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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 究 论 文

科学的不当评价

[摘 要] 现代的科学社会是一个“审计社会”，广泛采用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对期刊和科学家进行评价，但
是这种评价方式却有助于科学不道德行为的滋生。该文总结了科学行为扭曲的6种情况，探讨了它们的形成
原因，最后尝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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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ೠ价科学家的方式来ೠ价歌曲作者，那将

会Վ得非常有趣。假如小ۙ、咏༒ۙ、ޯ格、托ਸ਼塔

ೠ估机ࠓ的官僚்根据ظ作的曲目数以及曲目݀行后

ଇ周内ۉ台的播放情况ܔ歌曲行排名的ࣆ，作曲家

很快就会݀၄要取得事ᄽ的݀展，不是去做真正的音

台的流行ۉपۥ歌曲或者迎合ڐ作ظ作而是要ظૂ

音ૂ主持人口味的音ૂ。然而，真ํ的科学世界却不

像音ૂ排行那ᄣ有趣̶̶片面的ೠ价Ք准，比如影ၚ

因子和被引ೕ次，能ࠕ控制人的意志，౦曲人的行ྺ

并决定人的ኰᄽ生涯。

ܔ研究数量与研究ዊ量行ೠ价的行ྺ已ঢ়威

ၾ到了၄代科学特՚是生物医学的݀展。科学家也依据

ኄዖೠ价方式行排名，而排名会影ၚ到ঢ়ݯ、ኰ位和

晋升机会的इ取。ኄዖೠ价方法起初并未၂示太多不

足，但是随着它的广泛采用，其缺陷却不断၂၄。目前

的科学界是一个“อऺ社会”[1]，科学家的目Ք和行ྺ

都受到了ᆻڞ，已将足ೠ价Ք准放在了理解自然ࡀ律

和疾病原理的前面。期刊的ᆫ劣用影ၚ因子来衡量，科

学家和机ࠓ的प՚按他்݀表ஃ文的期刊प՚来ೠ价，

ኄ所ׂ生的果就是，在ࡗ去20年中，科学家已ঢ়将

主要精力从科学研究ገ向了撰写ஃ文并ย法将其݀表于

“最核心”的期刊[2]。၄在又有了一个新的ೠ价൵：

根据作者ஃ文的被引ೕ次ܔ作者行排名。由此，我断

定引文 “捕इ”和引文交易一定会引起人்的广泛追

逐。

2 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

期刊的影ၚ因子是指ࡗ去ଇ年中期刊所݀表ஃ文的

平均被引ೕ次[3-4]。尽管ஃ文ዊ量与期刊的影ၚ因子之क़

有一定的相࠲性，但是ኄዖೠ价方式仍有很多缺陷[5]。

需要特՚ຫ明的是，期刊的影ၚ因子是一个ኍܔ期刊的

指Ք，并不反映ڇ篇ஃ文的被引用情况[6]。ే的一篇ஃ

文有可能被ኤ明是ٱ的，或者会白白耗ݯ数百位科学家

的努力，但是它仍会是ే०૦中的光之ت，也会ྺే

性的工作通常需要ଇ年以上才ظ工作。真正原ݻ来一ټ

能इ得学界的ණ可和重̶̶20世ु生物学ଶ域里最重

要的一篇ஃ文在ཀྵ一个10年里罕有引用[7]；使Ed Lewisइ

得1995年౷Ԟܻঃ的一篇ஃ文，在݀表后的ଇ年里很少

被引用，但是却在6年以后ٳ到了被引用次数的峰ኵ[8]。

非常ኵ得注意的是，非常多的引用并不是基于ለ܁

原文本身而是其他ஃ文，特՚是ጹ述性文章，故而影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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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影ၚ因子的真ํ性。一ၜ研究表明，ஃ文后的参考文

