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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21 世纪是个令人振奋的时代。过去 25 年取
得的进步开启了科学发现的非凡远景，其进步之快超出上一代人
的想象。借助互联网提供的在线科学信息搜索工具——比如爱思
唯尔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 和 Scopus，现在科研人员可以
轻松、快捷地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此外，
全球通信技术清除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障碍，从而使科研人
员无论是同处一室，还是正在跨国旅行，都可以与同行进行实时
合作。
但是，不断开放的环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同样造就了前所
未有的科研竞争环境。越来越多的科研资金申请人争抢不断减少
的项目拨款机会，而这些项目拨款又附加了众多要求，并对研究
成果也有一定期望。由此造成的矛盾是，研究人员可以比以往任
何时候更好、更广、更快地获得更多信息，但充分利用这些资
源，并使研究人员兑现全部研究承诺的资金却日益稀少。
年轻的研究人员拥有很多新想法、新观点，可以为研究过程注入
新活力。但资深研究人员却发现自己要承担多种职务，才能利用
有限的人员和资源来应付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因此，他们没有多
少时间指导新手或是组织研究团队，从而很可能影响未来人才的
发展。如果缺乏基本的指导，年轻的研究人员很可能无法获得发
表论文和使其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各自科研工作所需的重要资金，
而这是迈向成功的关键一步。
科学研究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爱思唯尔为成长中的人才提供可靠
工具，帮助他们在其社区内构建交流网络，发表作品，确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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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评估其他人的工作，获取资金并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从而
提供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渠道，帮助解决全球面临的一些最棘手
的问题。
英国遗传学家 J. B. S. Haldane 曾经说过：“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但可以创造未来。”Johnson 教授的指导为成就下一代研究人才
的未来打下至关重要的基础。

Olivier Dumon
爱思唯尔学术与政府研究市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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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祝贺您！
您现在要么已经通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博士学位（Ph.D. 或
同等学位，例如德语界的 Dr.rer.nat. 或 D.Phil.）的学习，要么正
在努力攻读博士学位。无论是哪种情况，您都已经拥有开始研究
事业所必需的技能、专业知识，尤其是国际认可。
在过去 5 到 10 年里，顶级研究职位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激烈的多。因此，作为刚刚开始研究事业的新手，您不仅
需要创造出色的研究记录（这个要素不可或缺），还必须规划并
开展可以补充研究记录，进而优化研究事业的很多重要活动。
您需要一份计划。本指南列举了制订最佳事业计划时需要考虑的
要点事项。
虽然本指南面向的是研究新手
(ECR)，但高级研究人员和
高级研究经理也务必要了解如今的 ECR 需要什么样的指导与帮助，
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当您阅读完本指南后，请务必将它传给
他们，或者为他们提供一份副本。
有关国际研究指导的指南必须涵盖广泛的内容，并要注意
研究学科间的差异、国家差异、研究类型差异和组织差异。例如，
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博士培训形式，ECR 的正式定义也因国
而异。在这里，我并不打算死扣 ECR 的某个正式定义，我将使用
“博士”一词表示所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研究培训授予的类似
文凭。本指南面向的是仍在规划和设计研究事业的研究人员（无论
他们是何时获得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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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学科之间自然存在众多悬殊的差异。人文学科和
创造性艺术学科的研究人员倾向于独立工作，或以高度集中的小
团体方式开展工作。他们通常比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需要
更少的物理资源（如研究维持经费）。与此相反，大型生物科学
团体或物理科学研究中心通常需要大笔的研究基金，来购买和维
护庞大的研究基础设施。
同样，人们在这些研究学科范围内完成的研究类型也千差
万别。欧盟使用弗拉斯卡蒂 (Frascati) 对“研究人员”和“研
究”的定义。研究人员：“从事新知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
和新系统的构思或创造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从事相关项目管理
工作的专业人员。” [1] 研究：“研究和实验开发 (R&D) 包括为拓
展知识库而系统开展的创造性工作，其中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
社会的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这个知识库来发现新用途。”[1]
简而言之，研究通常分为三大类别：
1. 纯粹基础研究——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通常称为基础
研究或“天马行空式”研究，“因知识以求知识”。
2. 战略 性基 础研 究——实 验性 和理 论性 工作， 但其 目的
通常是为了获取新知识、引出有用的发现，或解决实际
问题。
3. 实 用 研 究 ——为 了 确 定 实 现 具 体 目 标 或 开 发 新 技 术 的
新方法而开展的原创性工作。
像本书这样规模相对较小的国际性指南所面临的最后一
项重要挑战是，不同研究学科范围内的不同类型研究通常由不同
类型的组织所开展。除了公立和私立大学外，研究人员还在各种
各样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中工作，例如，政府研究院、私人研究院、
非盈利组织、医疗研究院以及私营商业与产业研究公司。
我承认所有这些差异，也打算让本指南涵盖可能在不同研究
学科范围内开展工作、可能就职于不同研究组织、可能从事不同
类型研究、可能在不同国家工作的数万名研究人员关心的各种问题。
因此，无论您是德国公司的物理研究人员、巴西大学的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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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还是日本政府研究院中的艺术研究人员，本指南都会让您
获益匪浅。由于研究属于国际性职业，即使您现在是在全国性
政府研究院中工作，明年您或许会在地球另一侧的某个大学就职。
博士及其同等学位是受国际社会认可的资格证书。每位 ECR 都应
努力培养自己面向全球性研究环境制订事业计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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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规划

1.

如果您在大学工作，除了教学外，您还需要从事社区服务和内部
行政工作。在研究院任职或为商业公司工作的研究人员，除了
自己希望从事的研究工作外，还要承担其它一些责任。只有极
少数研究人员（尤其是刚刚踏上事业旅程的新手）能够全力以
赴从事研究。除了研究外，您还需要花时间满足其它很多需
求。本指南不打算提供学术事业或商业事业的全面规划，我们
将重点探讨这些事业的研究部分，同时也会努力考虑将会占用
您时间的其它需求。
至于到底应将多少时间和精力投入每一种需要占用您时间的
其它需求，这主要取决于您的意愿。当您为自己规划研究事业
时，请务必从战略层面考虑这些需求，它们的存在，可能进一步
提高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您需要一份计划。计划中的某个阶段或许永远都不会开花
结果，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或许会出现各种问题，或许会比
原来的设想进展得更快。我们可以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并修订计划，
以便帮助您实现研究目标。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可能需要
调整计划，但有计划总比无计划好的多。
无论做什么，您都必须根据充分的信息作出明智的决策，
选择您要走的道路。在当今世界，如果您拥有博士学位，却只是
听天由命、“随波逐流”，您就不会拥有很高的竞争力。要想在
研究事业中做出成就，您就必须主动出击，而不是消极待战。
即使您决定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教学、社区服务或者会产生
商业性成果的研究工作，您也应该针对这些领域制订计划。
在为研究事业制订计划时，您或许应该在第一阶段就询问
自己：我希望在 5 年、10 年或 15 年内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您是
否希望留在与您目前所在组织和研究领域类型相同的组织和领域
之内，并在该领域内获得进展？您是否希望进入其它类型的学术
或商业组织？您是否希望改变研究领域？以上决定都很重要。
它们由您控制，只有您才能决定您到底想做什么。
您的研究计划和目标必须乐观而富有挑战性，同时也要现实
可行。在国际社会的研究环境中，竞争极其激烈，虽然每个人都
有成功的可能，虽然制订研究事业计划会让您更靠近目标和

8 • 事业规划

成功，您的目标却一定要现实可行，这一点很重要。下面几部分
将帮助您实现这样的平衡。
本指南不打算逐一探讨所有的一般性人际沟通能力和管理
技能，但是我们或许有必要强调其中的一项技能——在适当或
必要时说“不”的能力。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对未来造成潜在的
负面影响，您应当答应他人的请求。但是，您不必将“是”作为
标准答案。您需要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您的回答。学术领域的
研究人员必然会接到很多内部委员会的委任邀请，它们可能会促
进您的学术事业，但却不一定促进您的研究事业。虽然这些
委员会对于大学、研究院和商业公司如何开展工作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您却必须决定：您是不是真的想加入其中，并会尽力履行
自己的职责，即使它会导致研究生产率下降，您也在所不惜。如
果您更愿意全力以赴从事研究事业，您就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拒绝接受任何此类委员会的任命。
很多不同的委员会都会对研究事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担任
同行评审员（期刊编辑委员会或拨款评审小组的成员）有利于提
高声望和知名度（可让简历增色）。当您以批判的眼光评价
他人的工作时，您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
您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组织自己的研究工作，或如何撰写更好的
基金申请或论文。
研究事业固然重要，但是，即便杰出的研究人员也生活在
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实现工作和生活的适当平衡也至关重要。
很多杰出的研究人员都是优秀教师，他们除了研究事业外，
还要应付繁忙的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这种平衡常常会为研究
人员越来越高产的研究成果形成有益补充，研究人员在研究事业中
不断用到、不断磨砺的人际沟通能力与管理技能，可能也会促进这
种平衡。
当然，它主要依赖于辛勤工作。虽然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非常
重要，到底应将多少时间分配给研究事业的每一个部分，还得由
您来拿主意。无论您从事哪一类研究，无论您在为哪一类组织
工作，在重点突出、计划周详的前提下，以极高的效率辛勤工作，
都是获得成功的不二法则。我所说的“辛勤工作”指的是，以卓越
事业规划 • 9

研究为目标制订计划，然后依照计划辛勤工作（下文将会对此作
出解释）。这样，当实验室试验、文献分析或创造性工作正式启
动后，所需工作量将会减少到合理的最低限度。或许应该称之
为“更巧妙地”工作，而不是“更辛勤地”工作。本指南中的
信息有助于您更巧妙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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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研究学科
领域

