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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科实力相对变化情况 。为此 ,我们提出 “学科获

奖率 ”的概念 ,定量表征我国科学研究在某基础学科

或应用基础学科领域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能力 ,具

体以特定时间某基础学科或应用基础学科领域获奖

数与授奖总数的百分比为指标 。该指标在 一

之间变化 ,数值愈大则表明该学科领域获奖所占的

比重愈高 ,科学研究取得的重大发现愈多 ,学科实力

也就愈强 。据统计数据 ,可得到近 年我国五大基

础学科的学科获奖率 图 。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地球科学

一 年五大基础学科的学科获奖率

科研团队人员以第一作者在 。或

。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 。这两种期刊现已被

学术界广泛认可 ,均要求研究成果内容新颖 ,并且有

新发现或新创造 ,所以在上述期刊发表的 “前人尚未

发现或者尚未阐明 ”的基础研究成果容易被广大同

行认可 。

科研团队人员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的

总数 。一般认为基础研究成果发表在 检索期刊

上较能客观反映科学家的学术水平 。因此 , 论

文数量的多少和 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成为评价

科研团队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许多最高

层次的研究成果多以发表在 。、 。期刊上

为最高目标 。

科研团队人员发表 论文的 指数 。

将 指数定义为 一个科学家的

值 ,等于当且仅当在他 她发表的 篇论文中有

篇论文每篇获得了不少于 次的引文数 ,而剩下

的 一 篇论文中每篇论 文的引文数都小于

。 指数具有简单明了 ,计算方便的优点 ,目

前已被广大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人员用于定量评价

“重要科学结论 ”为国内外 同行所引用或者应用

情况 。

统计分析

统计研究表明 表 ,近 年在地质学科领域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项 目呈现以下特点

获奖团队成员平均每人以第一作者发表

篇 论文 。表 中 , 个获奖团队 名主要

完成人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 篇 ,平均每人

篇 。古生物学领域的获奖项 目 ,均有高水平研

究成果发表在 。或 。期刊 。团队成员

围绕地质学科领域某一科学主题 ,共同研究 ,并发

表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 ,这是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的必备条件 。

图巧

统计研究表明 图 ,五大基础学科获奖率之比为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地球科学一 , , , , ,

我国科学研究近年来在五大基础学科领域均获得一

系列重大发现或原始创新 ,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和化

学 ,其次为生物学和地球科学 ,但数学还有待努力 。

地质学科奖项统计分析

统计依据

依据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 , 〕,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成果需要 “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

认 ” ,要求主要论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

发表或者作为学术专著出版 ,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

国内外同行所引用或者应用 。

通常 ,大多数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

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因此本文对近 年在地质学

个基础二级学科领域的 个获奖项 目从论文角度

进行量化统计

表 一 年在地质学 个基础二级学科领域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统计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第一获

奖单位

获奖

等级

二等

获奖

年度

“

总数
指数 院士 “杰青 ”

中国东部燕 山期花岗岩成 吴福元 、李献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因与地球动力学 杨进辉 球物理研究所
吴福元

李献华

杨进辉

华北及邻区深部岩石圈的 徐义刚 、郑建平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 二等

减薄与增生 范蔚茗 、许继峰 化学研究所

郭锋

徐义刚

郑建平

许继峰

青藏高原地体拼合 、碰撞造 杨经绥 、许志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二等

山及隆升机制 李海兵 、张建新 研究所

吴才来

许志琴



第 期 王银宏等 地质学学科国家 自然科学奖的统计分析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第一获

奖单位

获奖

等级

二等

获奖

年度

“

汇̀ 总数
指数 院士

中国的乐平统及二叠纪末 金玉开 、沈树忠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生物大灭绝研究 王向东 、王明 古生物研究所
曹长群

犯 金玉开

续表

“杰青 ”

沈树忠

王向东

变质同位素年代学及华北 李曙光 、刘贻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与华南陆块碰撞过程 肖益林 、孙卫东
李秋立

二等 李曙光 孙卫东

大别山一苏鲁大陆深俯冲及

其对华北克拉通的影响

生命与环境协调演化中的

生物地质学研究

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二等 叶凯

二等 殷鸿福 谢树成

童金南

寒武系和奥陶系全球层型

剖面和点位 金钉子 及年

代地层划分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 二等

古生物研究所
陈旭
戎嘉余

华北及其邻 区大陆地壳组

成与壳慢交换动力学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二等 金振民 高

热河脊椎动物群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二等 。。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周忠和