献只有大ሀ20%被真正地ለܔ。[9]ࡗ܁我்的一篇ஃ文

的48次引用[10]行分析݀၄：只有8次与ஃ文的内容密切

相࠲；其他的40次中的3次是完全ٱဃ的引用，37次是

ഡഽ型引用̶̶ํा上ᆌ引用ଷ一篇更合的ஃ文。

因此ጺ体上ຫ，ஃ文的被引主要取决于可९度和可इ得

性而不是其内容和ዊ量。

然而，目前被引ೕ次却被用来行科学家क़的定量

比ড。h指数[4]ཥऺ了作者署名的所有ஃ文数和ኄ些ஃ文

的ጺ被引ೕ次，如果ኄ位作者有50篇ஃ文的被引ೕ次都

50次，那他的h指数ྺ50。ኄዖೠ价方式ࡗ到或超ٳ

至少与ஃ文本身相࠲，其中有些ஃ文已ঢ়݀表了多年，

也可能݀表于影ၚ因子ড低的期刊。

采用h指数和影ၚ因子来ೠ价科学家的方法使不道

德行ྺ一օ加ਗ，它能ࠕ使挂名作者इ益。挂名၄象

非常普遍，甚至已ঢ়成ྺ常ࡀ，很多挂名作者甚至ܔ研

究内容一无所知。ஃ文挂名有几ዖ情况：或是提供了反

ᆌव，或是研究ፇሴ人क़行了交易，或是利ર

用̶̶包括ܔ年ൟ科学家的非法利用[11]。例如，小ፇ

ሴ人在由下प成ᇵ起草、ፇኯ并完成的方案上署上自己

的名字。当一旦出၄造假或者ٱဃ的情况，挂名者也会

受到声༪，但是他்却会以没有ൕଣํᄓ၄ׇ而加以༖

塞。耐人ლ味的是，他்却很少会因ྺ没有ൕଣํᄓ၄

ׇ而拒ਨ科学ঃၜ。

3 科学行为的转变

不幸的是，前面提到的ೠ价方法ܔ科学家的ණ๎和

行ྺׂ生了不良影ၚ。我并不是ຫ科学已ঢ়完全走向腐

朽，只是在下文中描述了科学行ྺ的൵和ट端၄象。

很多研究者和教授是具有原ሶ的，但是他்面ଣ着更加

困వ的境。

首先，科学研究的本ዊ受到影ၚ。在高影ၚ因子期

刊݀表ஃ文是至࠲重要的，因ྺৈৈ一篇ኄᄣ的ஃ文就

能ࠕ改Վ一位博士后的前途，2～3篇ኄᄣ的ஃ文就能ࠕ

ඓ保࿘定的事ᄽ。ኄᄣ的၄ํ已ঢ়ჹ重౦曲了科学思

想，科学家已不再将精力ൡ注于科学࿚༶和方法的探

索，而是ൡ注于投稿、อᅱ和出版的流程。၄在的研究

者݀表ஃ文大都ঢ়૦ኄᄣ的ࡗ程，先向高影ၚ因子期刊

投稿，然后再向低影ၚ因子甚至更低影ၚ因子的期刊投

稿。通常情况下，科学家需花ݯ一年的้क़来等待ஃ文

通ࡗՊड、อ稿；如若被拒ਨ，ሶ会修改ஃ文以避免更

多的批ೠ，并想Ӹ法提出各式争Ց的理由，然后会求

Պडლ求一位更合意的อ稿人。如果ኄᄣ的策略在此ዖ