2.
研究合作 • 11

为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博士学业，您曾在 3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
每周学习 6、7 天，每天不分昼夜长时间辛勤劳作。辛勤的
劳动终于有了回报：无论您读博期间选择的是早期巴比伦语语
言学，还是日本浮世绘水印木刻版画的经济历史，您现在都已
是该领域的世界级专家。或许身为天文学专家的您发现了银河
系诞生新理论，或许您是全世界唯一知道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 (SARS)（即非典）病毒基因序列的人。毕业论文中的此类研
究成果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博士学位的目标
所在。博士是一种研究培训学位，在了解或研究特定研究领域
的过程中，您应该已经接受过相应的培训，学到并进一步发展
了研究技能，并且拥有在一系列类似学科中开展研究所需的专
业知识。
虽然博士学位的研究范围通常很窄，在理想情况下，我们
应当将所产生在研究成果放在国际环境中加以考量。即便是非常
具体的地方性博士研究项目，至少也应当让该学科的圈内人觉得
有价值，以便提高该项目与除了您自己、您的家人、您的博导、
您的博士资格审定委员之外的更广泛群体的相关性。在您之后
进行的研究事业中，它的重要性只高不低。在您选中的研究学科
范围内，您的研究不仅应该让更广泛的研究圈子感兴趣，而且应该
始终是影响力超出当地兴趣小组之外的卓越研究。卓越研究应当：
• 具备计划周详的确定假设/目标
• 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技术实验/数据收集
• 进行客观的数据分析和解释
• 至少被该学科的研究圈子广泛接受的创新型新成果
绝大多数博士毕业生选择在其博士研究课题或学科领域内
继续自己的研究事业，您应该静心想一想：您是不是真得想
这么做。
如果您选择继续在读博期间所研究的课题中开展研究事业，
您无疑会享受很多好处，其中包括：您可能已经在毕业论文中
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您已是该研究领域的知名人士；您的导师、
其他研究生甚至您的博士资格审定委员为您提供了现成的
人际网，它能帮您打开既有研究环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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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读博期间选择研究领域时所依据的各种因素，现在可能
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它们现在尚未变化，将来也几乎必变
无疑。纵观所有学科，研究正在因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基金水平、
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研究在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受欢迎程度等
因素迅速地发生着演变。很多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活动进行研究领
域聚焦，例如，英国的研究评估考核 (RAE) [后继者为“卓越研究
框架”(REF) ] [2]、澳大利亚卓越研究计划 (ERA) [3] 和德国的
Exzellenzinitiative des Bundes [4]。虽然它可能并不是人们追逐这
些计划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级与国际级计划不仅现在，也将在
未来，影响研究的开展方式。
5 或 10 年后，您和您的研究学科领域会不会继续获得同样的
机会与资源？您目前或许对您所处的环境非常满意，该领域以
后可能出现的变化会对您的研究事业造成什么影响？
最近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它对大学基金（尤其是英国、
美国和日本）的重大影响，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显著影响
研究基金的水平以及可能成为基金重点划拨对象的领域。
例如，Universities UK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 [5] 声称，
“同时，大学研究将会以更加透明的方式展示它与实用性之间
不断增强的联系，以及所有学科的任务导向型研究是通过何种
方式，自然而然产生经济与社会影响的。学术/探索性研究和经
济/开发研究之间没有天壤之别，但是为了促进二者之间的平衡与
反馈，我们必须进行概念性调整。合作关系即将改变。”
这并不是说，您应该立即大幅改变您的研究领域或学科，
但是的确存在这样极端的例子。就我所知，有些博士毕业生在
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在获得寄生
虫免疫学博士学位后，又分别获得了技术与社会变革专业的文学
硕士（荣誉学位），以及教育管理与领导力专业的教育管理硕士
学位，以扩展我在自己所从事研究事业的社会科学层面的眼界。
我的建议是，您至少应该考虑您所处研究领域的当前状况，
并要努力评估一下，未来几年本领域可能出现什么状况。您或许
会像多数 ECR 一样，决定在读博期间选择的研究方向上继续前进
并加以拓展。但是您也可能作出其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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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改变研究领域也许不合时宜。很多以前界限分明的研究
领域现在正在通过学科交叉而融为一体。最近毕业的博士们
已经在博士研究培训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会并完善了一系列的
研究技能，他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继续准备毕业论文时从事的研
究工作，他们应当将自己的研究事业扩展到不同但相关的其它一
系列领域中。
SciTopics 是一项面向科学界、类似于 wiki 的免费知识
共享服务，它可让您大概了解您所擅长的领域之外的
其它课题。它既为研究人员提供信息与合作服务，
也提供了一种评估哪些学科怎样互动的方式。
www.info.SciVerse.com/SciTopics
无论您在做什么，都是由您来作出明智的选择。如果您在
10 年后说：“我真希望我选择的是那个领域，而不是这个领域”，
那就太晚了。我们显然很难准确“预测”研究领域的未来，但是
我们可以根据您所在国家（或您希望以后在那里开展工作的那个
国家）的商业和政策发展状况，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判断。你们主
要的国家级基金机构目前在探索哪些研究领域？你们的科学/艺
术/教育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国家的重要商业
公司目前将其研究基金投放何处？
当您选择高产、有趣、报酬丰厚的研究事业时，研究领域之
间的无数差异（如资源和时间）会影响您的选择。有些研究领域
非常受外行的欢迎，媒体的大肆宣传使它们吸引到政府和商业
投资。有些研究领域界限较为分明，可能不被视为“热门”领域。
它们或许基础雄厚、结构严谨、备受尊重，并且曾在过去几个
世纪中产生了杰出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它们已是“昨日黄花”。
可以使用 SciVerse Scopus 分析期刊和作者的引用情况。
它可以帮您衡量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以及作者和期刊对当
今研究趋势的影响力。Scopus 既是同行评审文献的摘要与
引用数据库，也是提供研究的跟踪、分析和可视化工具的
网上资源。www.info.SciVerse.com/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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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趋势有起有落，恰当地说，某些国家的研究趋势可能要
比其它国家更显得突出一些。这种状况或许对您有利，或许对您
不利；它突出了两方面的信息：不同研究领域的资源分配差异
悬殊；您在规划事业时，应该对这种可能性给予多大程度的重视。
某些领域（如天文学）的实验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
资源，而且要耗时若干年方可完成。即便是不同的生物领域，
其所需时间也千差万别。以实验室工作台为基础开展工作的分子
生物学研究，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出成果；涉及大规模动物
现场试验或大规模生态学研究的兽医科学需要的时间要比分子
生物学研究长的多，它们甚至有可能耗时若干年。
多数博士毕业生选择在自己感兴趣并且怀有热情的领域开始
研究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他们会继续将重点放在该研究
领域，但是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可能会发展变化，延伸到其博士
项目的领域以外。
如果您在商业公司或政府研究院中工作，指派给您的研究
项目的背后可能存在并非您的个人兴趣和热情的其它驱动因素。
相对较易获得的内部资源和较为长久的工作岗位，通常会消除由
此引起的不愉快。大学里的学术工作者在选择研究领域时的确享
有学术自由，但是如前所述，他们常常要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及
行政职责之间寻求平衡。以上所有问题都非常重要。当您为研究
事业制订战略计划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您至少应该努力权衡
一下，在未来 10 或 20 年里，继续在同一领域从事研究事业的利
与弊；因为现在改变要比 5 或 10 年后改变容易得多。
对于您的研究事业意义重大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或许是，
您希望参加大型团队，还是以更独立的方式开展工作。基于以下
考虑，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您在何处开展研究，何人支付您的
工资和研究费用（后者更重要）。如果您有这样的机会，请务必
郑重考虑以下问题：您将与什么类型、多大规模的研究团队合作。
目前的详细调查显示，团队或大型团体方式正在变成科学、
工程和技术界的准标准模式；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
它们也比以往普及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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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40 年里，由于越来越复杂的科学研究问题要求人们
使用更具跨学科色彩的专业知识和/或资源，来寻找特定研究
问题的解决方案，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单一作者
论文的百分比呈现指数型下降趋势 [6]。
例如，全世界有很多大学设立了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社会
政策研究院、癌症研究中心和农业创新中心，因为它们意识到，
这样的大规模研究问题需要很多不同研究学科的研究人员献计
献策。
组建研究团体以及团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科学界广
为人知、众所公认的发展趋势。数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也在发生
同样的变化。更加令人吃惊的或许是，一直以来，社会科学、
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团队规模增长率几乎与科学和工程研究相同 [7]。
由像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生态学和天文学这样千差万别的多个
研究学科组成的更大规模的团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演化，
直到达到最优规模为止 [8]。现在，已经有重要的国际研究领域在
着手探索研究团队的形成及发展的内容、原因和方式 [9,10]；人们
也已经开发出学术网络分析工具 [11]。
例如，有人发表过一些有关研究与规模的有用的普适性
意见：“第一，创造了人才环境；第二，研究管理和支持人员的
人均边际成本；第三，重要设备和设施的成本；第四，协同效应
和总体加速；第五，支持性研究培训环境” [12] 。但是，正如
Universities UK 的一项分析所指出 [13]，“规模自身并不会对绩效
造成妨碍，我们的数据中并不存在可以将‘更好的研究’与‘更大的
单位’相关联的普适模式。一般说来，大单位的研究工作好于小
单位，但是某些小单位的绩效水平并不亚于规模最大的研究单
位。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的假说：较大的单位必然能进行
更好的研究；但是并没有普适性证据为它提供支持。”“团队级研
究单位或许存在最优规模。5 – 8 人的最优团体规模或许很
常见。这个最优团体规模似乎适用于各种各样的信息处理
系统。”[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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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研究团队的结构与组织虽然并非易事，却也值得一试；
它的成与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人，以及为了确保产生研究
成果，在团队结构中使用的流程。[16]
因篇幅所限，本指南并不介绍研究团队的形成或功能的社会
学意义。这里之所以提到它，仅仅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
在当今世界，无论您是在哪一个进行国际竞争的研究领域内开展
工作，无论您在何处工作，如果您选择隶属于某个团队，您就很
有可能需要考虑您在该团队中的位置和职责。这也是您在规划研
究事业时需要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定。
我们还应该记住：并非所有伟大的研究都是由大型团队完成
的。很多具有极高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基于互联网的“分拆”
公司，是由几位研究人员发展起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创业之
初甚至都还未从大学毕业。此外，“对于很多创新型活动而言，
规模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声称的那样重要。在国际范围内它同样
成立：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人员是因他们在实验室中，通过
规模类似于小型大家庭（即
6-12
人）的团队所完成工作而
获奖的。很多全球最成功、最有趣的科技公司在创业之初仅有几名
员工。就创造理念而言，聪慧仍然比庞大更重要。”[17]
每个政府/产业研究团队、每个大学研究中心/研究院都有
主任或负责人。您的头顶必然有一位研究督导，此人可以是主任
或负责人，也可以是向主任或负责人汇报工作的研究团队队长。
您需要郑重考虑以下问题：您打算参加哪个团队，其负责人（此人
将成为您的研究督导）可能对您的研究事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督导不一定个个都“超人一等”，但是他们至少应该根据
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专业知识，为您提供睿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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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一直是一种研究培训学位；在某种程度上讲，您已经经历了
旨在学习和提高研究工作技能的学徒期。但是，即使您已获得
第一份工作（博士后研究员、研究组织中的研究人员或初级讲师/
助理教授），人们仍会将您视为学徒。无论您在哪个研究学科
领域内工作，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不同学科之间还是存在
细微差别的）。
截至目前，我介绍了有关选择研究学科、研究领域的信息，
也介绍了有关到底应该加入大型团队还是更加独立地开展研究的
信息。规划研究事业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
因素）是选择研究督导。
督导可以是您的博导，这种情况很常见。您的博导已经和您
合作了若干年，你们之间已经培养起成功的工作研究关系，您已
经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你们可能已
经一起发表过论文，一起做过大会发言，你们之间已经培养起
相互的尊敬。如果您的博导获得了商业基金，因而可以设立新
岗位，或是获得了研究基金机构提供的基金，在个人和研究方面
准备就绪的您可以轻轻松松迅速融入他们的计划之中。当然，这
也意味着您已决定，继续在您读博期间研究的那个领域（或类似
领域）开展自己的研究事业，因为它们均由您的博导督导。
某些博导，尤其是较为成功的博导，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带薪研究职位不足以容纳其所有学生。很多博导希望看到
自己的博士生去其它组织就职，或是去海外的知名组织或大学担任
博士后职位。
考虑研究督导时，您或许应该思考一下 Robert Merton 早在
1968 年提出的“马太效应”[18]。马太效应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名望孕育名望；被人引用过的论文通常会达到更高的引用频率；
有影响的作者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人们曾使用很多用来衡量研
究成就的不同参数（如出版物的引文 [19,20]、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
研究基金申请的成功率 [21,22]），在很多不同的学科中测试过这种
现象。应用数学家或工程师可能会将马太效应视为正反馈效应；
如果您能获得一个由国际知名人物督导的职位，您和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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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业就可能获得马太效应提及的种种好处。虽然要达成研究
卓越并无他途可遁，了解研究工作的一些社会学层面，还是会让
您的事业受益匪浅。
如 Tol [23] 所说：“结果证明：从无名小卒到著名经济学家，
艰难重重。著名的前辈总是出尽风头，他们享有的关注只有一部分
是因为其卓越的质量；他们中的有些人则是因为出名而出名。虽
然成名之路的很大一部分是上坡路，却也并非全程如此。一旦越
过临界点，您就会被推向名望。”
作为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RC) 的执行董事和 Research
Manag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的董事总经理（最近的
职务），我不仅曾与很多国际基金机构合作过，也与无数享有国
际声誉的著名研究人员打过交道。Tol 曾说前辈们总是出尽风头，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罕见。因此，您也需要
多考虑考虑您所提议的研究督导的行事风格与品格。
有些研究前辈会大力推举后辈，这种做法会为 ECR 的事业
提供极大的帮助。有些督导可能会利用 ECR 提高自己的声望，
他们一般采用互惠方式，但是偶尔也会损害 ECR 的事业。
如果可能，您需要查明潜在督导的培训计划。要实现这个目
的，最清晰、最明显的方式莫过于在面试或与他们交谈时，以巧妙
而恰当的方式向他们提问。“我非常希望能在与您合作的过程中，
为自己建立高水准的研究事业。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督导
风格与人际沟通风格，以便我能据此优化我们的工作关系。”
如果您是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明辨事理的督
导应该很高兴听到这个问题，并且会给您合理的答案。好的潜在
督导应当会因为您能从更广泛的层面考虑您的研究事业而感到欣
慰，并会将它视为积极信号，因为它表明您希望干好这份工作。
此外，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了解潜在督导在会议或其它
国际论坛上的实际表现：通过亲自参加这些会议/论坛，直接了解；
或者通过聆听参加过会议/论坛的其他人的意见，间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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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博导可能曾直接或间接接触过您的潜在新督导，他/她
或许能够就您的未来事业计划，向您提供一些建议。从理论上
讲，您也可以征求已经在与这位潜在督导进行合作的其他 ECR 的
意见，或者征求曾与这位督导合作过、目前已另谋高就的那些人的
意见（后者或许效果更佳）。显然，您必须以明智、谨慎、
恰当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我不是在建议您，在有机会获得高水
准的顶级职位时，以轻率或不恰当的方式，调查潜在督导的人际
沟通风格。但是，您确实有必要努力获取这方面的一般信息，或者
至少考虑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您谋得了引人瞩目的职位，
但是您与督导的关系却很紧张，即使您勤勤恳恳作出优异的成绩，
您也不大可能在那个岗位上出类拔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选择无需克服人际关系问题及障碍，
即可凭自己的辛勤劳动与优异成绩出人头地的团队、组织或大学
院系，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
此外，虽然绝大部分研究督导在职业道德方面无可指责，
还是经常发生引人瞩目的研究欺诈案 [24,25,26,27]。因此，您值得花
精力，对将与您的研究事业紧密相连的研究团队、组织或大学
院系，进行适当的调查。
我建议您对您申请的工作岗位进行尽职调查，您不一定要接
受您申请到的第一份工作。求职时必须主动，不能被动。在这里，
我们又回到了下面这个问题：您更喜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自
开展工作，以便在学术追求中享有更多自由；还是加入较大的
团队，参与受控制的研究合作，并接受团队程序与政策的制约。
在这个问题上，导师是理想的咨询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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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导师是无价之宝；好导师可以针对您的研究事业，以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的方式向您提供关键性建议。好导师非常少，
因此，并不是每一位杰出研究人员都是在导师的帮助下，获得高
水准研究成就的。但是，如果您的导师能全心全意给予您支持和
帮助，您的研究事业很可能会变得更加高效、达到更高的高度。
有些国家存在提供付费服务的指导组织。它们或许能有效
提供短期建议，但它们却不是长期关系的理想选择。
从理论上讲，研究督导可以担任导师角色。但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原因导致这个想法行不通。研究督导与您的研究生产率和研
究成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她或许无法向您提
供最有利于您个人的公正建议，因为该建议或许不是最有利于您
的联合研究成果的建议。最理想的导师甚至可能在从事与您不同
的研究学科，或者在与您不同的部门或组织中工作。他们不需要
在您的研究学科中拥有实际经验，他们只需要对更广泛的研究
环境有一般性了解，因为他们必须要能提供一般性的个人事业
建议。
当然，导师只能向您提供建议，您最终要走哪条路还得由您
自己来决定。但是，由于导师了解您，却未直接介入您的研究，
因此他/她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可能会触及一些您因太过靠近而未
曾虑及的问题。
确定导师时应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必须能够并且
愿意提供必不可少的关键性意见。您与导师之间必须存在相互
尊重，这样他们就能告诉您：您可能错了，或者您的想法或您选
择的重点或许不正确。导师或许会告诉您：您需要另找一份工作，
您应当寻找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点，或者研究督导或许能给您
更多的研究自由或支持。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好导师。与导师
级人物相比，新手的工作往往显得效率低、效果差，导师实在没
有理由在这样的人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并且为他/她提建议。
他们可以从这样的劳动中得到什么？实际上，多数导师无法在短
时间内，通过基于时间和工作量的奖励措施获得很多利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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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在事业上作出突出成就的前辈们曾经从自己的导师那里
获得过帮助，他们或许愿意担任少数几个 ECR 的导师。
您不一定要寻找好导师，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强烈建议您多
花点时间，努力找到一位合适的导师。他们的意见以及您对这些
意见的恰当利用，会为您的研究事业提供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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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合作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将在这一部分全文介绍研究合作，并在下一部分介绍关系网
的其余内容。
多数情况下，合作是研究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您
务必要弄清楚：您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您已决定，您想
合作，而且您已计算过，合作的利大于弊。您必须问一问自己：
我为什么想进行这项研究合作；请考虑具体的目标、流程、
时间表和共同目标。如果这项合作不能带给您足够多的好处，
就拒绝它。因为您将在研究事业旅程中遇到更多对您有利的研究
合作机会。仅仅参与少数几个对您非常有利的合作，要比参与很
多价值极小甚至对您事业有害的合作好得多。
很多理由证明，研究合作值得考虑。合作或许能让您接触到
新工具、新信息和新技能；合作或许会给予您独立工作需数年方
可获得的全球性视野。
可以使用 SciVal Experts 识别潜在合作者与新关系。利用
该工具，也可以发现有关作者曾在何处发表论文、他们收
到过哪些基金的信息。www.SciVal.com/Experts
有时您可能需要他人的专业知识对自己的技能形成补充。
您是不是需要与能说西班牙语的人合作开展您的古巴雪茄经济史
研究？您是不是需要针对您正努力治愈的某种癌症的单克隆抗体
的赠品？建筑师针对您的“玛雅神庙的社会文化”研究发表的
意见，会不会让您受益？
研究合作或许也有助于您将研究工作扩展到其它研究学科
领域（如前所述）。与国际知名的个人或团体合作，无疑会提高
您的国内和国际知名度。双向研究合作会为您和您的合作者创造
协同效应，进而让合作双方的研究成果呈现指数型增长。
如果研究合作的潜在价值如此之大，我为什么建议您在承诺
或接受之前进行严肃的分析？当然，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您
提议进行合作，还是潜在合作者因为您的技能与专业知识而主动
联系您的。它将成为双方受益的合作，还是对方会控制和吞并您
和您的工作？
28 • 研究合作

