Barré-Sinoussi Luc Montagnier，却未将美国科学

家Robert C. Gallo包括在内，而Robert C. Gallo对HIV的分离培养和确认艾滋病致病病毒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也有极为不走运的科学家，因为虽然诺贝尔奖评委会从没有把某位科学家错误地计入不相关的奖项，

但却经常甚至出于必要把一些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给遗漏了。

最后一步就是参考同行的尊重与认可。Pendlebury介绍，除了定量分析，还需要考虑到一些非研究因素。比

如，相关学科的一些重要奖项往往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可以作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拉斯克医学

奖、沃尔夫奖、日本京都奖、克拉福德奖等都是很好的“标尺”。因为从统计结果来看，获得其中某些奖

项的科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晚些时候又获得了诺贝尔奖。需要关注的还有科学家的学术头衔，例如是否

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否为外国科学院院士，是否在重要学术团体中任职等。此外，在国内和国际学术会

议中发表过主题演讲，在大学或重要实验室中担任高级职位，以及在高影响力国际期刊中担任编委，都能

为科学家的诺奖之路加分。

不过，David Pendlebury在报告最后指出，诺贝尔奖并不适合评价一个国家的整体科学研究水平，因为诺贝

尔奖对学术成果的认可是相当滞后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滞后数十年。

美国著名学者雅克•巴尔赞曾经说过，“计算诺贝尔奖的数量，只能记录下那些灭绝的死火山”。此外，诺

贝尔奖是一个“单薄”的指标，由于能够获奖的人数非常少，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来说，在度量方面会遇到

很多问题，例如采用人均来计算是否有意义等。Pendlebury强调，对于国家科技水平的评估来说，更好的方

法是采用一些更广泛的近期指标和数据。（原文标题为：《猜猜谁获诺奖》）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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