期刊不能奏效，那作者会投入到下一ዖ期刊的斗中

去。ኄܔ于作者的้क़和精力是ट大的消耗，但是却能

ࠕ主管部ோ能ݯ来事ᄽ上的回Ԓ。因此，我希望ঢ়ټࠕ

ֱۙ其所ጨ助的研究ፇሴ人在ஃ文ঢ়ᆐ上所花ݯ的้

क़和努力。వ道ஃ文第一次就投送到有可能接受它的期

刊不是更有意ᅭ？新近大家形成了一ዖ看法：ஃ文݀

表ࡗ程像擂台ෘ一ᄣ充了ड़辛和挑。

第二，科研人ᇵྺ迎合ೠ价Ք准而改Վ研究策略，避

免承担太多的ޅ၃：期行新事物的研究有利于ׂ出ظ

新成果，却不利于इ得ঢ়ݯ的持Ⴤ性支持。研究要跟ޅ并

且要保持与外界系，ኄᄣ至少能博得他人注意；反之，

如果ภ入新ଶ域的研究，将会面ܔ孤独无࿕的ޅ၃。一篇

新ଶ域的ஃ文并不会使Պड眼前一亮，因ྺ他்清楚很వ

找到合的อ稿人。在ۥप期刊݀表的任何医学ஃ文都能

那，࠲इ得大量的被引，因此，假ยే的工作与医学相ࠕ

由于前述原因ే也会ስ最ඤோ的研究方向，因ྺ݀表

于斑கᇉ࠲浅但ඤோ的研究果将会比݀表ޒ于人ૌ的࠲

的深刻研究成果要容易得多。

第三，研究果的展示方式：夸大研究成果，尽可

能地分解研究݀၄（按၄有ೠ价方法4篇ஃ文肯定比2篇

ஃ文好)，უ研究果（多数ۥप期刊版面有限，例

如nature的“通信”ત目版面密度如同“黑洞”一般)，

०化ஃ但却将研究材料ްሗ化（ኄᄣอ稿人将వ以挑

。(包含并ྌ掘大量的数据源（即便它்缺乏新意，(ٱ

其中最面的၄象是，忽略或掩盖那些不符合ஃ文主༶

的果。一系列ኄዖ做法，往往将ஃ文Վ得凌乱而无吸

引力。

第四，研究ਸ展和ஃ文署名的方式。前述ೠ价方式

促使研究ፇ向更大ࡀ模方向݀展，ኄ是最०ڇ的ऺ算

༶，因ྺ研究ፇሴ人会在所有的ஃ文上署名，因此，

研究ፇ成ᇵ越多，就有越多的ஃ文݀表。如我猜想的，

在大的研究ፇ中年ൟ研究人ᇵ如果失Ө的ࣆ，并不被ऻ

下来，并且没有人考୯葬送了多少人的梦想，浪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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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的生命，ኄ些人的失Ө也不会使得研究ፇሴ人