作为 ECR，您很可能仍在相对较小的团体或团队（甚至可能
仅包括您和您的研究督导）内工作。无论是哪种情况，您都可能
是两人合著论文的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如果您的学生是第一
作者）。
[28]
。在很多研究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排名相对简单
（尤其是科学、工程和技术）中，论文的作者排名至关重要 [29,30]，
但是作者排名问题并非科学界所独有 [31]。确定何人有资格列为
论文作者、这些作者应如何排名，可能是件令人挠头的事情。很多
研究人员一般不知道，可以通过一组全球公认的协定，来确定何
人有资格被列为论文作者。这组称为《温哥华协定》[32] 的协定
规定，应该依据以下条件确定作者权益：(1) 在概念和设计、数据
采集或数据分析及解释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2) 起草了论文，
或者曾针对重要的知识性内容，对论文进行过关键性修改；
(3) 为待发表的版本进行了最终批准。论文作者必须满足这三个
条件。Authorder 流程是一种基于以上协定的简单工具；任何人都
可以利用它确定作者排名。免费工具 Authorder 为您提供用于帮
助合著作者确定作者排名的合理而负责的框架 [33]。您在您发表的
前六篇论文中的作者排名，或许会决定您未来的事业成败（至少
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您参与的研究合作涉及较多人，您
或许会变成六人合著论文中的第四作者。在国家和国际级评审活
动（如 REF、ERA 和新西兰绩效研究基金）中，论文贡献者名单
中的作者排名具有极大的权重。同样，当您独立申请研究基金
时，作者排名仍将具有极大的权重。如果您与其他五位作者合著
了一篇论文，即使您负责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您也很难合理、准
确地声称，您完成了大部分研究工作。
您需要也乐于就以下问题作出决定：是努力维持您在小团体中
引人瞩目的地位，还是在较大型的研究合作中担任较次要的角色。
如果是他人因为您的技能与专业知识而主动邀请您合作，您就应
该考虑您在更大规模的团体所发表的论文中被列为第一作者的可
能性；对您而言，这样的机会价值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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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在研究合作中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您都应该在工作开始
之前，议定诸如作者资格、知识财产的所有权、在会议上发言的
机会等各种事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做或许显得有些过于郑
重其事，您可能会担心，如此详尽的安排或许会令您的国际知
名合作者不高兴，但是我相信，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者会欣赏您的
努力，因为您只不过希望尽可能确保本次合作的研究生产率将会
达到合作各方认可的最佳水平。
如果您是博士后或就职于某个商业组织，您首先需要征求
研究督导或行业团队队长的意见，并获得他们的批准，之后方可
联系潜在研究合作者，或接受主动联系您的潜在研究合作者的
邀请。如果您的督导将会在合作中扮演某种角色，他/她会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贵组织或您的督导愿不愿意您向组织外的人员提
供可能具有相当高学术或经济价值的信息？在允许您追逐研究合
作机会之前，贵组织会要求您签署哪一类正式文件（如《材料转
让协议》或《保密协议》）？
此外，如果有人邀请您参加某项研究合作，请务必向潜在
研究合作者询问我在介绍如何寻找研究督导时提出的那些问题。
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如何开展研究流程？您有没有可能与他们
一起工作？这样的合作会不会让您受益？
很多研究合作会带给所有参与者极高的效益，并且会持续相当
长一段时间。有些合作可能性质较明确，时限也较短，并且可能
涉及实验室试剂捐赠或社会文化转换。健康而高产的研究合作
或许有起有落，因此，无论您在研究事业的旅程中参加什么样的
合作，都请务必从战略高度仔细考虑它能给予您事业的总体
益处，这一点非常重要。
人际交往通常会持续更长时间，却也更加无影无形、难以
把握；它也对您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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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怎样强调有价值、有成效的网络对于 ECR 的重要性都
不为过。我曾提到过四个重要的网络成员：博导、研究督导、
研究合作者和导师。除此之外，您的网络中还有其他一些既会
让您受益，又需要您奉献的成员。
请务必及早建立牢固而有价值的网络，它必然会为您的研究
事业提供帮助。是否拥有庞大的网络并不重要；因为若干规模
较小却更牢固的网络，要比无数脆弱的网络或一个庞大却脆弱的
网络有价值的多。除了上述四类人员外，网络成员还可以包括：
在您完成毕业论文时与您合作过的博士生、您的博士资格审定
委员、与您合作的专业协会的成员、与您一同参加会议并且与您
关系融洽的其他人、您所在研究团队或更广泛的组织中的成员、
贵组织的图书馆或研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您长期向其投寄论文
的期刊的编辑。简言之，对您的研究事业极感兴趣或者能让您的
研究事业受益的任何人都能成为您的网络成员。
虽然本指南的主题是战略规划，关系网通常却是无法规划的。
如果时机恰当，您最好认真考虑一下，您到底希望与何人交往。
现在，诸如 LinkedIn、Facebook、Twitter、Myspace、Plaxo 和
YouTube 的很多工具都能为您提供社交便利。一般说来，由于您
的导师、研究督导与合作者会时不时将您介绍给其他潜在网络成
员，您的网络自然会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
依据其职位/地位的不同，他们或许可以让您立即受益，或许
会在以后为您的事业提供极大的帮助。例如，您可能需要切实的
直接帮助（例如，您需要他人提供有关您能力的证明，以获取某
个职位或研究基金），此时，您的网络可以通过四处“宣扬您和
您的工作如何如何出色”，为您创造巨大的价值。当然，通过在
最富盛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做演讲，是赢
得国际声誉的最佳途径。但是这样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正因为
如此，无论怎样强调口碑（即：让他人为您和您的研究大唱
赞歌）的影响力都不为过。口碑不是坏事，它一定会促进您的研
究事业。
我不希望给您这样一个印象：建立牢固网络的唯一理由，是让
您自己的事业受益；虽然这是牢固网络必然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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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向网络中的其他人贡献您的技能、建议和专业知识。随
着研究事业的不断推进，您的事业将逐渐步入成熟期，届时您将
有能力向他人贡献更多。人际交往应当是一个公平的奉献和索取
的过程。在研究事业的早期，您的索取可能会大于奉献。但是，
随着事业的推进，您的奉献逐渐会大于索取。最后，奉献和索取
总量将达到平衡，整个过程既公平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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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人际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研究技能和专业知识之奉献与
索取，视为通往研究伦理的合理途径。研究伦理是研究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研究伦理，因为研究
伦理的最高标准已成定论。您开展的研究必须诚实、准确、
合乎伦理。
具体而言，人们已经制定出很多全国性计划/倡议和一些
国际性计划/倡议，以确保人们按照最高伦理标准开展研究工作。
现在，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旨在确保研究伦理的全国性政策和程
序；2010 年 7 月 21-24 日召开的第 2 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发起
一项名为“科研诚信新加坡声明”的国际倡议 [34]。该声明包括
四项原则：
1. 在研究的所有方面都要诚实，
2. 在进行研究时负责任，
3. 在与他人合作时坚持专业的姿态与公平，
4. 为了其它各方的利益对研究进行有益的监督。
《声明》还包括 14 项责任。虽然《声明》既不是规范性文件，
也不代表资助和/或参与本次大会的国家和组织的官方政策，
其中的指导性原则却提供了极好的研究领域概览。
除了所谓的研究伦理和诚信外，您在研究事业中或许还应
考虑其它几个层面的伦理。我将它们称为动物伦理、人类伦理、
生物/放射学伦理。
在过去几年里，动物伦理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一项名为
“减少、优化和替代”的政策得到了广泛宣传与实施。本指南不
打算就“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必要性”发表评论。但是，如果您
和您的研究同事决定，适当使用动物对于你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你们就绝对需要遵守贵组织在这方面的规章制度。你们一
定要等到贵组织的动物伦理委员会认可和批准后，方可开始研究
工作。为了获得伦理批准，您通常需要填写很多文件。你们必须
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不仅是为了确保研究只会对动物造成极小
的不利影响（或者不会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也是为了确保你们
的研究符合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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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伦理委员会通常要求人们填写大量的文件，我们应当
客观看待这件事：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即将开展的项目没有不当
之处。动物伦理委员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妨碍您的工作，它就像您与
研究之间的中间人，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动物和您的最佳利益。
同样，人类伦理委员会已经成为生物与医学研究以及很多社会
科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您必须确保，您要开展的任何
研究中的所有人类参与者的权利和隐私都会得到保护；贵组织的
人类伦理委员会将会帮助您实现这个目标。甚至像电话访谈那样
没有潜在危害的活动都可能会对人类伦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
们也需要得到批准。
我要介绍的最后一个伦理层面是生物/放射学伦理。虽然它
可能仅适用于极小一部分研究人员，但却极其重要；现在，它甚至
已经引起安全部门的注意。您必须先获得贵组织相应委员会的批
准（该委员会或许需要获得国家级批准），之后方可开始考虑在
这些领域开展研究。
虽然不同国家可能会对实现这三个层面的伦理的途径选择不
同侧重点（有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重视其中一或两个组成部分），
您必须遵守当时适用于贵组织的各种规章制度。
如果有人质疑您的研究、您的动物、人类或生物/放射学
伦理的任何方面，批准研究的委员会可能会成为您最好的朋友。
您需要确保，您已获得他们的批准，您的研究符合他们批准的
标准。
从很多伦理和社会原因来看，这都是件“正当的”事情。按这
种方式规划和开展研究，会让您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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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仅仅为了以某种形式发表成果，而接受一项研究
任务。如果您接受了一项研究任务，您最好在工作开始之初或
之前，确定研究成果的发表形式。
无论选择哪一种形式，您都一定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否
则，就没人知道它的存在。撰写论文并非易事，它甚至都不属于
研究工作，但是它对于您的研究工作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
您的简历中是否包括重要且优秀的研究成果，决定了您日后
能不能获得基金、晋升和其它工作机会。除非您有书面资料证明
同行认可您的研究成果，否则，您无法向潜在基金提供者、晋升
选拔委员会或新雇主证明您的研究成果有多优秀，您甚至无法
证明，您到底有没有做出过任何成果。
每一个重要研究学科团体通常都与某一种发表形式紧密
相连。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通常侧重于使用专著或其它
专刊。科学、工程和技术研究人员则侧重于在期刊上发表论文。
计算科学和信息技术研究人员将电子出版物或会议报告视为发表
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表演艺术家（如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
通过艺术作品发表其研究成果，即便如此，他们也应通过非永久
性形式（如展览了其作品的展览会）或永久性记录方式，将其研
究成果记录下来，以便向同行展示该作品背后的研究工作的影响。
我将在另一部分详细介绍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时需要
考虑的因素。我想在这一部分督促您考虑这个问题：您将采用什么
样的风格与形式发表论文。例如，无论您选择专著、专刊、
期刊、电子出版物，还是会议报告，您打算用英语还是本国语言
发表您的论文？英语越来越被视为研究论文的国际语言，众所
周知，用其它语言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存在种种不利之处 [35,36,37,38]。
有时由于某些原因，您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
此时，您就需要采用当地的形式和本国语言发表您的论文。
“国际形式+英语”和“国内形式+本国语言”这两种做法
各有利弊。无论您选择以什么形式、什么语言发表研究成果，您都
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有时您可能采用“国际形式+英语”
组合，有时您可能采用“国内形式+本国语言”组合。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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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研究事业伊始，您可能会采用本国语言和国内形式
发表论文，之后随着事业的发展，您将逐渐走出国门，用英语在
国际出版物上发表论文。您在每项研究工作中遇到的研究督导和
同事（或许还包括您的导师）可以为您提供建议，决定却得由您
来做。
与“在当地还是国际出版物上发表论文”这个决定相并列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选择国际性期刊和书籍出版商，还是知名度
较低的当地出版商。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您所完成工作的质量
和您的研究学科领域作出此类决定。发表研究成果时需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较早时间发表一小部分成果（影响力或许
较低）（请参阅下文有关最小出版单位 [LPU] 的信息），还是等
完成更多研究工作后，发表影响力更高、更加重要的研究论文。
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您可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交替
使用这两种策略。您是不是正在努力赶在提交博士论文前，或在
当前的博士后聘任到期前，完成一部分研究工作并发表部分成果？
您的研究同事和督导是否建议您，等完成更多工作后再发表
成果？您的导师是不是认为，您应该写书，而不是发表几篇期刊
论文？到底应该如何利用您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还得
由您来拿主意。
我为 ECR 举办过很多研讨会，在这类研讨会上，人们经常
问我这个问题：“我应该追求论文的质量还是数量？”，我总是
这样回答：
“您应该以发表大量优秀论文为目标”。在理想世界中，
您应该在研究事业中发表大量的优秀论文。要做到这一点显然
不那么容易，而且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前面我曾说过，有时
候您可能不得不考虑 LPU（仅包含国际审稿期刊认可的最低数量
之研究内容的论文），甚至“香肠”式论文（将一项适合撰写少
量优秀论文的研究“肢解”为很多碎块，然后据此撰写大量的
零碎论文，此类零碎论文称为“香肠”论文 [39]）。请仅在您有真实、
正当的理由时考虑这些做法。有时，您或许有机会针对您在声名
卓著的极大型研究项目中所做工作，发表优秀论文。这都要由您
来做决定。作为您目前的远程虚拟导师，我有必要告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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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 REF 和 ERA 型评估倾向于，着重通过少量确定的精选
论文，来评估您的研究生产率。聘任或晋升选拔委员会也经常
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似乎可以轻松识别零碎发表的“香肠”
论文 [40]。
如果您必须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做出选择，我强烈建议
您，尽可能选择质量。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研究团体
主动选择不发表的工作（如 LPU 和“香肠”论文），而不是发表的
工作，来衡量该团体的声誉。质量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现在，
它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质量的定义可供商榷，却有越
来越多的人/组织在尝试为不同类型的出版物排名。例如，
在信息和计算技术领域，澳大拉西亚计算研究和教育协会
[41]
(CORE)
（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个大学的计算机科学院/系
组成的协会）对 2008 年举行的大约 1,400 个信息与通信技术大会
进行了四级排名。该排名已被纳入最近定稿的 2010 年度澳大利亚
卓越研究计划考核表中。CORE 正在利用这个机会细化自己的各项
指标，并更新大会排名流程。当完成以上工作后，CORE 会在自
己的网站上发表相关信息。人文学科研究人员正在计划对 15 个人
文学科领域的书籍形式出版物和非传统出版形式进行排名，并将其
纳入最初由欧洲科学基金会和欧洲委员会联合赞助的欧洲人文学
科期刊索引 (ERIH) 项目 [42]。ERIH 的宗旨是，提高全欧洲优秀人
文学科研究在全球的知名度。ERIH 打算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
囊括专刊和论文集。ERIH 名单修订版估计会在 2011 年第一季度
面世。
在考虑有关不同发表形式的所有意见后，期刊无疑是最受
推崇的形式。您应将自己的优秀研究成果提交给哪个期刊进行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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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决定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性英语期刊中发表研究计划的
成果，您应该在动笔之前认真考虑一下许多相关因素。
您需要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或许是：将论文交给开放存
取期刊还是传统的订阅式出版商。近几年，随着万维网的出现和
全球性蔓延，开放存取期刊变得极其流行。其优势在于，潜在
读者可以相当容易地免费访问论文。很多国际基金机构要求或者
至少建议研究人员，以开放形式提供基于由它们所资助研究撰写
的所有论文；开放存取期刊获得了此类机构的大力支持。虽然此
类论文获得的访问多于传统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但是，导致这种
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有些作者选择在网上发表自己最受欢迎的
论文 [43]。尽管开放存取出版可以接触更多读者，但是并没有证据
表明，此类论文比订阅访问出版更容易得到引用 [44,45]。另外，
您需要动用个人研究基金为开放存取式出版付费，这是它的一
个潜在缺点。现在，一些订阅式出版商在出版物面世一段时间后，
就免费提供该出版物，或是提供允许免费访问的其它服务 [46]。
从其所吸引的引文看，开放存取出版物和传统订阅式出版物
孰优孰劣，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让同行认可并使用您的
研究成果，是促使您发表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献引用是衡量
这方面状况的主要方法。人们对这种方法众说纷纭，OpCit（公开
引用项目）是这方面信息的主要参考文献 [47]。OpCit 由 Joint
NSF-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国际数字图书馆研究计划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ies Research
Programme) 资助，包括针对“开放存取出版物的文献引用情况”
主题发表的数十篇论文的摘要，以及个人针对其中每种出版物的
评论。笔者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访问该网站时看到 OpCit 文献新
增了三处内容，它们可能是迄今为止有关该话题的所有议论的
大汇总；
“——该研究发现：开放存取论文具有引文优势（比非开放
存取论文高 138.87%）。而且，该优势因主题而异。Oxford Open
中人文学科期刊的开放存取引文优势甚至是负值；在 Oxford Open
期刊中，影响因子较低者拥有较大的引文优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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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的结果表明，为科学文献提供免费访问途径，
可以增加读者数量（按论文下载量衡量）、扩大潜在读者群
（按独立访客衡量），但是并不影响论文的引文。”[49]；
“开放存取优势既是真实、独立、有意义的，也是扭曲的。
其大小其实与论文质量有关，引文自身也与论文质量有关
（20% 最优秀的论文得到了 80% 的文献引用）。比较值得引用的
论文之所以能获得较大的开放存取优势，并不是因为作者自己
在挑选开放存取论文时在质量上有所偏颇，而是因为用户在选择
自己想使用和引用的论文时，更偏向于优质论文（传统
出版只允许订阅者获取其出版物，开放存取则使用户摆脱了这
种约束）。”[50]
这三项结果之间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无论选择开放存取
还是订阅式出版，您都需要在动笔之前考虑一下这二者所共有的
考虑因素。
包括韩国、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很多国家出钱鼓励自己的
研究人员在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51,52]。您千万不能为了挣
那笔奖金，而选择在某个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论文。当然，您可以
为了某种合理且有价值的理由（这样的理由有很多），选择在可能的
最佳期刊上发表您的优秀研究成果。
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期刊的声望和期刊读者群的构成
通常被视为重要考虑因素 [53]，但是，对于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
学期刊而言，这些特征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像“ 清楚/连贯/文笔流
畅 ”、“ 透彻 ”、“ 研究方法 ”和“ 是否适合该刊物 ”这样的
特征 [54]。本指南的重点是鼓励您追求优秀产出，但是您该如何确
定哪一种声名卓著的期刊适合发表您的研究成果呢？
自 1955 年 Garfield 首次公布影响因子用法以来，影响因子
无疑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
期刊通过自己基于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名，来标榜自己的声望，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期刊也同样如此。影响因子的确有很多
用途，但是针对影响因子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面对这些
批评，Garfield 总是强调：人们可能没有正确使用影响因子（示例
参见 [55]）。当您使用影响因子做准确对比时，还应考虑很多技术
性因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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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定量信息——“指标”——比当前的工具更有用，
2008 British RAE 曾号召有关方面针对高等教育研究岗位的
评审和经费工作提意见 [57,58]，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批
判仅用指标衡量质量这种做法 [59,60,61,62]。现在，为了进行 2014
REF British，各个研究院需要提交相关资料，以便接受以下方面的
评审：(1) 研究成果的质量；(2) 在更广泛范围内的研究影响力；
(3) 研究环境的活力 [63]。研究成果的质量将继续作为评审工作的
主要考虑因素（占总量的 65%），某些专家小组将使用引文信
息，来通知其评审结果。
当您决定应在何处发表论文时，我强烈建议您适当考虑期刊的
影响因子。尽管如此，影响因子的潜在缺点已经促使人们发明了
用来衡量期刊质量及声望的其它许多方法。虽然因篇幅和宗旨所
限，此处并不详细介绍和比较其它期刊质量衡量方法，您却有必
要知道，您可以选择其它方法，来确认您用来发表研究成果的期
刊所处的地位。
例如，上文提到的 ERIH 组建了专家小组。这些专家小组分
三个等级，对人文学科 14 个子学科（如人类学、性别研究、哲学
和心理学）的期刊进行了排名。这些排名并非文献计量学工具。
ERIH 筹划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小组反对仅仅依据这些排名，进行
晋升评审、聘任评审或研究基金申请评审 [64]。ERIH 标准引来了不
少批评 [65]（这一点不足为奇）。这些排名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在
不断发展演化着。我认为，我们应当为 ESF 的这个倡议喝彩，因
为它至少鼓励人们就影响因子以外的其它人文学科期刊排名方法
展开讨论。
对于期刊排名的制备与使用方面的政策，目前可谓议论纷纷，
来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的声音尤其响亮。在欧洲、法国和
澳大利亚，这些排名既可作为政治工具，也能作为科学工具 [66]。
我相信，只要使用得当，它们会为您的研究事业助一臂之力。
同样，商业界和经济界也已在尝试，用系列指标为期刊排名，
由此确定期刊的质量和声望。例如，英国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商学
院在邀请本学院和其它国际商学院的高级学术人员对大

