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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的指标体系及其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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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考察科技全球化缘起的基础上，
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结合科技指标体系的研究思路，对科技全球化的

衡量指标进行了归类，对各类指标在科技全球化指标体系形成中的作用予以了分析，并力图建立一套度量科技全球化
的指标体系。基于以上研究，探讨了科技全球化指标体系的建立对于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重大意义，
并对我国科技发展
全球化水平进行了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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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全球化进程是由经济利益内在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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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简言之，科技全球化就是指科技活

球范围内的选题、立项；跨国科技合作会议；

动已不局限于一国之内，科技人才与资源、研

合作研发；
合著文章；
合作申请专利等等。在

究对象和项目、研究成果、科研制度安排、科

跨国公司科技要素全球流动的带动下，科研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拓展极大地改变

技影响和作用都带上了国际性的色彩，科技

选题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搜寻，选题、立项不

了世界的经济格局、竞争环境以及人们的生

政策的制定是互动交流的结果。

仅仅是以最前沿科技为导向，而且融入了更

活方式，从而使不同国家市场间的融合日益
加强。随着经济领域内一系列转变的不断深

通过对科技全球化内涵的分析，可以延
伸出科技全球化的 ３ 个特点：

多本国的需求。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表
明科学技术知识的溢出和扩散成为世界经

入和渗透，全球化最终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整

（１）科技要素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的

个社会当中，从而也促进了全球化内涵的不

起因。科技要素包括科技资金、
科技人员、
科

（３）国家间全球科技活动、制度安排的

断丰富。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全球化内涵

技基础设施以及与科技基础设施相关的科

形成是科技全球化的成熟表现。政府间通过

扩展到科技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

技人文环境。科技资金来源的全球化程度越

一定的科技协议、规范的科技合作制度、国

化等等方面，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由此应运

高表明外国资金持有者看好本国市场，进而

际知名的合作组织和机构、相对固定的科技

而生。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就是科技全球

会吸引外国的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此外，

合作会议，进行科学思想和成果的沟通和交

化，它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国内外市场资源

许多科技人员都是带着项目和课题的，科技

流，由此，科技全球化在国家层面上将向规

的开发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因而建

人员的全球化同样带动科技活动和成果的

范化、制度化、惯例化发展，民族国家内部的

立一套度量科技全球化的指标体系具有积

全球化，二者呈现互相促进的趋势。科技基

科技政策和制度安排越来越受到国际间协

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全球化的硬件因素，国际

议和规范的影响与制约，这是科技全球化日

１ 科技全球化的内涵

互联网的发展方便了人员和信息的交流，电

益成熟的表现。

就科技全球化的内涵而言，学者们之间

子化数据库的建立加速了其它科技要素和
科技项目、成果的全球化配置。与此相关的

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２

科技全球化指标体系及其评价

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但也存在特定的分歧。

科技人文环境对于全球化的认知，反映了一

本文认为，从描述性定义的角度出发，科技

国对于科技全球化的接受程度，这将直接影

的方法，从科技全球化的内涵、特点和表现

响科技全球化的发展速度。

方面出发对科技的全球化程度进行量化，以

全球化是指不同资源要素全球流动、科研活
动和成果全球共享，科研制度安排日益受到
其它国家的互动影响，科研各个领域的交流

科技全球化指标体系是指运用统计学

（２）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全球化是科

便描述科技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

技全球化的推进器。科技活动全球化包括全

形成的一套体系。科技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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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建构性问题。建立衡量我国科技全球化