၂得低ׂ。我相信追求ஃ文数量也致使学生被当作技ຍ

工人来ܔ待；于是学生只能言听ऺ从，却并没有学会如

何成ྺ一个真正的研究人ᇵ。同้，研究ፇሴ人ঢ়常

将其学生的研究工作݀表：如果他并不十分明ඓ研究

果或者不能ඓ知如何इ得的果，那他将可能地ܔ数

据行大胆的解。如果将来研究成果能݀表在高影ၚ

因子的期刊上是他்的福祉。ኄᄣ所ټ来的࿚༶是，

ஃ文可能缺乏真ํ性，但ኄ是不易֪定的。可以肯定地

ຫ，学生没有इ得恰当的教育，并且会݀၄博士生活枯

燥无比；可是ኄ可能ڞܔ有利，因ྺ学生ीჄ从事研

究并成ྺ৪争ܔ手的可能性将会३小。

第五，科研人ᇵਸํᄓ室ገ而去建立人ा网ஏ，

ኄ将有助于与同行甚至ஃ文อ稿人之क़建立相互ၹ作的

࿚交流和ྼ持人ाݡ参加大量的会ᅱ、行ࡗ系。通࠲

网ஏ将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在Պड（ঢ়常参加学ຍ会ᅱ）

心中的印象，和Պड建立࠲系有助于研究者ஃ文的ೠ

อ。(在ۥप期刊中有90%～95%的稿件被Պड拒ਨ，但

是30%～50%的送อ文章被最ዕ接受)。因此，毫无疑࿚

一些最成功的科学家会花ݯ大量的้क़行人ा网ஏ的

ঢ়ᆐ。

第六，不当的ೠ价方式会ׂ生其他不良影ၚ[12]。

၄代科学的生存৪争、৪争的公ਸ性以及部分 “ቧᄙ

者”具有的৪争ᆫ使得那些儒雅并ഩ和的人ت于劣

；ํा上并没有ኤ据ຫ明缺乏攻性的人缺乏ظ造

力。因ྺ多数女性不具Ԣ攻性[13-14]，所以，尽管参与

生物医学研究的女学生越来越多，但是ۥप有影ၚ的女

性研究者却没有明၂的增加[15]。性情温和者能ࠕඓ切感

知排फ他்的人的存在[16]，他்会以行ۯስਸኄ个

行ᄽ。我ණྺ我்不ৈෟ失了大量的有ظ新能力的研究

者，而且科学在充理解和更和ၿ的境里会取得更好

的݀展。

4 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向都ڞ气是࿚༶的根源，目前的管理模式和政策ޅ

偏重于采用数字方式ܔ成ज行ೠ价，然后ํ施ঃ励。

截至目前，管理者及一些其他人都忽略了科研管理机

存在的根本目的，其内部的ሏ行已ঢ়Վ得越来越官僚ࠓ

化，并且是以研究成就作ྺ代价的，例如，增加了ঢ়ݯ

申൩和研究ೠ估的ްሗ程度。ኄዖ官僚化ܔ科学家有ࡗ

重的要求，ኄ摧࣯了他்的意志，挫ฅ了他்的自尊。

各个֫प的科学家்都在批ೠ我்ܔኄዖ情形的不作

ྺ。我்ᆌܔ࿚༶保持警醒，并尽早做出改善。例

如，当聘任委ᇵ会在决定人ᇵ的雇ᆜ้ᆌ้刻意๎到

他்是在雇ᆜ一个具有各ዖ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数字，

而能力中最重要的是研究中的ظ新能力。我不ණྺظ新

能力ᆌ用影ၚ因子或者被引ೕ次来衡量，有人也ሢ同

我的意९（९http://voltaire.members.beeb.net/goodscience.

htm)。目前，集中ೠ价有助于国家范ྷ甚至世界范ྷ的

比ড，但是ኄዖೠ价方式被高估了。在聘用、晋升、ඓ

定ዕ身ኰ位้ᆌ有更多的候人，比如可以通ࡗለ܁

他்的著作、聆听他்的演等方式加以ඓ定。

ྺ了提高行ྺՔ准，ᆌ制定一套道德ࡀ范和一系

列ํ施措施，特՚是在出版方面。目前，人்并没有ܔ

出版ࡗ程的恰当行ྺ做出界定，例如，署名的࿚༶。我

ਥ得署名࿚༶的࠲॰是知๎ׂ的ࡃ属。(例如，我的学

生在高影ၚ因子的期刊上݀表ஃ文，而我并没有署名，

果我所在学校不能将其用于科研ೠ估)。࠲于如何使

署名更具公平性的公ਸ༪ஃ是一个良好的ਸ端。稿件的

อ稿ࡗ程仍有一些缺陷，一些匿名อ稿人会因利益而扼

෫ஃ文，他்会利用自己的信息特向他人透露ஃ文的

内容，ኄ些၄象ᆌ得到重。作者如果感ਥ受到ட್

也没有՚的Ӹ法，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期刊。可是ኄ段

延ဃ的้क़ܔஃ文成果却有致命的影ၚ，甚至有可能影

ၚ作者ኰᄽ前景和इ得的支持。即使作者感ਥ到อ稿人

和期刊ܔ待他்的ஃ文有所不公，那他்又能做什

？目前，期刊可以先接受一篇ஃ文，或者要求作者花

几周的้क़行修改，再ඓ定一个出版期限，然后݀送

校ᄣ，但最后却撤掉了ஃ文（我与Science之क़݀生ࡗኄ

ᄣ的事情)。解决ኄ个࿚༶的一ዖ可能途径是在ঢ়ݯ管理

部ோ建立ֱۙ制度，使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者有机

会提出申໕。ᆌ是ඟ身ت第一၍ํ干的科研人ᇵइ得

支持的้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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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science is an  audit society. Impact factors and citations are broadly used to evaluate the journals or 

scientists, but the measures have caused some unethical behaviors. The paper summarized six types of behavioural change 

and analyzed their reasons . Several approaches we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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