46 • 在何处发表

约 800 种期刊进行评估后，将它们分为三个组进行了排名 [67]。
由澳洲商学院院长会 (Australian Business Deans Council) 和澳纽
管理学会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联合赞助的商业学术研究主任网 (Business Academic Research
Directors Network, BARDsNET) 对涉及 11 个子学科组（如会计和
财务、营销和市场研究、经济学）的大约 2,000 种期刊，分四个
等级进行了排名 [68]。经济学领域的几个研究团体采用另一组标准，
开发出一些期刊排名系统 [69,70]。Harzing.com [71] 最近发布了第 37 期
《期刊质量排名》(Journal Quality List)。《期刊质量排名》在排
除影响因子的前提下，使用 19 种源，对经济学、金融、会计、
管理和营销领域的大约 900 种期刊进行了排名。
CORE 不仅对 ICT 会议进行了排名（见上文），而且对其会员
所涉及领域内的大约 800 种期刊 [72] 进行了四级排名。这种四级
排名法并非精确匹配，但是 ARC 还是决定在 ERA 评审中选择它
对所有研究领域的期刊进行排名。
2008 年 7 月，法国研究与高等教育评鉴局 (Agence
d'é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73]
发布了一份期刊排名表和上文提及的 ESF ERIH。2008 年 6 月，
ARC 发起一项邀请各方广泛参与的综合性公开意见征询活动，目
的是为了建立供 2010 ERA 评审流程使用的、独一无二的同行评
审期刊排名表。ARC 认为，期刊的质量排名代表了该期刊的总体
质量相对于其它期刊所处的地位。不应将该排名与该期刊对于特
定学科的相关性或重要性混为一谈。2010 ERA 使用了一份包括
20,000
种期刊的排名表（表中的期刊分为四级：A*——最前面的
5%，A——接下来的 15%，B——接下来的 30%，C——接下来的
50%）。Scopus 是 ERA 2010 的引文数据提供商。
利用 Scopus 期刊分析器可以搜索特定领域内的期刊，确定
哪种期刊最有影响，并找出期刊的出版商。该工具可以帮助
您决定：在何处发表可以获得最佳知名度，如何排列交稿
次序。www.info.SciVerse.com/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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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目前正在进行广泛审核（其中包括公开意见征询），
之后，将由特聘标准制定机构/专业小组审核 2010 期刊排名表，
以便为 2012 ERA 做准备。预定将于 2011 年 9 月公布 ERA 2012
期刊排名表 [74]。目前，国际社会提供大量针对所有研究学科的期
刊排名系统。您应该认真考虑这些系统，并从中选择合适者，然后
配合或代替影响因子，来确定您用来发表研究成果的期刊的质量。
这些系统都对您在其中发表了论文的期刊进行了质量排名，
而且它们假定，顶级期刊必然发表顶级论文。但是有可能出现以
下情况：顶级期刊中发表的某些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相反，
不一定被排名系统视为顶级刊物的期刊有可能发表引用率极高的
论文。当然，这种情形相对罕见。如果您的论文得到大量的引用，
您或许可以使用另一种更加具体的研究成果杰出性衡量方法：
针对论文收到的引用，提供适当的统计数字。网上有很多电子
邮件通告系统（如 Scopus），当有论文引用了您的论文时，此类
系统会通知您。您应该使用此类服务，并将它们通知您的信息记
入您的简历。
万维网的不断普及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互联网，对与
互联网有关的现象进行定量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
人们认识到，可以使用提供原始数据的商品化搜索引擎，将原本
用于对期刊论文的引用模式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互联
网上。这种相对较新、更加电子化的期刊排名方法称为“网络计
量”[75,76]。
新出现的开放存取式互联网数据库比网络计量还年轻。利用
一种与 Google 用来进行网页排名的网页排名算法类似的新算法，
这种数据库可让用户计算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SCImago 期刊排
名通过一系列迭代循环，分析在为期 3 年的引用期内，不同期刊
之间的引文联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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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mago 期刊排名 (SJR) 是一种衡量学术源的科学声望的
指标：单篇文档的加权引文值。一个源通过引用另一个
源，将自己的“声望”或地位传递给被引用的源。来自具
有较高 SJR 的源的引用，要比来自具有较低 SJR 的源的
引用更有价值。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info.Scopus.com/
journalmetrics