开发机构中外籍研究开发雇员数。每年出国

数的 ２３．１％，比上一年增加 ７０１ 篇；我国作

程度的指标测度体系，应更多采用可以反映

留学生数量反映的是一国潜在的科研能力，

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 ２ ９７７ 篇，其

多方面信息的二级指标和客观性指标。此

以及对它国科研人员的潜在影响能力。每年

它国家作者为第一作者、我国作者参与工作

外，还应综合运用财经指标和非财经指标，

出国访问学者数量体现了一国目前成熟科

的国际合著论文为 ４ ０６１ 篇。这一切都说明

结合指标的可预测性，进行动态发展趋势分

研人员全球化的交流能力。全球前 １００ 名科

我国科技全球化发展步伐很快，但是在具体

析。本文尝试建构的科技全球化的指标度量

学技术杂志中一国人员任主编数不仅体现

数量上还很少［２］。

科技
体系见表 １。该体系主要是从科技要素、

一国科技人员的国际化程度，而且还反映出

与外国合作研发专利数量和专利授予

成果和活动、科技管理三方面分析我国科技

一国科技全球化的权威性。研究开发机构中

非国民数量及合作专利数量分别反映专利

全球化程度。

外籍研究开发雇员数反映了一国企业的科
技人员全球化程度。
科技基础环境。
（３）

（１）科技资金投入。衡量科技资金投入

合作全球化程度和在一国国内外国科研力
量的实力。在 １９８２￣１９９６ 年，美国所授予的
１ ２７６ ３５１ 件专利中，美国发明家只获得了

科技基础环境主要依据

其中的 ５４％，其余 ４６％为外国发明家获得。

３ 个方面的指标来衡

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美国专利也在迅速增

量：科技报刊和杂志被

加，特别是来自东亚地区的专利申请增长速

国际数据库收录量、每

度更快［３］。

年科技图书在国外发行

（５）科技活动。科技活动包括商业技术

的数量、国际共享研究

购并，技术贸易，组成技术联盟，参加科技组

平台和多用户的研究设

织，
举办或参加技术会议。

施数量。与国际接轨的

一国企业跨国购并次数越多，表明企业

科技基础环境，可以极

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进行科技资源整合

大地提高一国科技研究

的范围也就越广泛［４］。购并金额越大则表明

国际化水平，提高一国

购并后带来的技术整合的影响效力越广。技

科技研究的起点，从而

术贸易额体现了本国科技在全球化带动发

缩短一国科技全球化的

展下的整体水平。根据联合国统计，国际技

进程。

术贸易一直在增长，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世

科技成果。科技
（４）

界技术贸易额为 ２５ 亿美元，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成果主要通过 ３ 种形式

中期增加到 １１０ 亿美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得以体现：
科技论文、科

期突破 ５００ 亿美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实

技专利、重大科技成果

际技术贸易总额突破 １ １００ 亿美元。此外，

奖励。其中重大科技成

企业跨国联盟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企业国际

果奖励多为某个国家国

化技术整合的趋势，在其过程中时常伴有企

内评选，
故未列入科技全球化指标体系。

业研发的国际化发展。此外，一国参加国际

的两个指标一个是 ＦＤＩ 中的科技投资额，它

运用一国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和

科技组织数量以及国际会议的数量，体现着

反映全球科技资金流入量；另外一个就是对

与外国作者合著文章数量两项指标反映科

国家层面科技制度安排的国际化、
规范化［５］。

外投资中科技研发资金数额。一国科技资金

技论文全球化程度，相较于单纯的国际论文

（６）科技制度环境。科技制度环境分为

流入和流出的全球化反映着一个国家科技

发表数量更能反映科技全球合作的意识。据

硬制度环境和软制度环境两方面。硬制度环

资金全球化的程度。外国科技投资占国内科

我国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被 ＳＣＩ 收
１９９５ 年统计，

境包括与科技全球化发展有关的相应法规

技支出的比例和对外科技投资占总科技投

录的论文中，被引用 ７ ８６９ 篇，
１．４ 万次，被

条例；软制度环境包括一国公众的科技观

资的比例越高，表明一国科技资金来源和科

引证率为 ０．２５，即平均每 ４ 篇论文有 １ 篇被

念。科技政策具有极强的科技导向性，它可

技投资国际化程度越高。通常来说，只有发

引用。被引用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 １．７８ 次，

以强有力地左右本国的科技全球化进程。关

达国家才具有对外大规模科技投资的实力。

低于国际上被引用 ２．２２ 次的平均水平。这说

于全球科技政策的变化状态，见表 ２。可以看

它们不仅科技全球化水平高，而且总体上走

明我国科技论文的国际化还处于较低的水

出，世界各国的政策都在向吸引外国投资倾

在了全球化进程的前列。

平 。
［１］

斜，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了资本的跨国流

（２）科技人才。科技人才全球化的度量

与外国作者合著文章本身就是一种跨

动，带动科技资本的流动，带动科学技术发

主要依据 ４ 个方面的指标：每年出国访问学

国合作的形式，它能够直接反映科技全球化

展的交流及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的流动。资

者交流数量、每年出国留学生数、全球前 １００

国
程度。在 ２０００ 年我国发表的 ＳＣＩ 论文中，

本追逐着技术，资本吸引着人才，最终形成

名科学技术杂志中一国人员任主编数、研究

际合作产生的论文 ７ ０３８ 篇，占我国发表总

科技环境。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１

科技进步论坛

的作用和影响，通过监测指标变动情况、及

科技要素投入全球化的良好发展势头与科

时发现问题，可为制定国家政策提供重要依

技成果和活动的发展步伐加快的基础上，我

据；同时，通过间接与它国全球化数据比较，

国今后应当更加注重研究科技管理全球化

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我国科技发展现

的问题。

状，从而准确制定技术战略，
促进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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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ｌｏｂ－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ｄ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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