徐星

岩石剩磁机理与古地磁场 朱日祥

分散元素矿床和低温矿床

成矿作用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

化学研究所

二等

二等 涂光炽

朱日祥

潘永信

胡瑞忠

矿物氧同位素分馏系数的

理论计算和实验测定

澄江动物 群 与寒 武纪 大

爆发

叶凯 、王清晨

杨建军 、刘景波

殷鸿福 、谢树成

杨逢清 、童金南

王永标

彭善池 、陈旭
戎嘉余 、林焕令
张元动

高山 、金振民

章军峰 、刘勇胜
张宏飞

周忠和 、徐星

王元青 、张福成

汪筱林

朱日祥 、张毅刚

潘永信 、邓成龙

涂光炽 、高振敏
胡瑞忠 、刘家军

赵振华

郑永飞 、赵子福
周根陶 、徐宝龙

陈均远 、侯先光

舒德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二等 郑永飞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一等 。。

古生物研究所

舒德干为

教育部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注 论文统计时间为 年至该项目获奖前一个年度 只统计项 目完成人以第一作者发表的 、 和 类型

论文 院士 、“杰青 ”统计时间为该项 目获奖年度之前 。

获奖团队成员发表的 论文的 指数

大于 。也就是说 ,获奖团队成员发表的 论文

中有 篇论文至少每篇被引用 次以上 。在表

中 ,只有矿床学科获奖项 目的 指数小于 ,这一

方面说明 指数可能与论文发表时间成正比 ,另一

方面也表明矿床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确

实有难度 。

单篇代表性论文被 论文引用最大次数

大于 次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的 论文要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其重要

科学结论必须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 ,引用次数的多

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重要科学结论被国内外同行

公认的程度 。

我国现行的院士以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获得者 简称 “杰青 ” 的评选过程均有一套非

常严格的程序 ,要求候选人在某一研究领域取得创

新性成绩或创造性科技成果等 ,并被广大同行公认 。

由院士以及 “杰青 ”等领衔的科研团队本身可以说明

他们在所从事的相关研究领域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

水平 。表 中 , 个获奖团队成员中均有院士或

“杰青 ” , 个获奖团队成员中有院士 ,占 高山 、

周忠和 、郑永飞 、舒德干等 人在获奖后分别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 。研究表明 ,今后申报地质学学科领

域国家自然科学奖 ,推荐项 目的主要完成人通常要

有院士或 “杰青 ”组成 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的主要

完成人是申报我国 “两院 ”院士的强有力竞争者 。

奖项的学科分布

通过近 年地质学的 个基础二级学科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的数据统计表明 表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地质学的 个基础二

级学科领域的重大发现或原始创新均有突破 ,但是

主要集中在岩石学与岩石地球化学和古生物学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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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学两大领域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分别在古生物学与地

层学和岩石学与岩石地球化学领域取得 了优势

地位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同时在古生物学与地

层学和岩石学与岩石地球化学 个二级学科领域获

奖 ,表明其在地质学科领域综合实力强 。

地质类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矿床学和构

造地质学领域获奖数量相对较少 ,表明二者在基础

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确实有难度 ,但是它们与找

矿勘查和石油勘探相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显然 ,以少数学科为重点 ,取得相对优势或领先

地位 ,对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有效的学科发

展理念 。

学科在 。或 。̀期刊有高水平成果发表 ,

团队成员发表 论文的 指数大于 ,单篇代表

性论文被 论文引用最大次数超过 。次 ,团队

成员中有院士或 “杰青 ”。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地质学的 个基础二

级学科领域的重大发现或原始创新均有突破 ,并且

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地

质类院校和科研院所获奖的主要原因 。

对于地质类院校和科研院所 ,岩石学与岩

石地球化学和古生物学的相对优势明显 ,矿床学和

构造地质学在重大发现或原始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难度相对较大 ,但仍需加强 。集中优势资源 ,重点

建设某些特色学科 ,取得相对优势或领先地位 ,是有

效的学科发展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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