使用 Scopus 的单篇文章源标准化影响，基于特定课题领域
内的引文总数计算引文权重，然后由此衡量环境引文影响。如果
某个课题领域内的引用率较低，该领域的单一引文就具有较高的
影响值；反之亦然 [78]。虽然人们对此类系统众说纷纭 [79]，此类
分析必然会继续存在，而且以后会变得更加普及。有人甚至
建议，将通常用于评估个人生产率的 h 指数（下文将介绍该指数）
作为另一种期刊质量评估措施 [80]。
显然，使用各种不同分析和工具来确定期刊质量的期刊排名
方法将会长期存在，而且此类使用可能会与日俱增。我强烈建议
您使用所有适当的可用资源，向同行证明您的研究成果的卓越
质量和影响力。
虽然在决定应该将论文交给哪个期刊时，期刊的质量是首要
考虑因素，您还是应该在动笔之前，权衡一下其它一些因素。
该刊接受稿件的速度如何？您的研究领域是否与该刊通常的出版
领域相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许是，您所从事研究的质量是不
是真的与该刊通常的出版水准处于同一水平？我们当然都希望只
在本学科最受推崇的两三种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是您出于某种理
由而决定发表的这项研究，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本领域的前三名期
刊所要求的水平？您的研究督导有什么看法？您的导师怎么说？
现在对您研究成果的水平进行诚实、正确的评估，就可以避免因
稿件遭拒（因为您的工作不适合该期刊，或未达到其通常的出版
水平）而浪费时间、情绪激愤。尽管我建议您努力获取可能的
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当您决定要向哪个期刊投稿时，一定要持
现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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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基于不同因素，来判断一篇论文是不是值得发表的
优秀论文。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可能注重期刊的声望和期刊
读者群的构成；在理想情况下，任何学科领域都应突出工作的
创新性和新颖性。
显然，您是否在开始研究前进行了出色的规划和设计，将会
反映在您的研究结果上。您已经确定了要向哪个期刊投稿，现在
您需要将重点放在论文撰写工作的哪个方面呢？
在投稿之前阅读、理解并遵守“作者须知”，是向期刊投稿
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它能确保
您的论文会得到最高效的处理和审核，您应在动笔之前完成该
任务。之后，我想建议您先写出标题和摘要，然后写出完整的底
稿（甚至可以很粗糙）。对核心内容列出提纲（甚至可以是要点
罗列），会对整个写作过程起到促进作用。撰写完整的底稿，有
助于避免在某个点上卡壳；卡壳现象会妨碍您继续撰写文章的其
余部分，或导致完稿日期延后。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常常会将
“引言”部分挪到“讨论”部分（或相反）。所以，如果您一定
要将一个部分修改得尽善尽美，才动笔写下一部分，写作效率通
常不会很高。
如果英语不是您的母语，您或许值得在这个阶段，征求以
英语为母语者的意见。因为语法错误和不当表达（甚至以英语
为母语的人都难免犯此类错误）会导致论文在评审中处于不利
地位 [81,82]。在引用方面，英语论文优势显著 [83]。AuthorAID 是一
个免费国际研究社区 [84]，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人员，通过发表论文或其它方式向他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它也是
用于讨论和宣传研究工作的更广泛之范围内的全球性论
坛。AuthorAID 是基于国际科技出版物提供网络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的先锋
方案，由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挪威发展合作署和英国国际发展部
提供支持。它不仅开展科学写作培训课程，而且针对写作和发表
论文的最佳做法提供一系列文档和惯例的访问途径。《如何撰写
和发表科学论文》(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a Scientific Paper)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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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有经验研究人员提高发表论文的技巧的最著名的文章；
最 近 发 表 的 《 撰 写 科 学 研 究 论 文 ： 策 略 和 步 骤 》 (Wri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Strategy and Steps) [86] 主要面向希望
提高写作和指导技巧的 ECR，以及希望更加有效地使用英语的
科学家（包括以英语为母语者和以英语为第 n 外语者）。
标题是论文的主要“宣传窗口”，应该仅包含能够准确描述
文章内容的最少的文字（最好少于 12 个字）。标题应当仅表达
一个理念或主题，并应以意义重大的几个字开始。由于上文提到的
网络计量型分析在不断增多，因此，关键字不仅要突出整篇文章
的主要内容，而且应该易于理解、易于索引、易于被数据库
搜索、检索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应该在“引言”的开头部分简单介绍您所研究的问题、假说
或学术活动领域的主要背景。之后，应该阐述研究目标，清楚说
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这项工作与该领域的已知知识
之间的关系。
“方法”部分始终都应该准确，并且要详细到他人可以完全
重复该方法的程度；对于定量研究，“方法”部分还要提供适当的
记录详细的统计学试验。
结果必须清晰、在统计学上成立（若适当），并且要用该期
刊在“作者须知”中规定的方式加以阐述。
“讨论”部分从阐述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进行推广、一般化。
将您的结果与研究文献、理论以及本研究学科的惯例相关联。
重申被检验的假说或您力图解决的学术问题，回答“引言”
中提出的问题。
用准确、清晰、经过验证的结果，为您的答案提供支持。
以清楚、简洁的方式解释您的结果与期望值的关系，以及您的
结果与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献的关系。
讨论、评估，并为相互矛盾的结果提供可信的理由。讨论任
何意外的结果，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建议，但是不要言过其实，不要
做出并没有被您的结果 100% 证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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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您的论文应该以流畅的文笔阐述卓越的（新颖的、
创新的）研究，内容不要夸张，适当时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
整篇文章应该采用简洁明了的逻辑关系，要让读者相信它是优
秀论文。摘要和关键字非常重要。最好在一开始撰写内容全面
的初稿。
这种类型的很多期刊可以给您一个良好的起点，它们容易说
服基金机构，在评审基金申请时给您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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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您所完成的研究都是由他人组织和资助的。您的
博导、研究团队队长或贵公司的团体负责人为您提供了研究
基金。但是，到一定时候（如果您的研究事业以正常速度向前
发展，这个时刻或许会提前到来），您就想以主持人的身份独
立申请研究基金。
当您下笔之前，甚至在考虑申请研究基金之前，您需要询问
自己几个问题，而且要找到令您满意的答案。因为一般情况下，
研究基金的竞争极其激烈，郑重其事的申请工作会占用您很多
时间。
请务必以您的整个职业生涯为背景，考虑您规划的研究基金
申请，因为您并不总是需要资助才能开展研究。您希望开展研究的
强烈愿望与基金的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您为何申请基金？
您为何需要基金？为了确保您为其寻求基金的研究项目获得
成功，您至少需要多少钱？只有当您觉得您能圆满回答这些
问题，而且您已经明白，研究基金申请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承诺时，
您才应该开始准备申请。
您自己必须相信，您提议的研究非常重要，这样您才有可能
让同行相信它很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截至目前，您已经完成了
前 面 所 说 的 发 表 工 作 ，现 在 ，您 必 须 让 同 行 相 信 ，您 是 值 得
信任的，他们应该用大笔基金支持您，而不是同样呈递了极有说服
力的资料的另一个研究团体。
如果确实需要，您能从哪里筹到钱？
多数国家都有国家级研究基金机构，有些国家甚至有州级
研究基金机构。此类机构中有一些接受所有研究学科的基金申请，
例如，德国研究协会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
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 (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和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有一些则侧
重于特定研究学科，例如，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加拿大国家
科学及工程研究委员会、英国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它们的网站以及通往它们的计划的公共门户不仅包罗万象，
而且易于访问。还有很多网站针对多个基金机构，提供有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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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综合信息。GrantsNet [87] 免费提供用于查找科学研究和
培训基金的一站式资源。Grants.gov [88] 用于查找和申请美国联邦
政府基金。Research.gov [89] 和 science.gov [90] 提供与特定基金相
联系的研究和开发结果的相关信息。虽然 Grants.gov 包含有关
NSF 基金的信息，NSF 自身也提供一些服务 [91]；如果您使用这些
服务，NSF 一旦发布有关它所资助项目和它所提供基金的最新
动态，NSF 服务会立即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这些最新动态。
至于 DFG，人们甚至可以在北京（中德科学中心）、莫斯科、
德里、华盛顿和东京看到它的身影。
有些基金机构支持多国参与的研究计划，规模最大的或许要
数欧盟的计划，目前是第七框架计划 (7th Framework)。该计划
已经收到针对不同领域（如“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研究
合作”和“自主课题”）的研究基金请求。该计划提供一种电子
邮件通知服务，它会通知您，您所注册领域中出现的新请求 [92]。
多国联合资助的另一个例子是人类前沿科学计划 (Human Frontier
of Science Program, HFSP) [93]，它通过研究基金和研讨会，来促进
全球范围的生命科学研究。HFSP 基金往往授予涉及在不同国家、
不同学科中开展工作的科学家队伍之间进行的广泛合作的新型
研究合作。8 国集团 (G8) 中有七个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
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意大利没有参加）的研究理事会最
近宣布了它们的第一个联合呼吁，该呼吁要求参与国提交多边合
作研究项目建议书。这个计划的中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型
多边合作项目库，参与的组织的国家级计划可以随时为该库中
的项目提供支持。该呼吁鼓励科学家们不仅要以双边或三边形式
与既有科学研究团体开展合作，还应创建高产的全新多边合作研
究群落。虽然该呼吁目前侧重于高性能的超高速计算技术 [94]，
其未来的倡议却已对健康、食品安全和农业领域制定了计划 [95]。
虽然您的研究事业刚刚起步，这些多国参与的巨型倡议/计划或许
超出了您目前的能力范围，但是您必须明白，它们有可能在未来
几十年（也就是您的研究事业有生之年）大面积普及。此外，
全球研究重点模式有可能在您的研究事业有生之年改头换面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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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在研究事业的初期，申请金额
较小的预算（甚至可以从您的接收单位内部筹措到这笔钱），或许
是一种妥当的筹资方法；您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赢得支持、逐渐成
长，然后逐步尝试向声望更高、规模更大的国家级或国际级研究
基金计划申请资助。这个问题也是上文提及的、您必须在开始申
请前回答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无论是小小的内部研究申请，还是针对国际基金机构的巨无
霸申请，您都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和程序，以确保您的申请具有
尽可能高的竞争力。
决定申请基金后，您首先应该进行下面这个练习：用 100 个字
总结您的建议书，然后和您的研究督导及导师讨论这份总结。
您对为期 3 年的项目设立了什么样的研究目标？在项目结束时您
能拿出什么样的成果？这一步务必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您与
合作者能够在研究期间内作出的成果。当然您需要表明，你们能
利用这笔基金作出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明显夸大成
果并不能使您的申请具有更高竞争力。同样，您需要决定：您打
算以主持人的身份独自申请，还是您需要共同主持人，以便向基
金机构证明，你们拥有确保该项目成功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如果该基金计划非常重视主持人的记录，您就应该郑重考虑
以下问题：您的记录能否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证明，您值得为该
研究投入您承诺的时间？您是不是应该等到您的记录积累到相应
水平后再申请？在这里，督导和导师可以为您提供建议。如果您
决定继续，那么您是否需要其记录能够“提升”申请人形象的共同
主持人？如果需要，您最好寻找以前曾与您合作过的人作为共同
主持人（最理想的人选是曾与您一同发表过论文的人）。这样做
可以让人们觉得你们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下面这种情
形：你们为了“弄点钱”而临时搭伙，一旦拿到基金，资格较老
的研究人员就不大为项目做贡献了。
完成以上所有任务后，您就需要决定，应该向哪个基金机构
递申请。确保申请中的目标与该机构的目标相一致。如果该机构
根本不认为您所提议的研究类型属于它所资助的重点领域，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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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就是毫无意义的。基金机构的说明中通常会详细阐述此类
信息，查看在过去几年里，成功申请到该机构基金的课题和总结，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办法。该基金机构重视什么类型的研究？
以在基金授予前的阶段为研究人员提供支持为宗旨的
SciVal Funding，可以帮您分析基金环境。您可以针对基金
表现进行测度、评估和战略规划，访问基金授予数据；了
解哪些出版物与特定基金计划有关系；深入了解基金历史
（哪些研究人员、哪些研究曾在过去获得过该基金）；寻
找合作者，了解潜在竞争对手。www.Scival.com/Funding

现在，您必须阅读并理解基金机构针对您打算申请的计划发
布的所有信息。您需要确认的最重要的信息或许是，该计划的下
一轮申请截止日期。对于多数国家级和国际级机构基金而言，
由于申请人竞争的非常激烈，它们根本不会坐等您的申请。它们
收到的申请远远超出了其资助能力。您的申请应该符合该机构的
规章制度，并要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给该机构。为了具有竞争力，
您的申请也必须这样！
当您开始撰写申请时，最好时刻牢记该基金计划的评审标
准。百分之几的选择是基于申请人记录的？研究题目的新颖性有
多重要？您可以用几页纸来解释您的方法？该基金计划是侧重
于“天马行空式”研究，还是更偏重于解决其产业合作伙伴的实际
问题？它们全都是重要的政策性考虑事项，它们可让您的申请具
有尽可能高的竞争力。
优秀的申请往往涵盖了一些更具规划性或更具体的要点。
您应该：
• 突出您的前景光明的强势记录；
• 阐述问题和/或矛盾，解释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展示一
系列的数据；
• 说明现在之所以需要资金，是为了保持本课题的发展
势头；
• 证明您的工作如何与当前国际形势相契合（不要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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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细节）；
• 提出富有吸引力的声明，然后用证据和他人的评判为其
提供支持；
• 通过提供可信的方法，使困难的目标显得现实可行
（请小心把握分寸）；
• 用证据证明，您经常以大胆而负责任的方式处理问题；
• 对于成果，不要浮夸，不要做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
• 向对方保证，您确实可以在该基金的资助期限内获得您
所描述的成果；
• 证明您参与了国家级和国际级研究网络；
• 避免使用过多的技术术语；
• 没有拼写错误或语法错误，没有未经校勘的胡言乱语；
• 针对以前的基金提供漂亮的进度报告（若适用）
采用/遵循上述策略和指南，无疑会提高研究基金申请的
竞争力；成功的申请必然会提高您的声望、促进您的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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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及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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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其余部分是为了向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工作的 ECR 提供
建议，这一部分则有所不同。本部分由两个单元组成：一个
单元面向在大学、医学研究院或政府研究院（为了方便叙述，
从现在起我将它们合称为学术界）中工作的 ECR，另一个单元
面向在商业或产业公司中工作的 ECR。
如果您在学术界工作，基于很多理由的考虑，您或许应该
考虑与产业界、产业界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虽然开展“天马行
空式”基础研究意义重大，现在各国政府却觉得越来越难以资助
此类工作（这种状况以后甚至有可能愈演愈烈），国际社会无疑
已经将重点放在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收益上。日本政府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举办的大学-产业合作 (sangaku renkei) 系列
活动和芬兰政府为了鼓励大学-产业合作所做的努力，似乎都颇
有收获 [97,98]。巴西政府最近也宣布了一项类似举措——国家创新
运动 (National Movement for Innovation) [99]，加拿大也新推出了
一项旨在重振本国创新精神的全国性运动——“一百万个创新活
动”(One Million Acts of Innovation) [100]。
除了有可能为您的国家创造财富外，此类活动还会为您个人
带来很多好处（如果您努力追逐的话）。通过制造专利和许可证、
参与创立分拆型商业公司，在学术界工作的 ECR 不仅可以获得雇
佣员工、开展深入研究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可以获得大笔个
人财务收益（只要贵组织的政策允许）。但是，有利就有弊。环绕
在这些活动周围的商业秘密，会导致研究工作延误，增加商业转
让协议所对应的文书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您迟迟不能发
表工作成果，因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相关信息必须保密。
与本指南所介绍研究事业的所有其它方面类似，如果您作出了
一项战略性决定——您将与产业合作，或更紧密地与产业合作，
您就需要知道如何实现该目标。要与产业合作伙伴建立牢固的长期
合作关系，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如何
识别项目与合作伙伴呢？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实现该目的：
1. 您有一个研究题目，您想寻找愿意支持这项研究的合作
伙伴。这种方法需要您或贵组织业务拓展处（或商品化
与技术转让处）的员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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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潜在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打算与您合作，是因为
您的研究将会让他们渴望的商业结果增值；
2. 您通过网络知道了一位潜在合作伙伴，您询问对方是否
有他们希望承接、但是因某种原因不能承接的研究项
目。这种途径可以源自您的既有网络，它或许更像
“熟”道，而不是上文提到的“生”道；在短时间内，
后一种途径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产业合作伙伴了解
您，或者至少通过您的研究网络了解您，这也再次强调了
拥有良好研究网络的重要性；
3. 虽然潜在合作伙伴目前已经在开展一些工作，您却有能
力让他们的工作增值。潜在合作伙伴因为看重您的网络
和您在本领域的良好声誉（他们或许是通过您发表的颇
有名气的基础研究论文而知道您的），而邀请您加入
他们的研究，为他们助一臂之力。多数大学以及很多医
学研究院及政府资助的研究组织的网站上都设有这样的
区域：员工们在那里列出自己的商业性专业知识，以及
自己与不同研究子学科的商业及产业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的潜在可能性。
您可以在您参与的不同产业项目上运用以上各种方法。以上
叙述涵盖广泛，但是您必须知道，关系有可能基于相关活动的
折衷结果而发展。无论您与产业界的关系朝哪个方向发展，您都
应该尽可能确保，包括您的学术同事在内的所有合作者（尤其是
产业和商业合作伙伴）都能从这种具有协同效应的互利互惠关系
中获益。这样的合作关系会为您的研究事业提供极大的帮助，但
是恰如上文所述，它们也可能存在一些弊端，您应该在追逐此类
商业产业合作关系之前，就了解并接受这些潜在弊端。
如果您受雇为一家商业产业公司开展研究，那么当您参与
大学-产业合作关系时，您会面对显著的利与弊。从个人角度看，
由于能广泛接触学术界人士，您将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表学
术论文。很多大学有能力，事实上也希望，授予其声名卓著的长
期产业合作伙伴荣誉性学术职务。如果您在商业公司工作，当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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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研究型大学聘请您为合作副教授或合作教授时，您会获得
仅在商业环境内工作所无法获得的个人威望与学术认可。您可能
不仅会得到组织的提拔，而且以后可能会在学术界获得临时或永
久性聘任。商业和产业公司一般很重视像您这样能获得荣誉性学
术职务、能参与大学研究项目的员工，因为这证明学术界看重这
家公司，认为值得与其合作。
与学术工作者合作也有它的弊端，因为诸如教学和行政职责
的种种约束导致他们不能以商业公司或产业界希望的节奏开展研
究。另外，他们的研究目标通常更偏重于学术性，而不是产业或
商业性。如果双方能互相尊重、共同努力，确保双方均能享受到
合作项目成功所产生的增效协同效应，双方之间就能培养起令各
方受益的牢固的长期合作关系。这才是值得追求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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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

12.

恭喜您！您刚刚获得免费在夏威夷、纽约、意大利的利维拉或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度长假的机会。这个充满异国风情、为期一
周的假期实际上是一次重要会议，全国或全世界的重要研究
人员将在这里汇聚一堂、切磋技艺。或许是贵组织推举您参加这
次会议，或许是您有预算支付会议的费用；无论是哪种情况，
您都应当将它视为特权，而不是权利，您应该努力从中获取最
大收益。
整理行装前您应该询问自己以下问题：“我为什么需要参加
这次会议？我是不是真的会有所收获？我能不能更有效地利用
工作时间？这次会议会让我的研究工作中断一两个星期，而且我
可能需要飞越半个地球，这个代价可不低！我到底能得到些
什么？”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在事业初期，参加会议并非家常
便饭。所以，您应该下这样的决心：如果我打算参加这次会议，
我就应该让它产生最大价值。仅仅出席会议并不一定会让您的事业
受益，您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才能确保您的事业会从中受益。
因此，如果您决定参加，就需要制定周详的计划。
会议有很多类型，您能从中获得的收益将因会议的具体
内容、会议能提供的好处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我能得到什么”
正是您必须了解和思考的问题。我在研究事业刚刚起步时，曾有
幸参加在新罕布什尔的一个滑雪屋里举行的一个只有不到 20 人参
加的小会议。很多年后，我以资深大学研究领导者的身份参加了
一个有 10,000 多人参加的综合性会议。就我的个人研究事业
而言，我从万人大会获得的东西永远都比不上我从那个小型专题
会议获得的东西；因为在那个万人大会上，我的周围总是簇拥着
无数人，每一个演讲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我参加这两个
会议的目的也完全不同。
有了适当的规划，您就一定能通过出席会议获得更有价值的
东西。但是您还是需要权衡出席会议的利与弊。您能向会议贡献
什么？您能从会议得到什么？
参加会议而不发言或许有好处；如果您能在会上针对您的
研究，发表一席包含最新信息、有价值且令人振奋的讲话，您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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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更大的收获。您是不是为出席会议做好了准备？您会不会
为了打动听众，而泄露最新研究的“热门”新结果（这样做可能
会妨碍您申请专利，也可能会让竞争对手获得明显的出版优势）？
或者，为了避免潜在的专利和出版问题，您打算重述您已发表的
工作成果（听众不会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的）？您有没有资格在
会上回顾您的工作、您所在研究团队的工作，甚至他人的工作？
您能讲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您是受邀出席研讨会，还是您需要
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工作；前者可以进行概述，后者则要求更加具
体地介绍最近的情况。如果您的演讲更适合用海报宣传，您愿
不愿意采用这种形式？如果您决定参加会议，您就需要确保您会
给听众留下持久的好印象，这样他人就会谈论您和您的工作。
您需要打动他们，以确保您会再次受邀。如果您目前无力做到这
一点，您就应该考虑放弃这次会议，等您准备得更加充分后，参加
下一次会议。
您必须精心挑选您出席的会议、您演讲的内容。我曾在很多
晋升选拔委员会中任过职。虽然出席会议是某些研究子学科展示
工作成果的主要形式，如果申请人的会议发言次数比其发表的论
文/专著/章节多两三倍，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认为这个人更多时
候是在度假而不是工作。因此，如果您打算出席某个会议，并在
会上介绍您的最新工作成果，请务必确保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
通过期刊或其它审稿型书面形式，发表相应的论文。
参加会议的最重要的理由或许是，它能提供交际机会：您可
以在会上，与其他出席会议的研究人员讨论、切磋；也可以在参加
会议的旅途中，拜访其他研究人员并与之讨论、切磋。与研究
事业类似，战略规划和提前思考同样会让会议产生巨大的效益。
一般情况下，主办单位至少会提前一年打出会议广告，因此您应
提前决定，在旅行途中您打算在何处歇脚。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会晤新的潜在合作者，或与既有同事叙旧，以便扩展或巩固您的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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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关方面通过互联网或硬拷贝形式公布了会议日程表，
您应立即阅读该日程表。这样您就能确定何人将在会上介绍自己的
工作，您甚至可以提前安排，在会议期间与他们见面。在万人大
会上与特定人物见面并非易事，即使提前预约，也是如此。
此外，提前查看会议日程表有助于确定您想听哪些发言，以便您
能规划自己的会议日程表。
出席会议无疑是将国家级和国际级研究人员（取决于会议的
类型）纳入网络的有效方式。当然，您必须制定尽可能详尽的
计划，实施方法也必须妥当。您是否需要会上的熟人将您引荐给
某位主题发言人？您能否直接上前自我介绍，而不会显得粗鲁或
鲁莽？大约 90% 的合作始于面谈 [101]，因此，您在会议上的卓越
表现可能会为您赢得很多合作良机。
如果您决定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您不仅要在风格和长度上
遵守摘要提交规则，而且不能超出规定的时间。一旦决定出席，
您就必须注册，并要确保对方会在到期日期前收到您的付款；如果
允许会上注册，您也可以选择在会上注册，不过这种方法一般比
较贵。
在这里，我假定由贵组织承担您的会议出席费用。如果您的
事业处于这样的阶段：主办单位邀请您出席会议，并且承担您的
部分或全部出席费用，您的发言就应该具有最高质量和最大信息
容量，以便让主办单位相信，邀请您是个明智的决定。
您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会前准备，以确保您在会上的发言
能得到其他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您自己也会从中受益。您应利用
会议期间的休息时间了解会议东道国的文化。稍后，该国想与您
合作的学生或许会主动接触您，甚至可能会有人邀请您在该国担
任某个职务。如果您对那个国家至少略有所知，您就更容易做出
明智的抉择。国际旅行很累人，如果中途停顿，情况就更糟。
因此，请尽量提前一两天抵达会议地点，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克
服时差反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适应当地的文化。
如果您在开会时至少没有时间上的不适感，出席的效果就会好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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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活动不应在您登上回家的飞机或火车的那一刻终止。
您应该考虑对您和与会高级研究人员进行的讨论记笔记，并且应在
会后通过电子邮件或其它通讯方式，继续最初的讨论。如果您是
贵组织中唯一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您应准备一份有关本次会议的
书面简报，阐述您出席会议的收获。这样做不仅会向同事证明，
您没有浪费这次机会、派您出席会议是值得的，而且也可以为打
算出席下一次会议的其他人提供有益的指导。
这些后续工作不仅有助于在地方和国际层面扩展您的网络，
而且必然会推动您的研究事业。多数会议是由协会组织的，或者
至少由协会提供支持。您是不是协会成员？如果不是，为什么不
参加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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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employed by and therefore carrying out research
for a commercial industrial company, there is also a range of
very positive potential outcomes but some significant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 expanded academic
input may lead to you becoming much more widely published in
academic outputs,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the ability and in
fact want to, confer honorary academic positions on their longstanding highly regarded industrial partners. If you are working
in a commercial company, your appointment as an affiliate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by a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y
provides you a personal cachet an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a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orking exclusively within you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romotion within your
organisation and also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periods or a
permanent place in academia at a later stag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often value staff such as yourself being
given honorary academic appointments and being involve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r
company is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s
seen as one worth working with.
Unfortunately, working with academics is not without
disadvantage as they often, because of constraints such a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bligations, carry out research at a
pace slower than commercial companies or industry would like.
Their goals and aims in the research are often more academically
focused than industrially or commercially focused. However,
through establishing a mutual respect an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mutually synergistic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ject,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long-term relationship has very positive
aspects for all involved and should be highly sought after and
pursued.

协会成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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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会员身份会为您带来很多好处，我强烈建议您考虑考虑这
些好处。唯一的弊端或许是，如果加入的协会过多，您可能需要
支出大笔会费，而且长长的协会成员资格名单并不会让您的
简历增色。
您加入的第一个协会或许是非正式协会，但是它或许会对您的
一生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出于很多理由的考虑，您一定要出席贵
组织的部门内（或本学科）举办的、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的研
究组讨论。参加这样的“协会”，您不仅会了解同事们的最新研
究成果，也会了解他们正在哪个领域内开展工作。您在此类“协
会”中所作的发言不仅会帮您拓展网络，也会帮您在同事和当地
同行那里建立声誉。如果您参加地方“协会”，并且长期为它做
贡献，当您申请晋升或内部基金时，会占很大的优势。人们
一般会请资深 ECR 组织会议。当您的部门有旅行预算时，如果您
能从其它城市或国家请人来本地作讲演，您的研究网络将会得到
极大的扩充。
目前全世界有很多全国性和国际性正式协会。它们都很
重要。很多这样的协会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您一定要精心挑选
您要加入的协会。
全国性协会通常举办年度大会，本国的同行会在年会上汇聚
一堂。它们通常设有全国性奖项，很多全国性协会还赞助全国性
或国际性期刊。有些全国性协会举行旨在确定该学科专业人员
身份的专业考试或评审。协会成员名单是公开的，您可以通过此
类名单，了解在这个国家谁在从事什么研究。出席和参加此类协会
会让您长期受益，如果您能获得它们颁发的研究奖，您的研究
事业一定会获得突飞猛进。
国际性协会也非常重要；与全国性协会相比，国际性协会
显然是在更加国际化的层面上开展工作。国际性协会也主办国际
会议，很多国际性协会还出版自己的期刊，其优势类似于上文针对
全国性协会列举的种种优势，只不过是在全球范围内而已。此类
协会颁发的奖项和其它一些活动（例如，邀请您在国际协会的
会议上做主题发言）可以表明，您所从事的研究活动已经达到很
高的层次，这样的证明一定会让您的研究事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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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本文侧重于将您视为以普通成员身份积极参与
协会活动的研究人员。如果您希望快速建立自己的网络，并提高
您在国内或国际的知名度，或者您毫无利己之心，只是希望通过
实际行动为您的研究学科及其协会做贡献，您可以考虑竞选协会
理事。不过，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如果您打算当理事，
您就必须表现出突出的研究能力和组织能力。如果您在走马上
任后并未干出骄人的业绩，它就不会为您的研究事业起到很好的
宣传作用。虽然这些职责需要您付出大量的劳动，但是这些努力
是有回报的：只要您完满完成任务，您就会得到表扬、承认，
以及人际交往机会。与本文阐述的其它事项类似，此处的核心
在于：针对您希望在协会中扮演的角色制定战略规划，然后投入
适当的时间和精力。
无论您在这些协会中担任什么职责，您都必须努力做出最佳
成绩。如果您确实希望当理事，名正言顺地代表协会成员，您最好
具备恰当推销自己成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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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employed by and therefore carrying out research
for a commercial industrial company, there is also a range of
very positive potential outcomes but some significant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 expanded academic
input may lead to you becoming much more widely published in
academic outputs,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the ability and in
fact want to, confer honorary academic positions on their longstanding highly regarded industrial partners. If you are working
in a commercial company, your appointment as an affiliate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by a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y
provides you a personal cachet an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a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orking exclusively within you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romotion within your
organisation and also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periods or a
permanent place in academia at a later stag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often value staff such as yourself being
given honorary academic appointments and being involve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r
company is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s
seen as one worth working with.
Unfortunately, working with academics is not without
disadvantage as they often, because of constraints such a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bligations, carry out research at a
pace slower than commercial companies or industry would like.
Their goals and aims in the research are often more academically
focused than industrially or commercially focused. However,
through establishing a mutual respect an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mutually synergistic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ject,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long-term relationship has very positive
aspects for all involved and should be highly sought after and
pursued.

推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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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串优秀的研究成果永远都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但是，在
当前这种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光有成就还不够，您还必须
能够以恰当的方式推销自己的成就。全世界最糟糕的事情莫
过于，在不恰当的级别推销自己的成就了。那么如何确定您的
成就属于哪个级别呢？
您的研究督导、导师或您网络中的其他资深成员可以为您
提供指导和建议。此外，您可以使用很多定量措施，来评估您的
生产率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级别。
上文提到影响因子存在潜在问题，已经有人提议以特征
因子 [102]作为替代方法。特征因子根据援引期刊的影响力衡量引文
的重要性，然后据此进行期刊排名。特征因子比影响因子更重视包
含引文的期刊的重要性。但是，特征因子仍然仅仅提供了衡量
容纳论文的期刊的方法，并未提供衡量论文质量的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审稿期刊根据 h 指数 [103] 和 h 指数的
变体 m 指数来评审论文。m 指数考虑自第一篇论文起经历的
年数，因此，对 ECR 而言，m 指数更具有吸引力。像 h 指数这样的
参数具有很重要的实用意义，尽管如此，针对 h 指数的批评意见
也时有耳闻；为了应对如此困境，大量团体发布了大量分析来定义
或许更有用的其它指数。例如：g 指数 [104]、推广型 h 指数 [105] 和
针对自引进行过修正的锐化 h 指数 (hs) [106]。
现在，除了这些可以描述研究人员最高产的核心成果并能
告诉我们其核心成果中的论文数量的评估指数外，还有一些可以
描述核心成果中的论文之影响力的其它指数。为了切实评估已
发表成果的重要性，您或许应该考虑同时使用这两类指数 [107]。
在这个方面，您的工作详细到什么程度并不重要，但是作为 ECR，
您一定要熟知什么东西现在可能有用，什么东西更有可能在以后
变得有用。
很多此类修正版引文指数最有趣的一面在于，可以利用这些
指数，跨越从农业到数学以至物理学和热带医学的广泛科学
领域，进行合理的研究生产率比较 [108,109,110,111,112]。因篇幅所限，
本文并不详细介绍这些 h 指数修正版的用途和价值。我们不难
看出，人们正在针对“如何克服此类评估方式的潜在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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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在未来几年里，人们很可能将 h 指数及其经细化的
后继者更广泛地应用于质量评估。因此，您应在您的研究事业中
利用一切机会，使用此类评估方法来确定您的质量级别。下文将
讨论这个问题。当您确定自己的研究质量后，您如何确保，您已
通过恰当的方式，最大限度推销了经评估的优秀成果了呢？
例如，如果我访问贵组织的网站并搜索您的姓名，我能不能
找到有关您的研究生产率的准确的最新消息？如果产业界人士想
在学术界寻找拥有特定专业知识的合作者，他们通常会使用组织
的网站确定合适人选。因此，您必须确保，网站上不仅列有您的
姓名，而且要准确给出有关您的最新信息。
在当今世界，互联网是极其珍贵的国际性资源。您必须在尽
可能广泛的范围内，恰当、准确地公布有关您的信息。几项以法律
学者和信息科学研究人员为重点的研究 [113,114,115] 发现，当使用
综合媒体报道评估时，知名学术人士并不比学术界以外的名人更
有名（至少在这些学科领域内情况如此）。这或许意味着，与学
术界以外的普通大众相比，甚至非常有名的学术人士都没有充分
推销自己。我发现这些研究项目中有一点非常有趣，那就是作者
能够通过无数种形式，来比较互联网报道情况。这些形式包罗
万象，其中包括会议摘要、会议论文集、外部主页、listserv 电子
邮件、提纲，甚至包括报纸和杂志档案（使用过去 5 年的 LexisNexis
学术性大学新闻档案）。最近诸如 Facebook、YouTube、Plaxo、
Myspace 和 LinkedIn 的互联网工具的使用量几乎呈指数型增长；
以上研究在此之前已告结束，所以，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的
ECR）的互联网曝光率以后可能还会提高。
这些研究表明，所有研究人员或许应该更加主动地宣传自己的
优秀成果。为了确保您的事业能够以与您的辛勤劳动及优异成
果相匹配的速度迅速发展，您必须这样做。可以通过多种方法
实现该目的，例如，确保贵组织的网站上列出了您的信息，利用
一切机会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您所参加协会的时事
通讯、专业杂志等，介绍您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一直强调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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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提高您的研究知名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大公
无私的角度解释这件事：既然您的研究是由公众资助的，您就有
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汇报您的研究结果。我们总是集中精力
发表论文，以通知和打动我们的研究同行，或许我们应该将更
多的精力，放在向资助我们的社会汇报我们的成果上。此类汇报
需要使用非专业语言，以清晰、准确、诚实的方式，向不熟悉您的
常规研究术语的公众解释您的研究。这项工作绝对物有所值。
在这一部分，我仅仅强调了如何推销您的研究成就。由于
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公共投资型研究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 (SEE) 影响，您需要从现在起时刻牢记 SEE 影响成就。虽然
在能收到数百条引用的最佳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是一项了不起
的事业成就，您也必须知道：现在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要求研究人
员证明，他们的研究如何为社会做贡献。
如前所述，65% 的 2014 REF 评审工作将基于研究成果。
有关方面计划将 25% 的评审工作基于 SEE 影响，以便针对卓越研
究对经济和社会做出的贡献，给予卓越研究它应得的荣誉。但
是，2014 REF 仍在发展变化之中；由于有意在后续评审中增加
该影响的比重，该影响在第一次评审中的权重将被降为 20% [116]。
问题在于，虽然人们目前在用此类 SEE 影响成绩涵盖无数
潜在结果，但是它们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不一定为人人所
接受，而且还难以（虽然并非不可能）准确度量。要广泛使用 SEE
影响来衡量研究成果的价值，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人们尚未
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应该包括些什么内容，如何让每个研究学科
或学术/产业团体中的足够多的研究人员准确度量和验证它们。
我坚信，在公众压力和证明“值得继续用公共资金资助研究
工作”的必要性的联合作用下，SEE 影响总有一天会大面积普及。
您至少应该知道，哪些 SEE 影响有可能对您的研究产生影响。
例如，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打算开展的研究质量框架 (RQF) 评审
包含很多可能的 SEE 影响示例，该评审要求研究人员评估自己的
研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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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用于制定/创造新政策、新产品、新工艺/流程、
新态度、新行为或新前景；
• 促成了一项最终产生了可度量的重大收益的政策结果；
• 曾被用于一场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的公开讨论；
• 曾被用于创立分拆公司，制定新产品、新技术的营销和
商品化措施，或者曾被投资者或最终用户用于重要的
商品化过程联合投资；
• 曾被用于创造新工艺/流程，它们提高了产业的产出及
生产率，或者让人们能更加有效地制定有用的政策；
• 曾被用于创造新工艺/流程、新方法、新产品、新型分析
或理论工具，它们后来成为标准专业实践，并且产生了
可度量的效益；
• 曾被用于转变全世界的文化认知，结果提高了全世界观众、
艺术家和表演艺术行业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可度量的
效益；
• 曾被用于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项目，结果保护了重要
文献或其它文化遗物；
• 曾被用于大幅消减成本，或大幅提高产业界或政府的
生产率；
• 曾被用于通过提高设备、程序或药物的效率和效力，
来提高医疗效果，结果改善了患者健康状况、延长了
他们的寿命或提高了他们的存活率；
• 曾被用于通过采用更好的临床实践或程序，来提高医疗
保健质量，结果降低了死亡率或发病率；
• 曾被用于新程序或新行为，它们缩短了治疗时间、降低了
治疗费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 曾被用于全国性或国际性立法、司法判决、调查委员会
或政策声明；
• 曾被用作教学或培训资料；
• 曾被用于协作性社区活动、节日、艺术作品和社会
干预；或者
• 曾被用作采用教育、社区、文化或社会环境的剧作和
应用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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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政府在于 2007 年年末当权后，终止了 RQF
评审。我认为，澳大利亚各大学间针对 SEE 影响的意见分歧，对
新政府终止 RQF 一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趣的是，虽然
取代了 RQF 的 2010 ERA 没有直接评估 SEE 影响，负责 ERA 的
部长最近却暗示说，2012 ERA 可能会包括围绕研究意向和研究
工作，查看研究卓越指标 [117]。
我在这一部分的开头曾说过：一长串优秀的研究成果永远都
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句话千真万确。如果您按上文所述，使用
那一长串的成果去提升 SEE 影响，人们就会更加看重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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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outcomes but some significant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 expanded academic
input may lead to you becoming much more widely published in
academic outputs,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the ability and in
fact want to, confer honorary academic positions on their longstanding highly regarded industrial partners. If you are working
in a commercial company, your appointment as an affiliate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by a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y
provides you a personal cachet an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a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orking exclusively within you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romotion within your
organisation and also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periods or a
permanent place in academia at a later stag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often value staff such as yourself being
given honorary academic appointments and being involve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r
company is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s
seen as one worth working with.
Unfortunately, working with academics is not without
disadvantage as they often, because of constraints such a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bligations, carry out research at a
pace slower than commercial companies or industry would like.
Their goals and aims in the research are often more academically
focused than industrially or commercially focused. However,
through establishing a mutual respect an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mutually synergistic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ject,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long-term relationship has very positive
aspects for all involved and should be highly sought after and
pursued.

简历

15.

当您开始参加会议、扩展网络时，您或许会通过散发名片，向新
同事进行自我介绍。在有些国家，人们会像举行宗教仪式一样
郑重其事地出示名片。名片的确包含了您的联系信息，但是您
还应该通过更详细的方式，向他人介绍您在事业上的突出表
现和您的成就。
您一定要拥有一份以清晰而独特的方式，宣传您的优秀成果的
简历。简历必须包含准确的最新消息。公开的正式简历的内容必
须精挑细选。我强烈建议您再制作一份包含您做过的所有工作的
非正式简历。您上月在另一所大学发表的讲话，去年报纸针对您
所在研究团体的成果发表的专访报道，或者去年的专利申请初稿
的全部细节，都是需要准确记录的重要事件。实现这个目的的唯
一有效的方法是，在事发当时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意味
着，您会记录大量过于详细，因而不适合记入公开正式简历的
信息。如果您将此类信息记入非正式简历，需要时将相应信息转入
公开的正式简历，则可确保您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可能获得的
最贴切的评判。
正式简历不仅要包含准确的最新信息，而且必须简洁明了、
内容丰富，能够被具有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读者所理解。
因此，简历中要避免使用缩写（至少要进行充分解释），简历的
措辞要能让非母语人士理解；最重要的是，内容要诚实。“诚实”
一词在这里针对的是诸如论文这样的事情。例如，具有
ISSN
号码的国际审稿期刊中的论文与未经审稿的会议发言稿之间泾渭
分明。这二者虽然各有千秋，也都值得追求，却应划入不同类别。
利用标题对内容归类，即可避免留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您似乎想
拔高论文的等级。没人愿意吃力地阅读一份长达二三十页、含混
不清的简历，以努力确定其价值；读者更钟爱清晰、准确的
行文。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请尽可能为声明提供证据，并且提供
具体细节。
贵组织或许会提供申请（例如，申请内部晋升或基金申请）
用的标准简历格式。如果是这样，您当然应该使用组织推荐的
格式，或组织认为必须采用的格式。然而，很多组织并不提供强制
性简历样式，因此，我给出以下示范性简历标题，供您参考。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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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许无法为某些类别提供信息，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您或许
能够在所有类别中填写您的事业成果。虽然简历应涵盖事业的
方方面面（包括教学、社区服务、行政工作和领导力、工业生产率
和商业活动），您却应该根据雇佣您的组织的类型确定简历中的
标题。下面的示范简历比较侧重于研究，因为本文旨在为研究事
业提供指导。
示范简历标题
i. 高等教育
ii. 荣誉和奖项
iii. 就业情况
iv. 当前的职责和责任
v. 学术委员会
vi. 专业委员会
vii. 教学经验
viii. 评审过的毕业论文
ix. 商业/产业合作
x. 参加过的学术管理/领导力课程
xi. 编辑责任
xii. 曾评审过：
1. 原稿：
2. 研究基金申请：
3. 教授晋升/聘任：
xiii. 收到的研究基金
xiv. 国际性科学会议上的发言
xv. 全国性会议上的发言
xvi. 论文
1. 专著
2. 专著章节
3. 审稿期刊
4. 审稿制学术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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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专业媒体（报纸、杂志）或科学杂志中发表的论文
6. 摘要、给编辑的信或会议论文集
前面已经说过，作者排名非常重要。诸如论文作品排名
（包括您在基金申请及研究计划中所做贡献的百分比，和您所
承担的职责）的信息是值得列举的内容。
当然，以上示范简历并未穷尽所有标题，您或您的组织也
可以添加其它标题。无论您的简历使用什么样的风格或格式，
您都一定要有一份满足以下条件的简历：它包含准确的最新
信息，而且希望判断您在研究事业中所作出成果之质量的任何人，
都能轻松理解您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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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employed by and therefore carrying out research
for a commercial industrial company, there is also a range of
very positive potential outcomes but some significant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 expanded academic
input may lead to you becoming much more widely published in
academic outputs,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the ability and in
fact want to, confer honorary academic positions on their longstanding highly regarded industrial partners. If you are working
in a commercial company, your appointment as an affiliate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by a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y
provides you a personal cachet an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a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orking exclusively within you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romotion within your
organisation and also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periods or a
permanent place in academia at a later stag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often value staff such as yourself being
given honorary academic appointments and being involve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r
company is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s
seen as one worth working with.
Unfortunately, working with academics is not without
disadvantage as they often, because of constraints such a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bligations, carry out research at a
pace slower than commercial companies or industry would like.
Their goals and aims in the research are often more academically
focused than industrially or commercially focused. However,
through establishing a mutual respect an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mutually synergistic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ject,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long-term relationship has very positive
aspects for all involved and should be highly sought after and
pur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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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刚刚在大学获得一份学术性工作，还是受雇于商业性
研究组织，您可能都需要在研究之外承担其它很多职责。虽然
这些其它活动都很重要，它们或许还是您支领薪水的理由，
它们的确需要您贡献您本应贡献给研究事业的精力和专业
知识。医学研究院中的博士后和研究人员或许能够更加专注于
自己的研究工作。任何情况下都有很多理由表明，您值得申请
全职研究员。
在长期就职的组织之外的某个环境中全职开展研究工作，
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工作经历，它不仅会大大提高您的技能与专业
知识，而且能让您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研究工作。如果
您收到邀请您去国外的研究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研究基金，您将
获得无数的好处：您不仅会学到本国目前没有的技能与专业知识，
还可以扩展您的网络、丰富您的国际合作者名单。这种海外工作
经历会给您的研究事业带来巨大的声誉；无论您决定返回祖国，
还是留在研究基金邀请您前往的那个国家，您都会拥有极大的
优势。举例来说，全球技术领袖美国显然具有巨大的人才吸引力。
据估计，美国大约一半的科学与技术人才、大约四分之一的科学
与工程博士出生于其它国家 [118]。
因为研究基金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所以研究基金的竞争异常
激烈；要申请并获得研究基金，您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只要您
遵守本指南中的建议，撰写研究基金申请应该不成问题。您以前
的研究督导、合作者以及您的导师是提供推荐信的理想人选，
所有必要信息可以从记录周详的最新简历中信手拈来。
有些研究基金与所提议组织中的研究项目相关联，要申请此类
研究基金，您需要与潜在督导合作。您需要获得有关新督导愿意
让您在其组织中开展的被提议研究项目的详细信息。有些研究
基金仅仅支付您的薪水，有些则要全面的多，涵盖薪水、旅行以
及在新地点的研究维持。
像 Churchill、Fulbright、Marie Curie、Rhodes 和 Von Humboldt
这样全球闻名的研究基金往往会广做宣传，邀请人们呈递申请。
您当然应该留意这样的机会，因为它们声名卓著、价值极高。
有些研究基金则较为本地化，它们或许能让您在本国的组织中开展
全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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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基金（如上面所列研究基金）部分或全部呈“开放
式”——您能使用它们去任何组织开展工作。有些则由特定组织
提供，仅供在该组织中开展的研究使用。诸如研究专业人员
(ResearchProfessional) [119]、科学共同体 (Community of Science,
[120]
COS)
、伊利诺斯研究人员信息服务 (Illinois
Researcher
[121]
Information Service, IRIS)
和赞助计划信息网络 (Sponsored
Programs Information Network, SPIN) [122] 的很多数据库提供有关
数千个政府和私人性质的国际研究基金资助机会的最新详细
信息；它们一般收订阅费。本指南中其它部分列举的很多数据库也
公布研究基金机会。您的研究办公室或受雇促进贵组织研究工作的
人员应该能够帮助您确定此类研究基金的截止时间和要求。
员工荣获此类研究基金，组织也会获得极大的荣耀，当您返回
组织后，贵组织将会享受到很多的好处。
当您在另一个组织（甚至另一个国家）中开展研究时，您会
学到您目前所在地所没有的技能与专业知识。因此，贵组织可能
会大力支持您的申请工作。
与本指南中介绍的很多能推动研究事业的工作类似，申请研究
基金也同样费时费力。此外，如果您需要搬到另一个地方甚至
国外，您也可能会面对家庭剧变。所以请务必慎重判断一下：您的
学术事业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值得您与其它研究基金申请者一
决高下的水平。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投入时间和精力，甚至愿意
面对可能的家庭剧变，以便让研究基金资助的研究获得最佳
成果。我曾经非常荣幸地获得过 Fulbright 研究基金，并且因此得以
在美国农业部研究院开展全职研究。我认为，研究基金是研究事业
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强烈建议您努力争取研究基金，它会为
您提供强大的事业平台，将您的研究事业推入海阔天空的新天地。
祝申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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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employed by and therefore carrying out research
for a commercial industrial company, there is also a range of
very positive potential outcomes but some significant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 expanded academic
input may lead to you becoming much more widely published in
academic outputs,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the ability and in
fact want to, confer honorary academic positions on their longstanding highly regarded industrial partners. If you are working
in a commercial company, your appointment as an affiliate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by a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y
provides you a personal cachet an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a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orking exclusively within you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romotion within your
organisation and also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periods or a
permanent place in academia at a later stag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often value staff such as yourself being
given honorary academic appointments and being involve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r
company is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s
seen as one worth working with.
Unfortunately, working with academics is not without
disadvantage as they often, because of constraints such a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bligations, carry out research at a
pace slower than commercial companies or industry would like.
Their goals and aims in the research are often more academically
focused than industrially or commercially focused. However,
through establishing a mutual respect an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mutually synergistic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ject,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long-term relationship has very positive
aspects for all involved and should be highly sought after and
pursued.

求职或申请晋
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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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和申请晋升之间既泾渭分明，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
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介绍。一般情况下，晋升的最佳途径是申请
另一个组织中的较高职位。
如果您在大学工作，您不仅需要考虑研究活动，而且需要
考虑其它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例如，教学和行政工作。如果您在
产业界或医学研究院工作，当您打算申请晋升或其它工作时，您
同样需要考虑除研究之外的其它职责。这些活动都很重要，但是
本指南的重点是您的研究事业，因此，无论您是在大学、商业
研究组织还是政府的医学研究院中工作，您都只应将研究事业作为
主要重点。
迄今为止，您已经完成了本指南建议的各项任务：在优秀的
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收到了研究基金，并已在海外进行过研究
基金资助的研究。您觉得现在是申请晋升的时候了。千万不要过早
申请晋升或新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两项活动都意味着
大量的劳动，无论哪一项失败，您都会品尝到挫败的苦涩。
显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在晋升方面马到成功，一个岗位也只能容纳
一名申请人，所以总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话虽如此，您还是
应该确保自己已经接近晋升或新工作所要求的水平，这样，您的
申请至少不会是白费功夫。
您可能需要您的研究督导、导师、甚至您网络中的资深成员
为您提供出色的推荐信，因此，请务必事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问问他们是否认为，您的研究事业已经发展到值得申请晋升或新
工作的阶段。此时的批评意见珍贵无比；因为如果某个督导、
导师或网络成员认为此时宜静不宜动，您却继续向其索要推荐信，
可能会引起对方反感，进而损害你们的关系。
除了同事们提出的一般性意见外，您如何确定您的研究事业
是否已发展到这一步：晋升或跳槽是合理而现实的下一步？
某些级别的晋升或求职往往对应着常规性研究生产率标准。
随着研究事业的推进，您会看见同事得到晋升、获得新工作，
耳濡目染，慢慢地您就会对“事业要上台阶，需要达到什么样的
生产率水平”有个总体的感觉。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因此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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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个人的自身特点，对其作出评价。但是，选拔或晋升委员
会往往是根据自己在该领域的一般经验做决定的。
很多出版物（上文已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声称，不应仅仅将
论文的定量分析作为晋升、颁奖或岗位选拔的评选基础。我同意
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您可以通过对研究论文进行定量分析，
大概了解一下，您的事业是否已达到值得申请晋升或新工作的
水平。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委员会已经开始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定量
分析，来获得额外的信息。
但是我并不是在暗示，既然那位仅仅发表了 15 篇论文的
同事能成功晋升副教授，已经发表了 22 篇论文的您应该立即申请，
并且一定会成功晋升为副教授。因为在晋升或岗位评审过程中，
很多其它因素（如作者排名、期刊质量）也会发挥作用。我坚信，
您应使用本文介绍的多种形式的分析进行自我评估，同时
结合同事和同行提供的信息，来确定您的事业是否已发展到值得
申请晋升或新工作的阶段。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已经
在使用 h 指数确定顶级科学家 [123]。Price 勋章旨在奖励在定性
科学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它也使用 h 指数进行基础
筛选 [124]。
达到如此水平的 ECR 显然不会太多。已经有人针对非杰出
物理学家的 h 指数，以及心理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晋升等级的
h 指数，进行了调查研究 [125,126]。这两项研究表明，在具体而
确定的个人比较中使用 h 指数存在潜在缺陷。我认为，它们事实上
证明，您至少可以使用诸如 h 指数的分析工具，大概了解一下您的
研究生产率水平。然后，您可以私下使用它，将自己与您知道
已经处于您打算申请之级别的同事进行一下成果比较。
一旦决定申请晋升或求职，您就应该对申请过程投入相当的
时间和精力。
上文介绍的有关申请基金和推销成就的建议也适用于此处。
简历应包含准确的最新信息。申请晋升或求职时，切勿对自己的
成就言过其词，这一点最重要。您应该以积极的语调，准确而
诚实地展示并突出您的研究生产率。请务必在规定时限内提交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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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时要目标明确，不要发送垃圾邮件式的求职信。我在学术
生涯中曾经收到过无数抬头为“尊敬的先生”的邮件，发信人显
然将同一封信发给很多其他潜在雇主，我相信，不会有谁会对这
种信感兴趣的。事实上，女性收件人很讨厌此类群发邮件。
如果您想求职，请务必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该岗位、该组织和未来
同事的信息，以便您能在申请和面试时获得最佳表现。最好能请
几位要好的同行对您进行模拟晋升或求职面试，以便您能胸有
成竹地参加真正的面试。
研究事业就像令人兴奋的探险。您其实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
您抓住了您看见的多数机会，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只要您始终
以获得优异成果为目标辛勤劳动，您一定会获得成功，而且会在
研究乐园中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研究事业是最值得您努力的人生
目标，因为您是在用自己的知识推动人类的进步。
我期盼着在不远的未来，看见您在学术会议上展示您的杰出
成果。祝您好运！
Ala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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